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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take Shenyang Xiao Nan cathedral plaza desig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betterment and integration method in functional area of a city. It comprises of the value, the 

methods, the process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pace releasing.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sample for the improvement on the functions of an old city with the reference 

for restora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methods of city bett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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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沈阳小南教堂前广场设计案例为基础，来探讨城市特色的功能区的修补与

整合方法。包括价值理念，技术方法，推进过程，公共空间释放功效等进行梳理。为当下老

旧城市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修复方法提供样本。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复与再造提出借鉴。 

1. 背景 

沈阳小南教堂区域，是沈阳重要的文化与商业区域，同时也是城市旅游，市民游憩的重

要公共空间。在城市中占据重要的作用。沈阳文化旅游的重要节点，市民公共空间的重要载

体，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心灵的重要依托。 

1.1 教堂历史： 

1861年法国神父方若望(1805年-1878年)从营口来沈阳传教。1875年教堂开始兴建，1878

年完成。1900年7月2日在庚子之乱中教堂被烧毁1909年用庚子赔款重建教堂，1912年竣工，

法国人梁亨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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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南教堂形制来源：作者 

1.2 教堂形制： 

教堂坐北朝南，双塔高40米，进深54米，用青砖砌筑，正面中央部位是大玫瑰窗。这是

一座风格纯正的哥特式大教堂。1949年以前，南关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一直是沈阳的最高建筑

物。1988年被列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1.3 场地形制： 

教堂位于东院，坐北朝南，南北长66米，东西宽17米。砖混结构，青砖素面，正面顶部

突出有两个方锥形尖顶，东西并列，上部装饰有“十”字架。整体建筑格局沿袭了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的建筑形式，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教堂整体建筑围廓在东西80米长，南北112米宽的

青砖院墙内，房屋占地面积3，213平方米，总面积9公顷。（如图1） 

2. 现状问题及目标 

2.1 现状问题 

对现状环境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教堂前现状广场的公共空间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结构老

化，设施陈旧，场地空间的可达性与可留性不强，广场特色不明晰与教堂形象关系不协调，

缺乏整体连续性。广场功能单一可供人们参与的功能缺乏。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如

图2）1小南中心区物质老化，结构衰退，功能衰退，物质损耗急需补偿。2大拆大建设，城市

资源浪费，城市文脉切断，文物遭到破坏，城市走向雷同，特色风貌消失，道路网微循环不

畅，静态停车混乱,广场与教堂空间协调性弱，整体关系不明晰，边围建筑立面形态混杂，没

有处理好我和我们之间关系，城市设计一体化缺乏考虑。3广场基面有效公共空间利用不高，

无障碍设施缺失，沈河区文化旅游节点作用未完全显现。 

 

图2 小南教堂广场现状来源：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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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标 

其一，场域与公共的美学对话，完善广场功能，增加与教堂及周边环境的联系与融合。 

其二，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解决周边缺乏停车场。其三，最终形成与沈阳故宫，大帅府，慈

恩寺新的一体化旅游线路,旅游节点，文化节点。 

3. 公共空间再造及价值理念 

土地细分，街道友好，叠层立体空间，土地，空间利用混合.可达性，便利性，兼容性，

15分钟步行文化商业圈。可达性是促进货物及人员的流通，重视安全与舒适的步行环境。便

利的通行依靠改建街道，乃弥补机动交通的排他性。多样性表现为城市的功能为市民提供更

多样化的选择，同时维系经济可行与工作选择，同时为宜居和吸引力做贡献。兼容性是在一

体化设计的前提下，统合城市各元素并保持视觉和谐的平衡力。并保持独特的场所感。适应

性是促进完整性和积极的改变。使街道，街区适应新的用途，促进旧城更新，以达到更高的

开发强度和更优的环境标准。开发强度，是人和场所更紧凑和更容易的集中，同时增加公共

交通服务的可行性。识别性是一种独特的场所感，使场所特色鲜明，创造和保护城区的品质，

独特的个性通过维护和再利用历史建筑和高识别度的场所得以实现。系统性步行友好的交往

场所塑造，建立网络化，共享化，景观形态模式。 

4. 整合应对与技术方法：特色功能区的修复 

4.1 道路向街道转变 

需要打通该区域的断头路和丁字路，来激发人的聚集，体验和交往，与交织的机会。在

一个高密度的地块中增加彼此联系的通路，就会提供城市多样生活的可能。同时到达公共空

间的机会就大大增强。土地细分之后，步行机会增强，彼此联系的线性空间结合公共休息开

敞空间，街道的氛围就显现出来了。同时拓宽外围城市道路的人行步道宽度，与打通的内部

道路整体联系，最终形成步行网络，街道感应运而生。以环境行为的尺度进行限定街道之间

的距离及街道的尺度形成人性化的空间关系的密路网，小街廓。这样富有历史感的公共“微空

间”得以显露，城市历史记忆片段得以留存。 

4.2 区域居住区向社区转变 

该区域范围内基本是老旧小区，现状小区老旧，底层空间基本是作为五爱商业区的商户

库房。内部人力交通及货运交通频繁。整体居住环境趋于恶化。这里主要体现的是居住适宜

性与商业环境及配套设施的冲突就问题。基于此，居住区居住小区的基本模式并不适应这样

的高密度区域，那如何保证地块内的居住环境同时满足商业配套设施要求呢，以开敞的街区

营造商业网络，以封闭的组团来实现居住环境质量。活力与宜居并举的思路来修复城市重点

的特色功能区。居住行为也会由单一的居住功能转化为邻里的生活交往功能。这种模式对老

旧传统的居住小区很强的适应性弹性，组团的封闭可以通过住宅的沿街道加建门市的一二层

来实现，同时也可以在内部边缘用景观植物围合实现，也可通过带型的绿地公共休憩空间实

现，用透空的景观墙来实现等。体现景观的多样性，满足商业界面连续性的街道空间需求同

时满足居住组团内部空间的安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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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间向场所转变 

以公共空间为媒介，以城市环境行为为内在逻辑，建构复杂的城市要素之间的系统关系。

增补城市设施欠账，增加公共空间，改善出行条件，保护城市历史风貌，同时塑造城市时代

风貌。促进建筑，街道空间，天际线，色彩，与环境协调，成为市民及游客的重要场所。通

过限定广场尺度来实现空间紧凑，通过轴线关系与街道网改造来实现便利可达性，通过多功

能的复合利用实现兼容性，通过教堂本体现状空间与广场空间统合来实现易识别性，环境品

质的亲和性，通过场所尺度，景观单元，文化元素渗透来实现一体化特色，景观视廊结合边

围建筑立面统合来实现，特色提升，文化品质与体验。赋予场所精神意义（如图3）。 

5. 广场公共空间释放途径：特色功能区的空间再造 

5.1 广场设计元素提取： 

内涵文化景观的呈现体现本体教堂文化的外溢与整体空间的渗透。通过该区域城市DNA

文化元素提取作为本案设计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拉丁十字元素提取，巴洛克形态元素提取，

重音元素提取。通过空间形态，和文化符号形态共建可感知的场所。圣母，圣子，圣灵三位

一体，典型圣经故事再现，来实现充满爱的广场空间，和文化内核。（如图4） 

5.2 空间递进与景观层次 

通过边围，基面，和重音的处理，形成生理，心理，精神的时空统一，180度的观演教堂

形体空间与入画空间，360度的景观文化体验。多维的时空认知空间。空间层次处理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教堂场所空间与步行友好一体，体现空间的可达性与可留性。2，强调文

化内核，公共性与市民性，规划的广场提供相应的文化和休息设施满足市民的多功能需要。3，

教堂空间与广场空间一体化，相互渗透。通过形态元素，材料，体量，空间及色彩实现统一。

4，巴洛克风格，轴线及放射，强调景深与重音。形成以教堂为中心的南北，和东西的主要十

字性轴线，放射性形成焦点的次要轴线，以及统合半圆形的联系轴线。结合轴线形成字母功

能点。5，叠层处理空间，提高利用效率广场地下布置社会停车场，满足静态交通需求，提升

地面的环境质量。6，注意景观层次及空间视廊，形成20-30米的近景空间尺度，80-100米的

景观场所尺度，以及300-400米的背景领域尺度关系。7，满足环境容量及场所集散，形成以

公共空间及公共空间的关系，满足游客集散，婚纱摄影，夜晚广场舞，健步走，小型体育锻

炼的需求空间。（如图5）最终形成与故宫，大帅府，慈恩寺新的一体化旅游线路。旅游节点，

文化节点，特色商业节点。 

 

 

图3 小南教堂广场规划效果来源：作者 
 

图4 小南教堂广场剖面效果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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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共空间再造 

可达性是促进货物及人员的流通，重视安全与舒适的步行环境。便利的通行依靠改建街

道，乃弥补机动交通的排他性。多样性表现为城市的功能为市民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同时

维系经济可行与工作选择，同时为宜居和吸引力做贡献。兼容性，是在一体化设计的前提下，

统合城市各元素并保持视觉和谐的平衡力。并保持独特的场所感。适应性是促进完整性和积

极的改变。使街道，街区适应新的用途，促进旧城更新，以达到更高的开发强度和更优的环

境标准。开发强度，是人和场所更紧凑和更容易的集中，同时增加公共交通服务的可行性。

识别性是一种独特的场所感，使场所特色鲜明，创造和保护城区的品质，独特的个性通过维

护和再利用历史建筑和高识别度的场所得以实现。 

 

图5 小南教堂广场结构关系来源：作者 

6. 启示 

对于旧区区公共空间设计而言，要综合考虑地块的现状因素，用系统的思维进行空间梳

理，运用“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研究，避免单一思路 “储藏室”的各自为政的来解决问题。

城市特色区域的修复和再造是当下中国城市内公共空间充分释放的必然需求，高开发强度的

城市内核再造是必然出路。再开发城市公共空间时我们要运用更加综合的方法应对，不仅仅

是场地设计，而是区域的系统连接，做到可达性，多样性，兼容性，识别性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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