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山里景，融文旅情 

                          ——青岛西海岸杨家山里乡村规划设计 

（初稿） 

一、 释题： 

（一）“源山里景”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杨家山里被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杨家山里

名称来源于其周围三座较大的山峰∶铁橛山、月季山和睡牛山，这三座山峰鼎足而立，连绵

起伏，首尾相衔，形成一片蜿蜒狭长的谷地，其中山水相依，天然水系将多个村落一水相

穿，河道顺应山谷蜿蜒曲折，村庄沿河分布，山、水、村庄有机融合，宛若天成。森林覆盖

率达 60%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因三山环绕、易守难攻的地势，加上当地良好的群众基础，

中共胶县工委等 5 个县级党组织以及青岛工委先后常驻或移驻杨家山里，形成了这一地区领

导抗战的核心力量，杨家山里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摇篮，被誉为当地的“陕甘宁”“小延

安”。 

如今的杨家山里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区，不仅生态环境优美，民风淳朴，而且

乡村旅游资源丰富。铁橛山下的九上沟景区、位于东南崖村的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位于

大下庄村的建设齐长城遗址、位于后石沟村的乡村影视基地，以及上沟、墩上、黄泥巷等村

庄的田园山水风情，都成为远近知名的乡村旅游景点。当前，如何充分利用杨家山里优势的

自然、人文资源，突出本土风貌塑造，提升村庄建设品质，优化产业集群，成为杨家山里管

区乡村振兴建设的重点问题。 

（二）“融文旅情”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明确“要顺应

城乡居民消费拓展升级趋势，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



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发展

乡村共享经济等新业态”。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农村发

展阶段性需要，遵循农村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加强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环境风貌建设，实现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积极探索推进

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逐步建成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

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二）规划重点 

杨家山里管区乡村规划项目作为杨家山里管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应牢固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杨家山里片区独特的自然禀赋，充分挖掘历史和红色

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依托杨家山里“片区化规划、景区化建设、文旅化融

合、产业化联动、生态化提升、党建化聚力”等“六化”并举，探索出西海岸新区乡村振兴

的齐鲁样板新路径。 

 

二、对象认知： 

 

规划基地：青岛西海岸杨家山里管区 

 

 

规划范围： 



 

 

 

基地简介： 

（一）青岛西海岸新区层面 

(1)地理位置 

    青岛西海岸新区地处山东半岛西南隅，胶州湾畔，南临黄海，北靠胶州市，西邻诸城

市、五莲县和日照市。包括青岛市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其中陆域面积约 2096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约 5000平方公里。 

(2)交通情况 

（a）海运 

    前湾港：世界第七大港，75个泊位/1552万标准箱（2013），通航 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450多个港口。 

    董家口港，位于青岛市南翼的黄岛区琅琊台湾，码头岸线长约 35.7公里，泊位数 112

个，建成后总吞吐能力将达到 3.7亿吨。 

（b）航空 

    距离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1小时车程，青岛流亭国际机场目前已开通 95条国内航线， 

通航 12个国际（地区）城市。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在建，设计年运辆为 6000-8000万人次。 

（c）公路 

    中国最长的两条高速公路沈海高速、青兰高速在此交汇。 



（d）铁路 

    青连铁路：正线北起青岛北客站，沿途经过青岛市城阳区、胶州市、黄岛区、日照 

市和连云港市的赣榆县，终点为连盐铁路设计起点石桥站，横跨两省三市。 

（e）轨道交通 

    M1线：峨眉山路—东郭庄。线路起自黄岛峨眉山路，沿长江中路、长江东路、滨 

海大道、跨海向北进入青岛主城区。M2线：柳花泊—百果山。线路横贯黄岛区东西， 

经黄岛汽车北站、薛家岛、青岛火车站、台东、市政府、啤酒城、李村，到达李沧东部。 

    M6线：辛屯路—王台：是贯穿黄岛区的 L型线路。自太行山路站起沿团结路向北,经辛 

安站、红石崖站，到达王台镇站。 

    M13线（原轻轨 R3线）：全长 63.4公里，起于开发 

区嘉陵江路站，经灵山卫、朝阳山 CBD、黄岛市区、古镇口服务保障区、港城 CBD，终 

点董家口港城站。 

(3)自然条件 

（a）地形地貌 

    西海岸新区属鲁东丘陵区，境内山岭起伏，沟壑纵横。西部是小珠山山脉，主峰海拔

724.9米。北部有老君山，海拔 236米；龙雀山海拔 309米；抓马山海拔 237米。东面濒

海，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 102.6公里，岛屿众多，港汊遍布。东南面的薛家岛把胶州湾与

黄海分开。中部为海积平原，整个地形呈西高东低之势。黄岛区境内的山脉主要是西部的小

珠山山脉，该山脉向东，向北延伸。 

（b）气候 

    西海岸新区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内，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空气湿润，雨量充沛，

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有明显的海洋气候特点，具有春寒、夏凉、秋爽、冬暖的气候特征，

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年平均气温 12.5°C；夏季平均气温 23°；最热的 7月份平均气温

25°C；最冷的 1月份平均气温 1.3°C；平均降雨量 696.6mm；年无霜期平均为 200天；风

速平均 5.4M/S，年平均瞬时风力大于 8级天数为 71天。 

（c）水系 

    西海岸新区属东南沿海水系，均为季节性河流。因境内山水辛安河相连，形成了源短流

急，单独直接入海的特点。较大的河流有辛安前河、辛安后河、南辛安河、镰湾河、独垛子

西河、风河等 11条河流。河流总长 34公里，流域面积 83.2平方公里。 

（d）植被 

    西海岸新区林木资源品种繁多，可分为 50科，90属，100多小树种。其中，落叶乔木



有毛白杨、枰柳、小叶扬、旱柳、榆树、国槐等。野草主要有狗尾草、稗子、野麦、黑三

棱、黄背草、灯心草等。 

(4)历史文化 

（a）红色文化 

    杨家山里抗日战争纪念馆、黄岛区烈士陵园等地。杨家山里是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的重要根据地，刘涌、梁兴初、贾若瑜等 10位将军曾在杨家山里及周边英勇战斗，中

共胶县工委等 5个县级党组织和青岛工委曾在杨家山里常驻。 

（b）民俗文化 

    传统民间艺术丰富多彩，龙灯、舞狮、旱船、高跷、跑驴、腰鼓、秧歌、大头娃娃等历

史悠久，流传至今。茂腔、柳腔、京剧仍盛行。唢呐、二胡、笛子、锣鼓、笙器乐演奏至今

不衰。评书、鼓词、快板、民歌还时有演唱。 

    民间剪纸活动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北方剪纸艺术的典型代表，具有豪放粗犷、简洁

优美、构图匀称的特色。它用剪刀作为工具，阴、阳纹剪法俱用，阳纹线条工整细致，阴纹

线条粗壮有力，大刀阔斧，结构简练。剪纸构图明朗轻快、生活气息浓郁，栩栩如生。 

（c）著名人物 

    徐福，一作徐巿，齐国人，字君房，《神仙传》上称他为方士之祖。秦始皇为求长生不

老之仙药，派童男女 3000人，配上五谷种子、各种工匠器具，随徐福出海求仙药。 

    薛禄，原名薛明禄，青岛封建历史上授勋封候最高：阳武侯。 

    杨懋春（1903–1988），字勉斋，华裔美籍学者，为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杨懋

春著有多部中、英文著作，主要有《一个中国村庄》《中国农村》等。 

(5)人口 

    2018年末，西海岸新区常住总人口 157.73万人，增长 2.48%。其中，城区常住人口

127.18万人，增长 4.7%；农村常住人口 30.55万人，下降 5.86%。 

(6)经济发展概况 

    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517.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9.8%。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73.7亿元，增长 3.81%；第二产业增加值 1578.2亿元，增长 9.12%；第三产业增

加值 1865.17亿元，增长 10.39%。三次产业比例为 2.10：44.87：53.03。 

（a）农业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74.3万亩，增长 4.7%。粮食总产量达到 26.4万吨，增长 7.9%。 

实现农业总产值 138.6亿元，增长 6.0%；农业增加值 78.0亿元，可比增长 3.97%。农业、

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34.4%、0.5%、



7.8%、51.8%和 5.5%。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21500亩，增长 301.2%。其中，荒山造林 50亩，增长 66.7%。林木

绿化率 47.4%，比上年提高了 0.5个百分点。全年完成森林抚育面积 10000亩，下降

66.7%。全年肉蛋奶总产量实现 10.9万吨，增长 10.1%。 

    全年实现水产品总产值 80.2亿元，增长 4%。 

    完成水产品总产量 35.02万吨，增长 0.88%。其中，捕捞产量 6.25万吨，下降 1.13%；

养殖产量 28.77万吨，增长 1.3%。海水养殖产量 28.45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81.2％。

海、淡水养殖面积 12076.1公顷，下降 0.3%。农机总动力 81.44万千瓦，下降 4.63%。 

    农用拖拉机 4.74万台，增长 0.1%。农作物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 97.92%。灌溉农田机电

井数 10229眼，农业有效灌溉面积 44990公顷。 

(b)工业与建筑业 

    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4193亿元，增长 16.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4126.5亿元，

增长 17.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5%。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246.7亿元，下降

2.06%；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利税 438.3亿元，下降 2.33%。 

(c)旅游业 

    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2530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26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22.3%。年末，拥有星级酒店 22家，其中四星级酒店 6家，三星级酒店 16家；拥有

A级景区 23处，其中 4A级景区 9处，3A级景区 6处，2A级景区 8处。拥有旅行社 38个，

其中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旅行社 3个，经营入境和国内旅游业务旅行社 35个。 



 

（二）项目基地微观层面 

    规划范围涉及铁山街道，总面积 20

平方公里，包含上沟、墩上、黄泥巷、

东南崖、西北庄、大下庄、后石沟、墨

城安村八个行政村。 

    规划范围内现有村民 1026户、3110

人，总面积约 20平方公里，该区域内有

西海岸新区第二高山铁橛山、西海岸新

区第三大的铁山水库、山东省境内保存

最完整的齐长城遗址及新区首个以“使

命担当”为主题、以党员干部教育为

主、覆盖社会各界的综合性红色教育基

地。 

 

三、任务要求： 

任务要求：研究 + 规划 + 设计 

（一）任务要求  

（1）专题研究：针对杨家山里管区的普遍问题和具体村庄的特殊问题，开展相关的专题调

查和研究（如村域产业策划、社会空间特征等），完成专题研究报告； 

（2）村域规划：结合专题研究，每个组均要求完成杨家山里管区村域乡村规划成果一套； 

（3）详细设计：每组选择其中一个分组范围（共分三组，其中第一组：包括上沟村、墩上

村、黄泥巷；第二组：包括西北庄、大下庄、后石沟；第三组：包括东南崖、墨城安），完

成村庄微改造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一套，及村庄典型特色空间、建筑与景观的深化设计。 

（二）专业要求  

（1）城乡规划  

从城乡规划学视角出发,关注随时代变化、社会发展、村民日常生活方式改变而引发的

乡村空间变化、文化变迁,基于上位规划、现状调研,参考村民意见,结合专题研究,应对村庄



发展所面临的系列挑战，编制完成 2-3个自然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包括发展定位与目标、

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整治规划、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住房布局规

划、道路交通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划、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规划、历史文化及特色

风貌保护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等内容,以下为建议完成的设计子项。 

  ·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整治规划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 

  ·住房布局规划 

  ·道路交通规划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划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规划 

  ·历史文化及特色风貌保护规划 

（2）建筑学  

  从建筑学视角出发，关注随时代变化、村民日常生活方式改变而引发的空间变迁，从

院落屋舍格局、建筑空间使用方法、建造方式及细节等方面进行比对研究，应对村庄发展所

面临的系列挑战，从建筑学角度对建筑及其场地进行阐释及创作。以下为建议完成的设计子

项：  

  ·村庄整体空间优化设计 

·村庄公共空间及其周边环境设计  

  ·村庄民居改造设计 

  ·村庄公共建筑设计 

  ·村庄重要节点设计 

  ·建筑构造大样设计 

（3）风景园林 

从风景园林学视角出发，关注生态保护条件下的景观空间的转化，居民生活方式转变过

程中，由于生态保护条件的限制使景观环境的设计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宏观层面，对村庄景

观格局及整体空间结构的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在中观层面，对村庄公共空间、精神空间等类

型的场地进行规划设计；在微观层面，在对当地庭院的空间形式及材料梳理研究的基础上，

给出普适的改造建议并对 3-5个案例做出较为详细的设计。以下为建议完成的设计子项： 

·村庄景观格局规划 

·村庄空间结构规划  



·各类公共空间景观规划设计 

·重要景观节点设计 

·庭院改造设计  

（4）各校自行要求部分  

  成果的规格要求(如中期、期末每生须提交的报告、图纸、说明等),结合各校的相关

规定要求,自行掌握。 

 

四、教学安排： 

（一）分组要求 

（1）共分 3 个大的联合组，分别选择不同的村庄范围。每组由五校学生联合组成，其中各

校学生为 4-7 名左右（三个专业学生搭配）。 

（2）为了便于组织与管理，每个联合大组分为 4-5 个小组，每个小组均来自一个学校。 

（3）每个学校分为三个小组，各自针对一个分组范围展开调查。 

 (4)建筑专业学生指导人数：3人 

（二）教学安排 

    本次联合毕业设计共组织 3 次联合的教学交流活动，包括前期调研、中期检查和联合

毕业设计答辩，要求参与同学必须参加（具体详见日程安排表）。 

2022年全国五校乡村联合毕业设计教学计划安排表 

时间/地点 教学时长 教学内容 组织单位 

2.28-3.4 

青岛 

（暂定） 

5天 

1. 联合毕业设计启动仪式； 

2. 乡村规划专题学术讲座； 

3.选题介绍； 

4.现场调研。 

青岛理工大学

提供资料 

4.11-4.15 

青岛 

（暂定） 

5天 
1.中期成果检查； 

2.现场补充调研； 
青岛理工大学 

5.23-5.27 

南京 

（暂定） 

5天 

1.联合毕业答辩； 

2.毕业设计总结会； 

3.在校举办联合毕业设计展； 

4.下一年度毕业设计选址 

南京大学 

（暂定） 

后续工作 —— 毕业成果整理、出版。 青岛理工大学 

 

 



五、联合毕业答辩形式及成果要求： 

（1）联合毕业答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可由一人或多人共同答辩； 

（2）毕业答辩成果要求 

● 每个村每校提交一份图板文件 4 幅（图幅设定为 A0 图纸，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无边

无框），为 PSD、JPG 等格式的电子文件；并提供用于结集出版的 Indd 打包文件夹。 

● 每个村每校还应另行按照统一规格，制作 2 幅竖版展板，提供 PSD、JPG格式的电子文

件，或者 Indd 打包文件夹。该成果将统一打印，以便于展览。 

● 每个村每校提供一份能够展示主要成果内容的 PPT 等演示文件，30 张页面左右。 

 

 

 

五校乡村联合毕业设计组委会  

202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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