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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工建筑的生态美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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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水利工程与建筑艺术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论述生态美学设计基
本原则的基础上，举例说明应用建筑环境美学的原理设计水工建筑，注重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能使水工建
筑物兼具实用性和美观性，对于提高水利景点的吸引力具有指导意义。并针对水工建筑生态美学设计的方向进行了
探索，以求得水利工程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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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Design for Hydraulic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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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al ar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design to giv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design of hydraulic construction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make the hydraulic structure both practical and beautiful, which is instructive for improving the
attra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design of hydraulic architecture
so as to mak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ring up better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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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只有修建水利
工程，才能控制水流，防止洪涝灾害，并进行水量的调节和分配，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对水资源
的需要。
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水资源不仅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自然资源，
而且是生态系统的支持部分，是环境要素之一。因此，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结合生态美学原理，
与生态环境相协调，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水利工程建筑设计的要求将越来越高，
既要实现其基本功能，又要表现其景观形式美。做好水利工程建筑生态美学设计工作，是当今水利
工程建筑设计人员的重要课题[1]。

1
1.1

水工建筑概述
我国现状

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工程称为水利工程。在
水利工程中常采用单个或若干个作用不同、运行中彼此相互配合的建筑物来调控水流，以满足不同
部门对水资源的需求。这些为兴水利、除水害而修建的建筑物称水工建筑物。水利工程的修建，可
以大大增强防止汛涝、抗击旱灾的能力，通过水利工程的调节控制方法，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洪水
旱灾等大自然灾害，还可以调节地方区域的气候条件[2]。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水工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水电站装机容量从 36 万 kW 增至 8300
万 kW，位居世界第二；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浇筑实体重力坝，坝高 181 m，坝长 2335 m；
已建、在建、待建的碾压混凝土坝有 64 座，其中坝高超过 100 m 的 13 座，是世界上建设碾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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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坝最多的国家。然而，当前我国的水利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短缺，设备老化现象严重，传统
的工程水利不足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某些水利工程对下游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造成水土流失、
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与此同时，水工建筑仅注重单一的实用性而忽视美观性，使得其效益单一，无
形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而对水工建筑做好生态美学设计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田纳
西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便是生态美学设计的典范，它将保护生态与开发旅游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巨大
的效益，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1.2

当前困境

虽然生态美学设计在水工建筑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现在，许多水利工程的发展规划却一直未
找到水工建筑与美学的结合点，水工建筑未能与现代建筑艺术同步发展[3]。而水利建筑本身作为一
门跨专业的学科，工程往往由水利工程师担当设计，不少水利工程师由于缺乏足够的建筑学知识和
艺术训练，往往只注重功能的需求而甚少涉及建筑艺术和美观的需要，做有建筑艺术化、环境景观
化的水利工程设计力不从心，使得大部分水利建筑给人们的印象都是粗老笨重的钢筋混凝土形象[4]。
这就使得水利工程的实用性和美观性之间产生了矛盾，无法获得额外效益。
此外，如何因地制宜的将水工建筑的建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最大程
度利用，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旧是水利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已建的水利枢纽
在这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经验，水工建筑的生态美学设计仍存在很多挑战。
1.3

“三峡”启示

长江三峡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水域，在中国悠久的历
史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标志性地位，它如同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风云际合，气象万千的舒展在中
国大地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图 1)为了在满足防洪、发电、航运三大功能的前提下，实现合理的建
筑布局和功能分区，体现出三峡工程宏伟壮观的建设气魄，并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改造，创造
出一个山清水秀的坝区环境，还对枢纽工程进行了建筑美学规划设计，这在中国尚属首次[5]。

图 1 三峡大坝
Fig.1 Three Gorges Dam

根据建筑规划设计，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带形成了枢纽主体游览区、近坝游览区及水上游娱区
三大景区。景区能够全方位展示工程文化和水利文化，主要景点及游玩项目有坛子岭、185 观景点、
截流纪念园、屈原故里、高峡平湖游船、
《盛世峡江》演出、九畹溪漂流等。游客可以登上海拔 185
米高的坝顶，近距离向下俯视泄洪场景，雷霆万钧的洪流被踩在脚下，感受中华民族的伟大与自豪。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已成为一个新的在更广阔的意义上的旅游胜地，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领略整
个坝区概貌及大坝的磅礴气势。兴建三峡工程所取得的效益不仅仅是水利工程传统的灌溉、发电、
航运等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还有与环境相结合而产生的生态效益。由环境创造价值，实现水土资源
的再利用，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水利观光区，进而推动水利经济的发展，这是三峡水利枢纽
带给每一个水利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2
2.1

生态美学设计
内涵
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所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我国也为单一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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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国家领导人与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起生态问题，先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近年来又致力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生态成为了一种主流。
生态美学在这种环境中应运而生，它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从生态学的方向研
究美学问题，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长期以来，
在美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过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自然如何在人的作
用下成为人的自然，成为人本质力量的体现，而忽视自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6]。生态美学从广义上
来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它强调自然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们不仅应该
从人，更应该从生态、自然环境的意义上去看待美观性，这一点对破除传统思想对美的僵化定式思
维、推动美学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而生态美学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
2.2

基本原则

生态美学基本原则揭示了地球生命系统有机统一、结构和谐以及自我组织、自我演化发展的固
有属性，并因此能给人以美好的感受的共性[7]。它包括和谐共生、改造孕新、动态平衡、韵律融洽
和自主调节五个方面。其中，和谐共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是地球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和能量，自然的演化方向又受到人类活动的影
响。当代“以人为本”的观念，虽说强调人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主体和目的，但是其核心正在愈发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改造孕新是以人作为核心，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推动自然环境的改变。总体上来说，人类
对旧文明改造的同时也孕育了新文明，通过对自然的改造，建立起了全新的生态建构，使之更具有
生机和活力美。而动态平衡则是要求在人类改造生态的过程中，把握一种相对的平衡，以谋得通过
奇异方式表现的动态平衡美。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之美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韵律，与生命存在本身的和谐。自然
界中许多事物或现象，往往由于有规律的重复出现或有秩序的变化，也可以激发人们的美感[8]。
自主调节立足于地球上的各种生物都在对环境进行主动地调节，人类文明对地球生态的调节更
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今天，人类审美活动关注的焦点在于生态建设，以此来
实现多数人所追求的“诗意的栖居”。

3

水工建筑生态美学设计的价值

建筑被黑格尔称为“最早诞生的艺术”，车尔尼雪末斯基也说：“艺术的序列通常从建筑开始，因
为在人类所有各种多少带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中，只有建筑活动有权利被提高到艺术的地位[9]。”尽管
如此，人类从事建筑活动的初始目的依然是源于实用，而不是为了达到赏心悦目的审美效果。中国
古代哲学家墨子也曾指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墨子的观点表明，建筑要“求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之后也应该“求乐”，以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
水工建筑物作为建筑的一种，其实用性不言而喻，自建国以来，我国兴建的水利枢纽在防洪、
灌溉、发电、航运、城市供水与排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绝大部分水工建筑却忽视了
去考虑如何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虽然在实用功能的局限下，水工建筑不可能像城市景观建设一样
大胆地发挥建筑环境美学原理，但是，一座真正优秀的水工建筑也应该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造型设
计。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造就了千岛湖风景旅游区，这说明水工建筑完全可以与生态环境紧密的结
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使人们得到美的精神享受。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难以在市区内欣赏到自然风光，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人
们寻求美的感官享受，此时，水利景观就成为了人们放松的绝佳之地。在生态美学思想指引下修筑
的水工建筑，不仅保留了建筑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美，还具有水工建筑独有的气势之美。这种气势之
美不同于园林建设的小家碧玉，它是恢弘的，具有睥睨一切的磅礴姿态；亦是包容的，能将世间万
物包罗其中。这是城市景观所无法具有的，是自然本身的馈赠，能够给予人们独一无二的美学体验。
同时，对水工建筑进行生态美学设计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兴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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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被誉为“朝阳产业”。在我国，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
断推进，旅游需求增长稳定，旅游业发展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而水工建筑的生态美观性，满足
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经济结构，变实用性建筑为旅游资源；有利于提高水利景点
的吸引力，使水利工程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
4.1

水工建筑生态美学设计的策略
立足自然美

自然美是一种非人为的本然状态，是一种不做作、不呆板的，自然而然的美，这种美所强调的
是“自然之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所呈现出的自然观，归结起来正是以符合“自然美”作为最高
的艺术审美境界。大多数水工建筑物属于永久性建筑物，遍布祖国的大江大河，想达到这种艺术审
美境界，就离不开对其进行生态美学设计。要立足自然美，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了解当地的地质、水
文和其他的自然景观，选择恰当的表现美的形式，以达到“自然之趣”的美学体验，使水工建筑发挥
最大的效益。
4.2

实现生态美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立足点在于生态，同样，对水工建筑进行生态美学设计时，生态也是建设
者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倘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美学设计，便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一江碧
水，两岸青山”是生态美的体现，也是水利工作者的建设方向，水工建筑的设计应与当地的生态相结
合，在满足实用性、功能性的前提下，寻求水工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4.3

追求形式美

建筑作为一种人造的空间环境，在满足功能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还应当满足人们精神感受的要
求。“复道行空，不霁何虹”便是形式美的艺术体现，不同的建筑共同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多样统
一，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水工建筑虽然与城市景观建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美的规
律是相通的，它具有自然所赋予的磅礴气势之美，能让人体会到波澜壮阔、气贯长虹。
利用建筑美学原理对水工建筑进行设计，追求形式美，通过简单的几何形状寻求完整统一，突
出建筑中主与从的差别，造就和谐的造型比例，进而形成开合有度的参观流线，就能带领人们一步
步走过建筑节点，获得柳暗花明之感，最终走向水工建筑的高潮。这能使人们感悟到水工建筑独有
的魅力，将会对水利旅游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5

结 语

水利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水工建筑的设计中
考虑生态美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水利工作者而言，实现水工建筑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统一、追求水
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展现水工建筑独特的气势之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对水工建筑
物进行生态美学设计，才能实现生态美和形式美的有机结合，创建出新的水利旅游资源，推动水利
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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