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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景观水资源的概念和内涵。并对景观水资源按 6 个标准进行了分类: 按成因分 3

类; 按存在空间分 9 类; 按美学特征分 5 类; 按景观心理效应分 7 类; 按利用功能分 4类; 按观

赏位置分 4 类; 按适宜观赏的时间分 3 类。其中第四种分类——按景观心理效应的分类更好的体

现了景观水资源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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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观水资源的补充概念

简要地说: “景观水资源”就是能够产生或构成明显的景观 (风景) 效应的那一部分水体。

关于景观水资源的概念, 在文献〔1〕中已有提及, 该文中提到的 “水体”和 “水域”, 严

格的讲是有差别的, 水体是指在地面、地下或空中以不同形态存在的一定量的水体积; 而水

域是指由一定量的水体占据着的地域。前者侧重于水的数量和体态, 后者侧重于水面面积和

位置, 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加以选择或通用。

地面水域 (水体) 主要指江河、湖泊、沼泽、水库、海洋、雪原、冰川等, 地下水体主

要包括井、泉、溶洞、地下河等, 天上水体主要指云雾和降落过程中的雨雪等。

不同的水体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 具有不同的形、色、声、影等形感表

现, 水的这些客观景物形象信息与人的主观感知意识相通, 便可能产生光影变幻、多姿多态

的特殊魅力, 表现出文献〔1〕中所说的表相美、时相美、位相美和境相美等。

由于这些美感是由客观存在的水景——她的形、色、声、影等通过人的感观——眼、耳、

口、鼻、舌、身、心 (思) 而感知, 因而便把这些产生水景效应并能在旅游和美化人类环境

中加以开发利用的水体或水域称为景观水资源。

由此可见, 这里所用的 “景观”, 主要是指从知觉与美感角度描述某地域总体风光特征即

风景时的用语, 它不全同于地理学中的景观。因而水景观就是以水体作为构景主体的景观。

这里未采用 “旅游水资源”的概念, 是因为上述的景观和景观水资源能更好的界定这种

特殊的水资源, 而不与旅游中作为航运的水资源等发生混淆, 景观水资源也具有更大的包容

收稿日期: 1996-5-20; 修改稿日期: 1996-11-27。



性, 因为水产生景观效应不仅是对于旅游者或者说不仅产生于旅游过程, 而且还产生于定居

者, 其研究理论也将指导别墅、居民点和城乡建设的规划与设计, 还将有用于人类选择和建

造美的生存环境。

2　景观水资源的分类

由于景观水资源不仅具有自然特性、社会经济特性, 而且尤具鲜明的美学和人文特性, 因

此, 她的分类便显得十分复杂而需作深刻的研究, 此处的分类只是初步尝试。

2. 1　按成景成因分类

( 1) 天然形成型如龙门瀑布、九寨沟七彩湖、天山冰雪、长江三峡、贝加尔湖等。

( 2) 人工建造型如莫斯科河、水库和哈尔滨的冰雕等。

( 3) 复合成因或经人工深加工型如杭州西湖、北京的昆明湖等。

2. 2　按存在空间分类

　　 ( 1) 海洋景观型

　　 ( 2) 江河景观型

　　 ( 3) 湖泊景观型

　　 ( 4) 泉流景观型

　　 ( 5) 瀑布景观型

　　 ( 6) 溪涧景观型

　　 ( 7) 冰雪景观型

　　 ( 8) 岩溶水景观型

　　 ( 9) 云雨景观型等。

2. 3　按显景美学特征分类

　　 ( 1) 表相美景观型

　　 ( 2) 时相美景观型

　　 ( 3) 位相美景观型

　　 ( 4) 境相美景观型

　　 ( 5) 复合显景型

　　即同时显示出其中几个或全部景相美的景观水资源。关于表相美、时相美、位相美和境

相美的自身含义, 在文献〔1〕中已有论述。

2. 4　按景观心理效应分类

　　 ( 1) 激动豪放景观型

　　 ( 2) 宁静柔和景观型

　　 ( 3) 幽深思远景观型

　　 ( 4) 艳丽活泼景观型

　　 ( 5) 奇妙启迪景观型

　　 ( 6) 理念比德景观型

　　 ( 7) 复合效应景观型, 也就是同时能使观赏者产生多种心理反应的景观水资源。

　　这一分类应属景观水资源所特有, 体现着景观水资源与其他水资源的最大差异。

2. 5　按其利用功能分类

( 1) 单纯观赏型

( 2) 观赏游乐型　例如可以同时兼有垂钓、泛舟、游泳等游乐功能的水资源。

( 3) 观赏疗养型　特别是一些温泉和矿泉水资源, 有时除具有观赏价值外, 还兼有医疗

效应。

( 4) 综合利用型　这一类型的水体除了可供观赏、游乐外, 还可用来养鱼、灌溉、发电、

航运等。一些具有充分补给水源的水体, 包括水库等人工水体, 常属此类。

2. 6　按适宜观赏的位置分类

( 1) 适宜远眺观赏型　如大海、冰川、雪原等。

( 2) 适宜临近观赏型　如荷塘、清泉、鱼池等。

( 3) 适宜入境观赏型　观赏者身在其中, 或泛舟水面, 或游乐其中, 或登临其上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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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 或深入其下。

( 4) 观赏位置皆宜型　当然, 这一分类亦非绝对, 其适宜观赏的位置, 除取决于水资源

客观体态之外, 还取决于观赏者自身的爱好和主观能动性。

2. 7　按最佳的观赏时令分类

图 1　景观水资源分类

F ig . 1. Classified diagr am o f scenic w ater resour ce

( 1) 季节型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的雪

景, 只能在北国的严冬季节观赏到。“潭清

疑水浅, 荷动知鱼散”的荷塘美景, 只能

出现在南国的春夏之交。

( 2) 特定时间型　例如观赏潮汐, 和

由水面烘托的日出等, 这些主要由水提供

的景象, 都表现出特定的时间性。

( 3) 常年型　这种景观水资源, 虽然

四季也有变化, 但却变中有景, 常年皆有

观赏价值,我国的西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而且观赏者的喜好, 也可能打破常规, 刘

鹗在 《老残游记》第十二回中描写的黄河

观冰, 便是在常人怀抱火炉闭门不出的严

冬, 观赏到黄河为他提供的冰 -水 -人相

斗相依的情景, 看到了雪月的交辉, 感受

了寒风的凛冽, 从而真切领悟了谢灵运诗

句 “明月照积雪, 北风劲且哀”中‘哀’字

的妙谛!

科学的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它是科学研究的序幕, 它是深化科研的要领, 它几

乎存在于科研的整个过程。搞好分类既需要专门知识, 又需要触类旁通的功夫, 它的完善还

需要依据研究资料进行修正和补充。这里的分类确属尝试。

总括上述分类, 可列出如下分类图。

3　景观心理效应分类简述

如前所述, 按其产生的心理和美学效应对景观水资源进行分类, 乃是景观水资源分类的

特殊内容, 这种分类将对深化景观水资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 再作些注释性介绍。

3. 1　激动豪放型景观

此类中主要包括奔流、瀑布、叠水、喷泉等。这些流动的水体或奔腾咆哮, 或一泻千里,

或一落千丈, 或直上九天, 令人惊心动魄, 唤发人的激情。观庐山瀑布, 李白写下了 “日照

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放诗句。

3. 2　宁静柔和景观型

这一类型主要为湖泊、溏库、池沼等。此类水景或清平如镜, 水波不兴, 或微风细波,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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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月色。水静, 轻柔能使人情绪上产生宁静, 安详, 轻松, 欢娱, 柔情, 思前想后, 飘飘若

仙的心态。

欧阳修的名词采桑子: “轻舟短棹西湖好, 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 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

水面琉璃滑, 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 惊起沙禽掠岸飞”
〔4〕
。因受西子湖的柔情妩媚钩动而发。

3. 3　幽深思远景观型

水景观主要指由水构成的景观, 但也需陪景于以烘托。幽深景观多是藏身在苍松翠柏, 茂

林修竹间的小河溪涧, 泉水天池, 或为星月下的流光水面, 似明不明, 似暗不暗, 发人思远。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的

幽深情景, 便使诗人王维产生并不惜春而要秋居山中的感情。

而 “月出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的幽深辽阔美景, 便

使泛舟其中的苏轼产生了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 飘飘呼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

登仙。”的远思畅想〔5〕。

3. 4　艳丽活泼景观型

这种景观以其景色艳丽而动人心弦。例如春日的西子湖, 柳浪闻莺、湖光水色、草绿花

红, 使游人产生一种欲将西湖比西子的美感和眷恋之情。因此, 春天的西湖也就成为天下有

情人乐往之地。又如鄱阳湖, 春日来临, 烟波浩渺, 天水相连, 波光粼粼, 帆影点点, 构成

绚丽多姿的佳境, 人居其中便会感到人间天堂。

3. 5　奇妙启迪景观型

水也能以其自然或人造的奇妙景观, 水绕的石林, 滴水的溶洞, 青天阳光下的冰川雪峰,

万顷碧波中的小岛, 流光幻影, 千姿百态, 使人感觉到自然的神奇伟大, 觉悟到天外有天, 人

上有人, 启迪世人对创造的觉悟和对自身能力的谦逊。

例如, 身临九寨沟 “镜海”岸边, 但见 “鱼游云里, 鸟翔水中”的倒景奇观, 给人一种

天地变幻扑朔迷离的的感受和求真明理和乐趣。

3. 6　理念比德景观型

水景观之对于人, 不仅具有感觉美的效应, 而且会在心灵深处影响伦理道德的塑造, 水

滋润万物, 孱孱不倦, 以柔克刚, 滴水穿石, 不畏强暴, 勇往直前⋯⋯⋯都会在观赏中使人

的心灵情操受到陶冶和涤荡。宋代文学家范仲淹, 在风景秀丽的富春江边 “严子陵钓台”筑

祠著文中, 将严子陵之德比作富春江之美: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6〕,

游人身临其境观看水之美则敬习其人之德。

尤其是一些哺育人类的名川大河, 她们的态势常常会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发挥潜移默化

作用。例如中国的黄河、长江, 她们千万年含沙负重, 奔流不息, 抚育着中华民族的一代又

一代, 他们穿三峡, 跃龙门, 奔腾咆哮, 无所畏惧, 感化着中华民族既有忍辱负重克已奉公

的品德, 又有顽强拼搏, 不畏强暴的精神! 游人身临江河, 便会追古思今肃然起敬! 便会感

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便会人水相通, 在理念上产生升华。

由此可见, 研究景观水资源不仅具有游乐和经济价值, 而且还为陶冶人的情操, 造就优

秀的民族风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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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ntinuat ion of" 0n scenic w ater reso urces", further deals

w ith some related co ncepts and connet io ns of scenic w ater resources, and makes the

classif icat io n of scenic water reso urces in accordance w ith six criterions. Scenic wa-

ter reso ur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 roups in accordance w ith it s genesis, nine

gro ups in acco rdance w ith it s existing space, five g roups in veiw of the aesthetics

featur es, seven gro ups based on scenic effects, four gro ups in terms of ut ilizatio n

funct ion, four groups rested on viewing posit ions and thr ee gro ups according to suit-

able veiw ing t im es. This paper also deals w ith the third classificat ion in part icular

- - the gro up o f scenic ef fects, fo r this kind o f classification can fully embody the

featur es of scenic w ater resour ces.

Key words : scenic w ater resources; classficat ion; scenic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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