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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新入选《苏州园林名录》的 18处园林，全部为当代园林，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近半数为私人所有

定园之后，苏州私家园林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于量

江南园林的“圈内人”都知道，苏州定园被
罚了。我国旅游景点因虚假宣传被吊销营业执
照，这是第一例。2018年的最后几天，这处实际
修建于 2003年，却号称刘伯温私宅旧址的“苏
州古典园林精华总汇”被吊销营业执照。

建成后 15 年来“坑”了无数游客的定园，

在“苏州园林”这块金字招牌留下了令人尴尬
的污点。但如若据此就认定所有修建于当代的
园林都不具备任何价值，或许也有失公允。“我
们不否认定园是‘园林’，但同时我们也不认为
定园是‘苏州园林’。换句话说，并不是建在苏
州的园子都能算‘苏州园林’，‘苏州园林’是有
评判标准的。”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遗产
监管处处长陈荣伟一针见血。

2018年 8月，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正
式公布第四批《苏州园林名录》，苏州市累计有
108处园林挂上了“苏州园林”的铜牌，纳入依
法保护体系。而第四批新入选的 18处园林，则
全部为新近修建的当代园林。尤为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近半数为私人所有。

与北方地区的皇家园林不同，宅园合一的
私家园林历来都是长三角地区古典园林建筑
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如今姑苏城里的这
些私人园林主，在苏州园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普遍修建于新世
纪的园林是否配得上“苏州园林”的名号？它们
之中会否出现又一个“定园”？记者找到了“圈
内人”，一探究竟。

留存魔力
王惠康和园林打了一辈子交道，终于在人

生进入下半场时得偿所愿，真正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园子，而且还是两处———他名下的嘉树堂
和维摩精舍均被列入第四批《苏州园林名录》。

王惠康是苏州本地人， 从小就爱苏州园
林。小时候，王惠康的家就在狮子林附近。他清
楚地记得当时门票是 3 分钱一张，而自己“一
次又一次地跑进去看，怎么看都看不腻”。求学
时， 他也依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古建筑专业。

科班出身的他在园林专业学校任教十余年后
选择了下海，专事园林和建筑设计工作。

2002年， 在苏州东山一处工地监工时，王
惠康听当地人提起工地附近有一处废弃已久
的园林，顿时来了兴趣。当他赶到时，却发现所
谓的“园林”是当地一家小厂的员工宿舍，房屋
也已破败不堪。

不过王惠康还是敏锐地发现了这栋旧屋
里的玄机：“当时我看到房子的脊桁上有彩绘，

这就说明这栋建筑的历史至少在清乾隆以
前。”这一发现让王惠康兴奋不已，紧接着他又
惊喜地发现，院子里有两株蜡梅。精通园艺的
他认定，这两株蜡梅也是“有年头”的古木。后
经证实，树龄均在 300年以上。

于是，王惠康当场拍板：这园子，买了！

几经周折，王惠康最终以 300万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处园林。接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造
园工程：园内主要建筑虽然损毁严重，但所幸
结构相对完好。王惠康租来了 30多个千斤顶，

将房屋的木结构整个抬起加高，以适应周边道
路。同时，他将园内的鼓凳、阶沿等老物件全数
保留，又依照自己的理解，增加了假山、绿植等
各类景观。

2008年， 王惠康的嘉树堂终于修建完毕，

耗资 500 余万元。 重获新生的嘉树堂古典雅
致，楹联和书画处处彰显人文气息；园内除了
两株老蜡梅，新植的孩儿莲和藤和平也都是名
贵的观赏植物，足见王惠康的用心。

对于凝聚了自己心血的嘉树堂，王惠康自
然是满意的， 但他始终觉得还有几分遗憾：据
考证， 重修后的嘉树堂仅是旧园的花厅部分，

面积只占全部的 30%到 40%。若要修复整个园
子，绝非一己之力可为。

“苏州园林是有魔力的，除非真正置身其
中， 园林的美学价值是无法被轻易感受的。这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修这些园林。” 王惠康
说，“作为一个热爱苏州园林的人，我个人的能
力是有限的。我所做的，无非就是让这种魔力
能够多留存一点。”

以园养园
总是情怀最动人，江南文化的魅力也在这

园林中。

59岁的张桂华是盐城人。曾经，他和苏州
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对于苏州园
林，他却一直有着强烈的憧憬。用张桂华自己
的话来说，对苏州园林他是“崇拜”的。自打张
桂华的园林建成，他便定居在了这里。

张桂华给自己的园子取名“墨客园”，寓意
文人雅集，墨韵留香。这处面积近 2000平方米
的园林藏在苏州姑苏区的一条巷子里，拐出小
巷，便是热闹的平江路。2008年，张桂华通过一
次偶然的机会， 花了 2000万元买下了这个园
子。他坦言，这笔投资当时并不在他的计划中：

“买下这个园子，算是一种缘分吧。”

墨客园旧址由何人修建、 修建于何时，目
前尚无定论，只能确定在民国时期，此地曾是
某位银行家的私宅。抗战爆发后，园主人举家
外迁，园子便被当地福利院接收。新中国成立
后， 又先后用作平江小学和平江党校的校园。

1979年，由于房屋老化严重，这处园子被彻底

废弃，空关至张桂华接手。

张桂华前后用了近 10年的时间、斥资 1.6

亿元， 将墨客园打造成了一所园林式酒店。重
修后的墨客园三路五进，乃江南旧式住宅的传
统格局，不同的是，东、中、西三路皆为楼屋，总
计 12间客房。同时，园内东、南、西各有一处花
园。虽然每晚千元以上的房费着实不菲，但住
在一处真正意义上的苏州园林里，倒也算是颇
为别致的体验。

园如其名。张桂华说，自己想把墨客园打
造成一处专门用于传承和传播江南传统文化
的文旅产业服务平台：“我们现在会在园里定
期举办书画展和研讨会，也会组织一些文化沙
龙。我的长远目标，是希望墨客园未来能成为
苏州的一个文化地标。”至于酒店功能，张桂华
认为这也符合古典园林“可赏可居可游”的理
念：“现在不总说‘诗意栖居’吗？我觉得住到园
林里来就很诗意。”

撇开情怀不谈，作为一园之主，巨额的前
期投入和高昂的运维成本，终究是摆在张桂华
面前的现实问题。张桂华告诉记者，除了修园
子砸进去的巨资，墨客园每年的维护成本和水
电费用也高达 300 万元上下。因此，通过走经
营道路“以园养园”几乎是这处私人园林未来
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张桂华倒也乐观：“从开始修这个园子起，

我就没指望能靠它赚钱。如果今后品牌能够打
出来， 我们开发的旅游文化产品能被社会认
可，‘以园养园’的目标应该不难实现。”

私家历史
私家园林当然不是“土豪”们的专利，还承

载着私家历史与记忆。秦怀平一家的芥舟园亦
是如此。芥舟园规模很小，面积仅 200平方米，

但这个小小的园子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秦
家的兴衰。

芥舟园位于苏州西山东蔡村秦家堡。秦家
堡因秦观后人定居于此而得名，秦怀平一家祖
祖辈辈生活于此，直至其父辈方才外迁至苏州
市内。秦怀平说，他的家族世代行医，主治伤
寒，在当地颇有声望，他的祖父秦魁元更是人
称“秦一帖”。

据介绍，芥舟园建于清乾隆年间，原是秦

家宅第的一部分。“芥舟”二字取自《庄子·逍遥
游》中的“覆杯水于坳堂之上，芥为舟”，强调园
林的小巧精致。占地虽小，但是黄石假山、奇峰
异洞一应俱全。园内的罗汉松树干直径更是达
到 70厘米，有数百年树龄。

芥舟园早年间名气颇大，据称旧时的苏州
地图上即有标注。上世纪 80年代，芥舟园被列
为文物保护建筑。秦怀平说：“这个园子在当年
就是地标和旅游目的地。”

然而，自秦家外迁后，由于疏于打理和维
保不利，芥舟园破坏严重。这让秦家的老一辈
很是心疼。秦怀平告诉记者，重修芥舟园，是自
己父亲的一大遗愿：“老人在世的时候就一直
对我们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千万不要就
这样弄没了。”

“每一个园子都承载了一段历史。园子在
谁手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园子本身和它
背后的历史，能够一直不断地流传下去。”秦怀
平说。2000年， 秦怀平开始对芥舟园进行全面
的整修和翻新。但修缮完成后，大多数时间却
依然空关。秦怀平坦言，家族成员如今的生活
圈子都在苏州市区，远在西山的芥舟园实在无
力照料和打理。“我和我们家里人是希望芥舟
园能面向社会开放的。私家历史也是大历史的
一部分，我们很愿意把承载了我们家历史的这
个园子展示给更多人。”秦怀平说。

“独赏”转向“众赏”

事实上， 苏州历史上许多知名的私家园
林，向来有变“独赏”为“众赏”的风气。中国四
大名园之一的留园， 原是盛宣怀的私家园林。

据记载，每年桂花季，留园都会敞开大门，邀百
姓入内赏花。享誉盛名的狮子林，则属于曾走
出过建筑大师贝聿铭的苏州望族贝氏家族。当
年，游人若想入内参观，也只需递个帖子提交
申请即可。

芥舟园入选《苏州园林名录》，至少为芥舟
园的“众赏”提供了支持和保障。根据苏州当地
的政策，对于首次对外开放的园林，相关部门
将从苏州园林保护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对其必
须进行的养护、基础设施完善、保洁保安人员
配备等提供补贴。

定园被罚之后，有人担心，有人迷惑，究竟

什么样的园林才是真正的苏州园林？其实早在
1997年，苏州市就颁布施行了《苏州园林保护
和管理条例》。条例在第一章总则中，即对苏州
园林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随着 2015年第一批
《苏州园林名录》的出炉，这一概念被进一步细
化和明确。

根据《苏州园林保护和管理条例》和《苏州
园林名录》的列入标准，有资格被称作“苏州园
林”的，是那些“历代建造具有典范性的、以写
意山水艺术为特征，由古典建筑、人工山水、花
草树木为要素组成”，同时“具有较高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价值，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代表
性”的园林。截至目前，真正“够格”的“苏州园
林”，便是四批名录上的那 108处。

陈荣伟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
苏州城内的各色园林， 最多时曾达 250余处。

这也就意味着，单论数量，如今的“百园之城”

和苏州园林的鼎盛时期相比， 还差着一大半。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市便着手开展历史园林的
修复工作。上世纪 80年代，这一工作更是迎来
高潮，一大批历史园林得到抢救性修复。但纵
是如此，受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限制，仍有大
量散落于民间、体量较小的园林最终没能躲过
消失的厄运。根据 2007年的普查数据，彼时苏
州园林仅存 53处。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民间新修建或是
在历史园林遗址上重建的园林开始不断涌现。

对于这些当代园林，苏州园林主管部门报以开
放与欢迎的态度。陈荣伟说：“如果说上世纪 80

年代是修园的高峰期，那么最近这些年就是建
园的高峰期。从第三批开始，所有新纳入《苏州
园林名录》的就都是新修的园子了。到了现在
的第四批，我们更是一视同仁，对当代园林和
历史园林开展群体性的保护。”

换言之， 只要具备一定的造园艺术水准，

当代或是古代，私有或是公有，从来都不是“苏
州园林”的门槛所在。

陈荣伟认为，作为长三角地区江南文化的
重要载体，苏州的园林在保护的同时，更需要
传承。因此，民间的力量和资本参与到修园与
建园中来，无疑是件好事：“和我们熟悉的狮子
林、网师园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建的
园林未来也必定会沉淀出它自身的内涵与价
值。”

苏州墨客园面积近 2000平方米，藏身于姑苏区的一条巷子里。三路五进，乃江南旧式
住宅的传统格局。 （资料照片）

特殊的“金融纽带”，
为长三角注入创新动力

作为一名金融投资行业从业者，我
参与过不少基金投资项目，但如今这个
名叫“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的项
目，却是最特殊的一个。

去年 12月 29日，长三角协同优势
产业基金正式成立。那是 2018年的“尾
声”， 却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工作的新起
点。2018年 11月 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布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对于我们来说，都倍感
振奋， 而这支由三省一市共同发起、服
务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基金成立，就是响
应和落实国家战略的实实在在举措。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是由上海
国际集团发起，共同发起人包括太平洋保
险、安徽省投资集团、南京扬子国资投资
集团、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上海均
瑶集团、临港集团、上海城投集团、上海机
场投资、上海静安投资等。基金由上海国际
集团下属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
公司管理，致力于打造实现国家战略增长
极的功能载体，基金首轮封闭规模超过 70

亿元，预计可撬动 500亿元以上的资本。

国方母基金是由国际集团于 2017

年打造的市场化母基金平台。国方团队在
投资运营过程中，通过宏观研究与产业项
目微观验证观察到：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是中国能否应对好本轮全球价值链转
移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能否在经济新常
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顺着这条逻辑主线，我们的团队开始
将视线聚焦于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最早显
现，同时也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为迫
切的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
撑和引领者，长三角地区迫切需要注入新
的红利来爆发出其面向未来的经济发展
动力，而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具
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

我们的团队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产业协同上的痛点，结合母基金产品在
信息积聚， 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特性，积
极推动发起设立国方母基金的第一个全
市场母基金产品———“长三角协同优势产
业基金”， 并迅速获得了长三角办公室的
认可与支持。

在各方支持下， 国方管理公司迅速
开展覆盖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的产业
调研和企业走访工作， 通过对历史观的
梳理总结， 形成了成熟的基金框架和行
业策略，并在 2018年 3月启动了长三角
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的正式路演工作。

2018 年恰逢资管新规和降杠杆叠
加影响， 募资市场出现了多年未遇的寒
冬，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尽管如此，我
们这只肩负“特殊使命”的基金，却在不
断获得上海地区大型企业支持； 我们积
极奔赴沪苏浙皖， 拜访各类大型国有和
民营机构，不断在过程中完善基金架构，

细化与潜在投资人在产业上的协同优
势， 收获了三省一市众多龙头企业和大
型机构的参与意向。

2018年 6月 1日， 在三省一市主要
领导共同见证下，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
基金顺利实现共同发起协议签约， 作为
现场签约项目中唯一的市场化 “企-企”

合作项目，受到了广泛关注。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的 “特殊
性”，充分体现在三省一市的合作上。除上
海本地发起人外，有代表安徽省国资运营
平台的安徽省投资集团， 有代表江苏省
南京江北新区的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
代表浙江省快速发展地区的绍兴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 这些三省一市志同道合的
共同发起人， 将以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
金为合作平台， 推动长三角核心都市圈、创
新产业链、优势企业群的一体化协同发展。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还是打
破所有制界限的项目。基金的共同发起
人集合了各类所有制的企业，有以主发
起人国际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

有以均瑶集团为代表的产业龙头民营
企业，也有以太平洋保险为代表的大型
金融机构。各方在筹备过程中，始终以
沟通促合作， 以求同存异的大局观，不
断完善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的合
作方案，克服了跨所有制企业间资本合
作的隔阂，为长三角在资本合作领域的
一体化发展率先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更是为长
三角持续注入创新动力的项目。 基金将
以市场化“母基金+子基金”为运营模式，

充分发挥母基金的资本放大功能与要素
整合能力。 首期即可撬动 500亿元以上
的资本，实现对长三角地区高端人才、前
沿技术、 创新产品等新发展要素的高效
支持与引导集聚。 通过后续不断滚动运
作， 将持续实现放大至超过 10000亿元
资金规模、5000 个创新实体项目、1000

个前沿技术领域的资本投入，为长三角
一体化持续注入高效增长的创新动力。

国方母基金执行

投资总监 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