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文县凉水湾国学文化公园
                           
                           ----总体概念规划



本次项目所在位置

区位分析图



     生态王庄生态园一期景观打造成初成规模的乡村休闲旅游之地，充分结合
在前期规划打造的一期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及升级打造成为富有国学内涵、集
游览、学习、休闲于一体的全国著名的国学特色主题公园。

现状分析图



现状分析图



现状建筑

现状水塘

现状林地

        前期已完善的一二期两个比较宽广的水域，
条件比较优级，用地范围内主要林地冲沟水田为
主，山坡和山脊以旱地和果树为主，陡坡旁分布
有竹林和杂木林。民居建筑分布在山腰或山湾，
土墙建筑居多，无保留价值。

A-A’剖面图

用地范围

A

A

现状分析图

现状水塘



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

设计定位及思路(Design ideas and positioning)

1、地形：区域呈山地型特征，有利于被观赏以及塑造空间层次丰富的景观层次。
2、水体：前期已结合沟谷地形的景观特征及场地排水要求形成变化丰富的水体景
观，水域比较宽广。
3、植被：整体植物生长良好，部分山地区域已种植果树，观光植物、植被覆盖率
高。
4、土壤：区域内林地土壤肥沃，通气性良好，酸碱度适中，有利于不同品种经济
的生长。

1、基于区域现状特征，内部地形高差变化较大，对内部道路环线设
置起到阻碍作用，交通组织困难。
2、区域内部用地条件相对较差，对建筑布局影响较大。

古典与现代相融，新建建筑及园区景观与已建园区协调。在布局上，根据《周

易》相地原理精髓进行规划，形成开合有致、绿化为主的优美公园景观。园林

设计上，运用江南造园手法，采用明清古建筑风格；在园内利用书法、碑文、

石刻、地雕、景墙、雕塑、图案拼铺等表现形式，深入浅出地展示中华五千年

的文化、历史、哲学、科技等国学内容。建成后，将成为富有国学内涵、集游

览、学习、休闲于一体的全国著名的国学特色主题公园。 。

优劣势分析及设计思路



规划目标：

    立足宜宾市兴文县，面向西南，辐射全国。建成后的国学主题公园定位于兴文县标志性文化

公园，是国学教育推广和应用的风向标，能承担国内外各类国学研讨交流活动，将成为富有国

学内涵、集游览、学习、休闲于一体的全国著名的国学特色主题公园。

规划原则：
--生态性原则
    从基址自然环境出发，根据生态规划理念，利用天然沟谷地
的各种景观要素进行合理布局。应用梯田湿地净化园区内的污
水，构建环境友好型生态养生园区。
--文化性原则
    古典与现代相融，在布局上，根据《周易》相地原理精髓
进行规划，形成开合有致、绿化为主的优美公园景观。园林
设计上，运用江南造园手法，采用明清古建筑风格；在园内
利用书法、碑文、石刻、地雕、景墙、雕塑、图案拼铺等表
现形式，深入浅出地展示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哲学、
科技等国学内容。
--经济性原则
    通过经济果树生产，培育特色水果，研发新品种，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顺应市场对景观绿化果树的趋势。发展综合性产业。
--产业化原则
    园区以生态养生为主导产业，在满足特色经济树木生产需求
的同时创造其生态养生价值。

功能定位

  休闲功能

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娱

乐的重要绿色开放空

间

  生态功能

改善园区内自然风貌，

构建环境友好型生态

养生园区。

 文化主题

园区以国学文化为主

题融入整个园区，完

善园区达到寓教于乐

的功能

国学馆

将集中展示国学文化

精粹，提供国学文化

体验，还原或再现中

华优秀文化传统

养生功能

设置中老年康养

中心，完善园区

的功能配套及娱

乐功能。



国学文化公园总平图



水上景观区（景观湖，廉政文化景观、农耕文化、

古代科学文明广场）

扩展养生区（迎宾广场，论语广场、诸子百家文化，

游泳池，养老中心，扩展区、太极广场）

国学文化主题区（国学馆、特色主题酒店、 21
个朝代历程大道、钟楼、休闲漫步、国学长廊、

生态果园、休闲茶室、观景平台)

水上景观区

扩展养生区

国学文化主题区

功能分区图



车行道
车行道   满足园区消防和生产管理通车功
能，连接园区内重要景观节点，形成园内
交通环线，规划宽度4m。

游步道   整合田间道，形成道路网，由生
产路和休闲道路构成，主要是连接园内
主要景区和景点的次要道路，方面工作
人员对果林进行管理，规划宽度1.2-
1.8m。

生产游步道

主要交通节点

车行道4米

游步道 /生产道
1.8米/1.2米

次要交通节点

道路交通分析图



车行道(铺装材料 ：透水沥青）

生产游步道（青石，青砖，透水砖，花岗石）

滨水栈道（防腐木，绿可木）

铺装材料意向图



国学馆

生态果林

休闲步道

特色主题酒店

生态果林

景观特质：该区域位于园

区东北侧，地形以山地为

主，比较幽静，适宜打造

安静休闲的景观。以规划

的国学馆及孔子广场、主

题山地酒店为中心，将集

中展示国学文化精粹，提

供国学文化体验，休闲居

住、会议、娱乐等结合国

学、中国传统文学、琴棋

书画等，展示一个休闲娱

乐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区。

孔子广场

国学文化主题区

国学长廊

钟鼓楼

休闲广场

生态果林



国学馆意向图



孔子雕塑广场意向图



国学展馆布置示意图



国学六艺堂布置示意图



国学学术厅布置示意图



中国21个朝代介绍总纲

中国21个朝代介绍总纲：
总纲介绍中华五千年的渊远文化，以及中国21个
朝代发展历程，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经典故事，深入
浅出地展示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哲学、科技
朝代发展历程等内容。



中国21个朝代历程大道

21个朝代历程大道：
结合了中国21个朝代的历史文化设计元素为理念设计，
主要以各朝代简介、历朝皇帝，历朝代钱币为主题，
以用书法、碑文、石刻、地雕、景墙、雕塑、图案拼
铺等表现形式，深入浅出地展示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历史、哲学、科技等国学内容。



中国21个朝代历程大道



21个朝代历程大道---钱币文化

21个朝代历程大道---历朝钱币文化：
由21组货币图案组成，分别为夏、商、周、秦、汉(西汉、东汉)、三国时期(魏、蜀、吴)、两
晋(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北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
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1个朝代的货币。每组货币组图为一个朝代货币组合，货
币由青石刻成，中间为大货币，周围依次为中、小货币，寓意为小钱聚大钱，货币中间的缝
隙由白色鹅卵石填充，每组图案的四周均由头部向内红色花岗岩刻成的蝙蝠图案，寓意为招
财纳福。整个大道共铺有历代货币260余种，4600余枚，堪称中华钱币的一部通史



农耕文化及二十节气广场

古代科学文明广场

假山叠水（兵家文化）

景观亭(小说家文化）
景观水榭(医家文化）

水上景观区平面布置图

水上景观区布置：
以现有二个湖为主题，结合古代农耕文化及二十四个节气、古

代科学文明广场、廉政文化等节点景观，沿湖布置，一期湖内

边布置廉政文化景观墙及廉政文化广场，二期坝体上古代科学

文明广场为主题，最里面以布置二十四个节气文化广场及农耕

文化展览园。

廉政文化景观墙



水上景观区景观节点布置



古代科学文明：

广场位于二期

湖大坝上，入

园口为中国古

代科学介绍景

墙，四个角点

为中国古代四

大发明主雕塑

节点意向图

景观节点----(古代科学文明广场）



农耕文化园：
主要分为四个区域展现农家文

化、农耕文化历史区、二十四

节气广场、农户农具设施区，

充分展现传统农业农耕文化

景观节点示意图

景观节点----(农耕文化园）



景观节点---国不长廊

国学长廊：
以古代廊桥建筑为主景，

引用《四书》《五经》

《大学》等中国经典国学

文化内容展示；

平面位置

改造示意图



雕塑小品
       为了充分营造园区以“中国传统文学、琴棋书画”为主题的文化氛围，特以
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文化作为景观小品，随意放置于园区的草坪、广场、
景观节点之中。同时充分提取果树的叶形态和果实形态，创作出赋有趣味性和功
能性的特色景观小品

 特色景墙
       园内可结合现状挡土墙打
造文化景墙，重要节点设置反
映中国传统文化及琴棋书画的
特色景墙。

 诗词浮雕
       园区以唐
诗宋词文化脉
络，通过提炼
赋有精神的诗
词歌赋来体现
其文化内涵，
结合落空浮雕
的形式，点缀
于园区内部，
丰富游客的浏
览和学习。

景观主题文化小品意向图



太极广场

休闲步道

疏林草地

康养中心

户外扩展

道墨广场

游泳池

草地休闲广场

趣味果园

生态停车场

主入口景观牌坊

景观特质：区域中部设置接待中心，

养老中心，游泳池，完善园区的功

能配套，区域南侧山坡以游步道和

生产便道构成网状结构，其间栽植

果树，可供游人在此进行采摘、嫁

接、套袋等农事体验活动。

区域北部借用原有鱼塘，规整边缘

形态，设置康养中心，康养中心依

据现状地形，由南向北布置多栋独

立建筑，养老中心后面设置大片红

豆杉林，设置休闲步道，功能建筑，

漫步其间，幽静宜人。

区位分析：扩展养生区（迎宾广场，

论语广场、诸子百家文化，游泳池，

养老中心，扩展区、太极广场）

扩展养生区平面布置图

养生馆

论语广场



主入口景观牌坊节点

主入口景观节点：
入口二边以银杏主景树为行

道树，二层乔木间隔配置桂

花树，基层以草花为主与草

坪搭配，沿线布置些泥塑的

春秋时代人物雕塑，牌坊位

置造挡墙侧面广场以《孔子

列国行雕塑》为主景。主入

口到论语广场间道路靠湖边

绿化地布置些以儒家文化主

题小雕塑

示
意
图



论语广场

论语广场：

位于原休闲广场二靠游泳池位置，以

《孔子杏坛讲学》雕塑为主景，二侧

布置论语诗词的竹简景墙，原花台间

布置“孔子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的主题小雕塑；



道墨文化广场

道墨文化广场：
位于国学馆旁，主要以《道德经》雕刻景

墙，景墙前布置孔子问礼、仕周史官、著

书立说、老子骑牛出关、老子得道升天等

主题雕刻为点景；以墨子生平主要事迹、

墨子圣像、墨子十大思想、《墨子五行记》

等内容为主题，以景墙、雕塑表现形成；



草地休闲广场

草地休闲广场：
以自然环境为运动场地，

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以

中国古代励志故事、古代

经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学

来展现，以孩童启蒙宝训，

成人励志，增强团队合作

意识，改善团队成员的沟

通，增进互相理解、信任

和责任意识，提高团队认

知度和亲和力，增强面对

困难、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文化元素示意图



草地休闲广场文化元素示意
1.古代状元榜 2.凿壁借光 3.苏轼改诗

4.囊萤夜读 5.闻鸡起舞 6.管宁割席



园区导游标识

       标识系统风格为现代中式，与建筑风格统一。提
取中式屏风窗花为设计元素，材质以木纹为主。色调
偏暖。运用假山石做点缀，整体简洁明快，清新脱俗。

园区景点标识

       景点标识牌整体形式简洁，木纹框搭配白底，说明性强，高度与人适中。在标识牌顶部
和底部作窗花镂空设计，匠心独到，雅致之趣油然而生。

园区景点简介标识

       公园景点简介标识牌
同样以古代屏风、书画为
设计元素，通过将单个标
识牌三两组合，高低错落
搭配，整体形式统一，变
化丰富。将柑橘文化以简
洁的文字书写其中，使得
游客能够在游赏的过程中
体会柑橘的文化价值。

标示标牌设计图



草坪灯：

庭园路灯：

音响：

景观灯具意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