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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Genes of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Taking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Route Leading to South and
North “Nanxiong Meiguan to Wujing Ancient Road”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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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landscape gen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ree
different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namely dominant gene, recessive gene and mutation gene. By extract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the strategies of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paths of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re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Lingnan,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long the ancient post roads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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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文化地理学视角，采用景观基因法分析南粤古驿道文化基因的显性基因、隐性基因和变异基因三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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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景观表征。提炼南粤古驿道文化景观基因，提出活化利用策略和景观改造路径，为弘扬岭南优秀文
化，促进古驿道沿线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改善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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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东省古驿道也称为南粤古驿道，最早起源于秦汉时期，至今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1]。2016 年，广
东省人民政府启动了南粤古驿道的修复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南粤古驿道从沉寂中发声，古为今用，焕发
生机。文章以“文化基因”为出发点，结合“景观基因法”对南粤古驿道进行的研究尚起步。通过对南雄
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文化基因的提炼，结合南粤古驿道的地域特色，探讨南粤古驿道文化基因内生的特
有形态，完善对文化基因的科学认知。探索挖掘南粤古驿道文化内涵和文化基因，科学保护和活化利用线
性历史文化遗产，提出适合南粤古驿道保护策略和景观改造的路径。以南粤古驿道为纽带，整合串联沿线
历史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2. 南粤古驿道相关理论
2.1. 南粤古驿道的界定
南粤古驿道是指 1913 年前广东省辖区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运用传统技艺修建的
通道，包括驿道(官道)和民间古道，是广东历史上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她是由水路和陆路组
成的通道网络，除通道本体外，沿途还包含附属设施(关隘、门楼、驿站、驿亭等)和水工设施(古桥、古
码头)等相关历史文化遗存。南粤古驿道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意义重大，是不同时期岭南地区对外联系
的通道，于古而言是军事、商旅之路，民族迁徙、南北文化、中西文化融合之路，于今而言是南粤历史
发展的重要缩影和文化脉络的延续，是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2017 年广东省提出八条南粤古驿道文化遗
产线路，其中一条是南北通融文化遗产线路。

2.2. 南粤古驿道的特点
2.2.1. 南粤古驿道遗存少、散、远
古代驿站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发展通常会聚集旅馆住宿、商业、文化、邮政等多种功能，历史上部分
存在的古驿站已发展为城镇，部分被现代公路取代或切割，被覆盖、切割、取代，留下的古驿道具有数
量少、分布散、距离中心城市远、甚至处于大山之中。
2.2.2. 南粤古驿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连
南粤古驿道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与出海口连接，从唐开始南粤驿道以广州为中心，因京都的位置而以
北向驿道为主，明朝主要驿道 7 条，最多时水驿站 109 处。广东传统出海口的古码头如广州黄埔古港等
是广东通往海外的记忆遗址。南粤古驿道天然具有亲水的特点，是区别于内陆省份古驿道最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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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南粤古驿道见证祖国统一
从南粤古驿道历史演变中可知古驿道自古以来在维护中国历史版图完整性上具有重要意义，古驿道
的产生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移居，同时带来了经济文化的交融，构成了岭南文化开放、兼容的特点，也
是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见证。
2.2.4. 南粤古驿道体现广东重商文化
广东历来的重商文化在南粤古驿道的发展历程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目前保存下来的穿越村镇的许多
古驿道就是传统的商业街，如江门良溪古驿道就是这种模式。广东沿驿道、水道发展铺街的商业化和城
市化结合空间历史轨迹明显，许多古镇仍保存了这种“铺街”的模式。

2.3. 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的一般理论
基因是来自生物医学的概念，是指遗传信息的载体，可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使
后代表现出与亲代相同的形状和机理[2]。基因的表现受到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双重影响，每个基因有
特属的“定位”，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3]。文化基因即文化“遗传信息”的基本单
位，一种文化传承单元。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从形式上可划分为显性基因(物质文化)和隐性基因(非物质文
化)两种[4]。南粤古驿道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凭借其自身的秉性和位势，南粤古驿道文化基因能
在细胞分裂时精确地复制自己，不断进行传承或传播，保持其独特个性；另一方面，在传承或传播的过程
中，为适应社会环境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南粤古驿道文化基因可从原来的存在形式突然改变成另一种新的
存在形式，出现新基因代替原有基因，即“基因突变”，从而获得与时代同步的传承或传播形式。

3. 南粤古驿道基因的景观表达
3.1.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现状
梅关古道、乌迳古道不仅是陆上驿道，它们一头连着珠江分支北江的支流浈江，另一头与江西赣州
市水系相连，在空间上构成了水陆联运的交通体系。尽管两条古道都打破了地域空间上的限制，但两条
古道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与功能。南雄梅关–乌迳古驿道精华段起点为珠玑镇聪辈虎踞桥，途经珠玑
古巷、凤凰桥、208 乡道、里东古街、灵潭驿站、角湾村、中站古村、泰源村、梅岭村、梅关古道景区，
终点为梅关关楼，全长为 24 公里。其中线路精华段的驿道本体长度为 4.2 公里，其中包括 1.2 公里山地
段和 3 公里村镇段，另将新建连接线绿道 19.8 公里。

3.2.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
3.2.1. 显性基因
南粤古驿道显性基因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表征。物质文化是指凝集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状态、思想水平
的物质过程及其衍生物质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显性基因表达如表 1。
3.2.2. 隐性基因
南粤古驿道隐性基因主要通过非物质文化表征，隐性基因是特殊的文化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以及艺术审美价值，依附于人类的代代相承得以延续留存下来，是人类“活态”文明的延续。南雄
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隐性基因表达如表 2。
3.2.3. 变异基因
南粤古驿道最主要的功能基因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全新的变异；传统文化基因逐渐弱化，呈现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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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表现形式，这是南粤古驿道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变异。这既是生物体繁衍的基本规律，
也是南粤古驿道文化演变发展的内在反应。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变异基因表达如表 3。
Table 1. Expression of dominant gene landscape in the essence section of Nanxiong Meiguan-Wuyi ancient road
表 1.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显性基因景观表达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

显性基因

显性基因表征

通道本体

梅关–乌迳古道

古驿道相关遗存

梅岭驿站、红梅铺、乱石铺、珠玑古巷、梅关关楼、
中站古城墙、下马碑廊、接岭桥、梅关刻碑、驷马桥、双龙桥、虎踞桥、
“辂南指一”门楼、仁村均丰陂头、衣钵亭、来雁亭等

宗祠

珠玑刘氏宗祠、珠玑雷氏宗祠中站徐氏宗祠等

古村落

乌迳镇新田村(迁徙南雄第一村)

古建筑

唐、宋、元、明、清五朝建筑散布，唐代砖雕、宋代斗拱、清代木雕等。

Table 2. Expression of recessive gene landscape in the essence section of Nanxiong Meiguan-Wuyi ancient road
表 2.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隐性基因景观表达
隐性基因

隐性基因表征

古驿道精神

1. 南北通融，中原文化入岭南；先兵道再商道；红色革命；
2. 北上通商，南下迁徙；“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

古驿道象征

1. 南下统治，北上革命；象征王权统治；文人政客贬谪之路；
2. 通商迁徙之路；粤盐北运的重要通道；

古诗传播之线

“手信”诗宋苏轼《度梅岭寄子由》；题注诗：丘浚《题大庾岭红梅》；写景诗：袁枚《过
庾岭》；抒情诗：明戚继光《度梅岭》；战事诗：陈毅《梅岭三章》等。

南北民俗大熔炉

南雄黑头帕、舁茅船、南雄嫁女三大宝、梅岭船家婚俗、城北婴儿“暖花”等。

传播宗教文化途径

夫人庙、钟鼓岩、康王庙、太子庙、大雄禅寺等，是传播宗教文化隐性基因的表征。

书院文化

乌迳古道沿线较著名的书院有：平林村的孔林书院、篛过村的孝思书院、
太乙书院、新田村的文明书院、白胜村的白胜书院等。

红色文化

革命老区、红军宣传标语、《当红军歌》诞生地等。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

Table 3. Expression of mutant gene landscape in the elite section of Nanxiong Meiguan-Wuyi ancient road
表 3.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精华段变异基因景观表达

南雄梅关-乌迳古道

原基因

变异基因

变异基因表征

统治–兵道

消失

南粤古驿道主题文化旅游线路

通商之道

历史之路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南迁之路

寻根旅游之路

古驿道探幽休闲旅游

贬谪之路

文化体验之路

“古驿道+”串起1320个贫困村乡村振兴活动等。

南北通融之路

新时代南北通融之路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

传统节庆文化

旅游舞台化、表演展示

姓氏节、南雄梅岭梅花节、“张九龄开凿梅关
古道1300周年庆典”、里东镇采茶戏、庙会等。

4. 活化利用和景观改造路径
4.1. 活化利用
一构建科普长廊。通过展示原生人文及自然场景、设置教育信息讲解牌、建立展示场馆、教育培训
场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建设集知识普及、环境教育、文化传承、科技宣传于一体的古驿
道科普长廊，扩大南粤古驿道的普及面；二“+旅游”引入新基因元素。以南粤古驿道文化基因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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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南粤古驿道“+旅游”、“+体育运动”等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举办“古驿道文化节”等活动，营造
良好的旅游文化氛围；设计南粤古驿道文化旅游形象，提高古驿道知名度和美誉度；开展古道文化体验
旅游，振兴古驿道民俗文化，形成特色旅游经济；三树立示范段。遴选具有开发基础的南粤古驿道，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树立示范，赢得市场；遴选古驿道沿线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古村落，引入资本活化利
用，起到示范作用，真正促进村落活力的恢复，实现乡村振兴。

4.2. 景观改造路径
(1) 本体景观改造体现真实性。南粤古驿道本体景观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表征，依据其驿道本体的遗存
现状，保存完好的通道以现状修整为主，清理路面，清除杂草，并定期维护。本体景观基因原始性是展
现南粤古驿道历史价值和原真性的核心；(2) 环境氛围营造体现时代性。自然环境氛围的营造，应最大限
度地保留原有植被，加强对原生环境的恢复、维护和保育，避免进行大规模的绿化改造；人文环境氛围
的营造，在驿道周边需新扩改建的，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驿道的整体人文环境。允许并鼓励
在限定条件下进行与驿道功能不相冲突的低强度的开发，如旅游活动、露营、体育赛事活动、节庆民俗
活动场等[5]；(3) 配套设施景观设计协调性。新时代背景下配套设施是南粤古驿道景观改造的重要组成
部分，包括服务设施、景观标识设施和交通衔接设施。配套设施的建设应符合实际需求和当地经济条件，
并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协调，充分利用绿道和周边现有设施，减少建设和维护成本，体现生态环保的建设
要求。充分考虑与古驿道历史文化基因融合，凸显古驿道特色。
总之，南粤古驿道文化景观是广东省政府近年主推的一项文化旅游项目。挖掘南粤古驿道文化景观
的基因，提高南粤古驿道与旅游业融合度，进一步活化利用南粤古驿道。这也是积极响应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重要指示的
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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