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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宅兹香港：活化歷史建築

1842年以前的香港，是一個位於中國嶺南地區珠江口東岸、瀕臨南海、以

香料著稱的海島漁村，人煙稀少。1840年，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發動鴉片

戰爭，以其堅船利炮迫使清政府於 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56

年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又迫使清政府於 1860

年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界限街以南地區。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

爆發後，英國又趁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之機，逼迫清政府割地求和，於 1898

年 6月 9日，通過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界限

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國領土及附近島嶼 99年。

被侵佔以後，長達 150餘年間香港成為英國人圈錢得利的地方，被動導入了

英國城市發展體制。首先，沿着海港建立了最早的維多利亞城。當時的維多利亞

城分為三個區域：城的中部被稱為「中環」，是英國人行政、商貿及軍事核心；

城的西岸被稱為「上環」，是最早期碼頭華工聚居地，進入民國時期各地華商來

此經商，這一區域成為華商的居住及生活中心；城的東岸被稱為「下環」，即現

在的灣仔，早期是英商船舶停靠及存貨地，後期逐漸填海，將倉庫用地改建或出

售，成為華人聚居地。

在香港市區，最早期的華人居住建築沿用嶺南式竹筒屋，下鋪上居，正立

面朝向街道，樓梯及廚房均設於天井內。隨着香港成為英國人的商埠後，人口激

增。至 19世紀末，華人居住區越加稠密，舊樓不斷加建，埋下許多安全隱患，

以致頻繁發生火災及建築倒塌事件。1894年，上環太平山區爆發了嚴重的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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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2000多人死亡。在這一背景下，1903年香港推出《建築及公共衞生條例》，

設立結構、通風、採光、防火、逃生標準，並融合華人生活習慣和嶺南營造技

術，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建築標準。此後，據此條例建造的房屋，形成了獨特的

民居建築形態，香港民眾稱之為「唐樓」，用以區別洋人居住的「洋樓」。

20世紀 50～60年代，香港逐漸成為金融中心，面臨着巨大的發展壓力和人

口壓力，此時人口急劇上升，土地供求關係緊張。這一時期，新的建設項目主要

是原地重建。在充滿矛盾的現代化歷程中，高速發展的房地產市場為香港帶來了

經濟繁榮，但也造成了土地資源的過快消耗。同時，高密度的建築群和大體量的

商業體擠壓着早已存在並構成城市特色的歷史建築。由於當時社會傾向以經濟和

物質因素衡量城市發展，不少極富歷史價值和特色的歷史建築，例如中環郵政總

局、九廣鐵路尖沙咀火車總站等被相繼拆除。

1997年，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洗刷了民族百年恥辱，完成了實現祖國統

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歸祖國 20多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

成功。香港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形象和一系列優勢得以長期保持，並不斷發揚光

大。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香港背靠祖國內地、面向世界，有着許

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的競爭優勢。特別是這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

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和廣闊空間。此外，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

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物流中心等的地位也相當穩固。

身處香港這片特別的土地，讓我深感歷史與現實帶來的深刻感動。香港是祖

國的南大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城市氣質，造就了香港傳統和現代並存的現狀。

香港的命運從來都是同祖國緊密相連，當祖國國力衰弱、中華民族陷入深重苦難

時，香港被迫離開了祖國的懷抱。在「一國兩制」構想的指引下，中國順利解決

了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從此走上與祖國內地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寬廣道路。今

天，香港繼續發揮地理位置優越、資本雄厚、聯通中外的優勢，深度融入國家整

體發展，與內地民眾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香港社會在中國文化基礎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難得的多元文化氣質。

香港展現着生生不息、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景象，呈現出開放、多元、包容的城

市性格以及城市寸土寸金的獨特魅力。維多利亞港是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地標之

一，也是社會公眾熟悉的形象印記，它的絢麗夜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站在

太平山頂的凌霄閣俯瞰海灣時，不得不感慨「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確名不虛

傳，豐富的海岸線具有無可比擬的整體感，在如此緊湊的空間裏綻放出絢麗的

光彩。

如今，在香港摩天大樓、車水馬龍之間，既有東方文化元素，又有西方文化

元素，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生長，形成中西薈萃、古今交融的風貌。香

港既有現代都市風光，也有南國海島風景，還有漁村閑適風情。因此，行走在香

港的不同區域、大街小巷，對於所處環境總會有不同的解讀。

有時會感到香港社會很「國際」，英文是官方語言之一，許多街道、學校、

醫院的名稱是英文音譯名，具有濃濃的國際色彩。在蘭桂坊的西餐廳、酒吧，西

式生活氣息瀰漫於空氣中。賽馬會的馬已經「跑」了 100多年，時至今日，賽馬

日「買馬」博個彩頭，享受一個輕鬆的西式下午茶，仍然是一些香港人的生活

方式。

有時又會感到香港社會很「中國」，在這裏分佈着 700多座廟宇，傳承着源

遠流長的中華宗教與民俗。黃大仙祠常年香火旺盛，天后廟遍佈於大小海島，每

年佛誕節的長洲太平清醮、中秋節的大坑舞火龍、端午節各地的龍舟嘉年華等傳

統節日經久不衰，中秋節闔家團圓吃月餅、逛燈會，呈現濃濃的中式節慶氛圍。

香港的歷史、語言、傳統曲藝、生活禮儀，乃至人們的衣食住行，無不烙上中華

文化的深深印記。經過歲月的淘洗，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對每個人而言，是人

生智慧與情感的源泉；對每個社區而言，是集體凝聚力與人文關懷的源泉。

一直以來，香港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不遺餘力，卓有成效。中華

文化在香港根深蒂固，可以說是香港文化的根基，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存在。我接

觸到的香港人士，無論是文化官員，還是文化學者、博物館同仁，他們不但擁有

國際視野，而且了解國情，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優勢，成為香港助力中華文化向

世界傳播的積極力量。香港背靠的是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祖國，在文化資源的

獲取上可謂近水樓台，再加上各方面的強大合力與積極推進，香港的文化建設和

文化遺產保護，必然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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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座充滿文化魅力的城市。

事實上，我對香港城市文化的了解，是在反覆考察和仔細觀察後，才得

以逐漸形成並深化的，而且前後的認識反差很大，這也使我產生對香港文化

重新審視的願望。

20世紀 80年代初，我在海外留學，當時電視中的華語節目以港台的內

容居多。從中可以看到，隨着香港經濟的騰飛，本土流行文化也得以迅速崛

起，以粵語歌曲和粵語電影為主要代表的香港文化產品，越來越多地傳播到

世界各地，特別是在華人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雖然感佩香港大眾娛

樂文化的成功營銷，但也遺憾地感到，由於缺少中華文化的積累與呈現，人

們提到香港的文化，往往與商業文化、消費文化等聯繫在一起。那時香港也

經常被人們視作「文化的沙漠」，視作文化缺位的城市。

20 世紀 80～90 年代，我先後就職於北京市的城市規劃部門和文物部

門，每次去深圳考察，總要到位於鹽田區沙頭角的中英街走一走，實際上並

非去購物，而是體驗一下與香港的近距離接觸。站在中英街的分界線上，街

心有界碑石，一側是內地，另一側是香港，雖近在咫尺，卻是兩個社會。那

時候多麼希望香港早日回歸祖國，洗刷民族百年恥辱。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

以後，我有機會赴香港考察調研，得以接觸和體會真實的香港城市文化，並

與香港同仁進行交流。2001年，我作為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參加北京市

赴香港招商代表團，這是我第一次到訪香港。當時北京市正在籌備 2008年

奧林匹克運動會，全市一年的建設量是歐洲所有國家建設量的一倍，其中也

有一些開發建設項目來自香港企業的投入。通過考察我看到，香港穩健的財

政狀況、自由的貿易金融、高效的政府運作等，都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譽，特

別是香港不俗的經濟表現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香港連續被評為全球最

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緊湊型城市的先行者和實踐者

作為一名城市規劃師，我考察香港城市規劃建設，有不少收穫，其中包

括對城市發展模式的理解。香港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早在 20

世紀中葉，香港的高密度發展模式就已舉世聞名，城市建設主要集中在維多

利亞灣兩側的狹長海岸地帶，形成高樓林立的城市景象。長期以來，香港的

人口增長率超過建設用地增長率，城市建築密度有增無減。20世紀 60年代

至世紀末，平均每 10年增加 100萬人口，進入 21世紀降低至平均每 10年

增加 50萬人口。2009年，香港城市化地區的人口密度四倍於上海、八倍於

巴黎、15倍於紐約。2021年香港人口超過 740萬人。

香港多丘陵與水域，實際上僅有 25%左右的土地投入城市建設。人多地

少的局面，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為了有效應對土地投入不足的

問題，香港推行緊湊型城市發展模式，通過增加建築的垂直高度，以提高土

地的利用強度；通過增加城市建築的平均密度，以減少建築物的佔地面積。

近年來，為了避免城市無序蔓延發展，作為應對策略，緊湊型城市理念

應運而生。緊湊型城市理念是一種基於土地資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緻規劃設

計的發展模式。是否適合採用緊湊型城市發展模式，取決於城市中人口和建

築的密度。這種理念強調適度緊湊開發、土地混合利用、公共交通優先的策

略，主張人們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點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務設施的地方，

同時依靠便捷的公共交通滿足人們日常大部分出行需求。實際上，城市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