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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步道，不仅是山地城市的一道
风景，也是城市中的一条条“毛细血
管”。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和
休闲健身、文化旅游功能的植入，让
原本并不起眼的步道正在成为一座
城市的一个品牌符号。

在重庆，不少市民通过步道徒
步丈量重庆之美。来自重庆户外联
盟的数据显示，我市专门开展徒步
的俱乐部、社群多达上百家，活跃会
员超过百万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让城市更加宜居，
更具包容和人文关怀”“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发展壮大旅游产
业”。以“山城”为特色的重庆，提档
升级步道，自然也是民之所需、政之
所向。

在《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中，打造“山城步道”特色品牌，也被
列为了“菜单”之一——到2022年，
主城各区山城步道将串联成网，叫
响“山城步道”城市品牌。

体验
“刷”步道成为一种时尚

从渝中区人民法院一侧进入山
城巷，就是山城第三步道的起点。3
月3日下午，阳光明媚，重庆日报记
者和刚到此地的浙江游客们一同拾
级而上。

第三步道上，已少有昔日为生
计而奔波的身影，更多的是居民茶
余饭后的闲庭信步和游客触摸历史
的体验之旅。经过近几年的打造，
这里的历史建筑，不仅有各种导示
标识，还有介绍石牌，向过往游客诉
说这里的故事。

“之前，我就听说这里是民国时
期老重庆的高档居住区，有不少将
军宅院都在此，今日一游，果然名不
虚传。”在厚庐前，与记者同行的浙
江游客杨琪摆着各种造型自拍。

穿过厚庐不远，就是第三步道
的著名“打卡”点——木制栈道。鹅
黄色的栈道，凌空而建，如同天空之
城，大量游客停下拍照游览，将此堵
得水泄不通。

如果说，第三步道吸引游客人
流如织，得益于厚庐、长乐永康石朝
门、亦庐石朝门等重庆记忆，位于重
庆天地的天地湖步道的热闹，则更

多体现了重庆市民的一种生活态
度。

当天下午6点半，天地湖步道又
如往日一样开始逐渐热闹，人们或
跑步健身，或散步遛弯，亦或带娃、
遛狗，周边配套的全民健身器材，也
是使用者众多。“我每天都会来走几
圈锻炼身体，已经养成习惯了。”家
住附近的市民曾伟说。

而在歌乐山健身步道、缙云山
健身步道、开州汉丰湖环湖步道等
地，前往健身、休闲、游玩的市民同
样数量庞大，高峰时段个别路段甚
至会打拥堂。这些步道的设计也

“很贴心”，每隔一段都会标注着已
走长度、步数、能量消耗量等，路边
还有健康小知识、励志金句等，鼓励
和引导市民把休闲健身变成一种生
活习惯。

问题
既要建好也要管好

3月4日，记者从上新街进入黄
葛古道，这里虽再无马帮铃响，但树
荫下磨得光滑的石径，仍无声诉说
着它悠久的历史。

“这里平时游客都多，有不少是
外地人。来这里拍照、写生画画的
也多。”在古道边住了几十年，邓军
见证了古道的繁华与落寞，如今他
自己也成了别人快门下的一道风
景。

邓军说，可能是因为附近施工，
古道两侧的一段路灯有很长一段时
间没亮了，护栏缺失，下水道窨井盖
也未盖好，居民、游客夜间通行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我市的
城市步道中，设施陈旧、配套不全、
年久失修等现象，黄葛古道并非个
案。比如佛图关步道的公共饮水、
垃圾桶、急救保障等设施亟待完善，
其中一个通道还被锁住不能通行。
位于嘉陵江重庆天地段的滨江步
道，受周边施工影响，步道也成了

“断头路”。即便是一些新建步道，
也存在导识不清、配套不足、功能单
一、人性化服务不够等问题。

在彩云湖公园采访时，正在步
道上健身的市民王嘉表示，一条高
品质步道，除了要有路，还应该配备
风雨亭、运动设施、公共厕所等。尤

其是夏季的重庆，一条步道建设得
再宽阔、再漂亮，如果缺少风雨亭等
遮阳避雨设施，“想说爱你也不容
易”。

退休后就开始用脚丈量重庆的
67岁徒步达人张成全也表示，我市
部分城市步道存在贯通性不强、布
局不合理、闲置率较高等问题。

品鉴
步道升级要体现“人文关怀”

步道，是绿色出行的载体，也是
城市慢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重庆来说，步道提档升级，还是建设

“近悦远来”美好城市的必答题。
如何打造一条“适销对路”、市

民满意的品质步道？万盛黑山八角
小镇环线绿道或许可供借鉴。

这条步道2017年建成投用，全
长约8公里，连接了黑山谷1098假
日酒店、黑山谷国际运动医院、百花
谷旅游度假区、黑山露营基地等，集
旅游观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健
康养生等诸要素为一体，年接待游
客上千万人次。尤其在夏季避暑时
节，市民、游客蜂拥而至，整条步道

“比解放碑还热闹”。
万盛经开区交通开发建设集团

工程部现场代表游岭表示，该步道
之所以人气爆棚，除了黑山谷如画
的风景，还与前期规划有关。在规
划建设之初开发者就结合了全域旅
游和全民健身要求，围绕“保护生
态、因地制宜、实用至上、以人为本”
的原则，采用“点—线—网”思路，将
景区景点、健身基地、健身公园、重
要场镇、特色乡村串联成网，并配备
了文化长廊、驿站、自行车取放点、
医疗点等设施，给人以最优的休闲
度假体验。

江北铁山云梯也是一个可供
“拷贝”的模板，曾入选“重庆最美步
道”十强。其实单就地理位置而言，
铁山云梯远不及城区步道“亲民”，
但其年游客接待量却高达300多万
人次，超过了部分5A级景区。

“步道建设，不能只是‘刷存在
感’，还需要拨动市民、游客的‘心
弦’。”铁山坪森林公园负责人王纯
友表示，铁山云梯除松林密布、景色
宜人、干净整洁等外在颜值，在设计
建设中，也处处彰显人文关怀，大到
停车场、公共厕所、风雨亭、公共交
通接驳，小到每级台阶的高度、宽
度，都充分考虑到老人、小孩的需
求，甚至连台阶长度都经过了精心
计算。考虑到不是每个人都是运动
健将，步道还设置中途“退出机制”，
游客走一段后，体力实在不支，还可
选择乘车下山。

正因为规划设计的科学合理，
该步道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
求，已成为家庭游、亲子游、运动游、
休闲游的集散地。市民、游客自发
前去开展拓展训练、丛林穿越、学生
野外实践、登山挑战赛等活动，几乎
周周都有。

设计
要让游客“慢”下来

根据《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我市将丰富慢行系统“毛细血
管”，到2022年，主城各区山城步道
将串联成网，叫响“山城步道”城市
品牌。

市体育局发布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提升行动计划（2018—
2022年）》也提出，到2022年，基本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
与的全民健身“大群体”格局，基本
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可持续发
展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两
江四岸新建一批智慧健身长廊，新
建109公里亲水慢行道（骑行道）；
在两江四山建设山城步道50条，实
现主城四山登山步道完善贯通；利
用公园、绿地、广场、旅游景区、森林
山地、江河湖岸等区域建设健身步
道（登山道、健走道和骑行道）。到
2022年，全市建成健身步道10000
公里。

市政府旅游发展高级顾问、重

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
示，如何让游客“慢”下来，品味重
庆，步道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在步道
建设和提档升级的过程中，需要突
破小格局，做出大内涵。

首先是挖掘历史文化，延续城
市文脉，把步道的“根”留住。比如，
黄葛古道始于唐宋，历代文人墨客
留下了丰富的题刻和诗词；洪崖洞
古道，是当年解放碑区域重要的汲
水通道，承载着大量的城市记忆，对
游客也具有极强的文化向心力和旅
游吸引力；其次是要创新设计，让

“现代的创意成为未来的记忆”，根
据现代人需求和审美，打造集便民、
生态、休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高
品质创意步道；最后，要具有重庆

“标识”。步道沿途可配套观景平
台、吊脚楼等带有重庆符号的可亲
近、可体验、可触摸、接地气的项目。

重庆得森建筑规划设计院副院
长张军表示，城市发展，犹如有机体
生长，有其发展变化规律，很多步道
作为重庆记忆，在打造时要应时而
变，在规划设计、材料选用、节点景
观等方面，要彰显城景融合，没有违
和感。

在步道建设中，还要注重人与
路的和谐关系，在台阶高度、坡度、
长度等设计上以人为本，让人有舒
适的体验感。“比如韩国的汉拿山步
道，就充分进行了人性化设计，而不
是单纯的依山而建，‘一条道走到
黑’。”重庆户外联盟副会长许泉说。

“对步道提档升级，还要转换
对步道的认识。”曾带领团队深度
参与成都天府锦城绿道的战略咨
询、产业定位、综合评估等项目的
戴德梁行重庆公司总经理魏晓龙
表示，步道除了用于交通连接，如
今已成为多种产业的载体。比如，
纽约市在打造高线公园时，就通过
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在公园步道
上举行天文观测、露天健身等一系
列文化娱乐活动，还通过与社会基
金合作，提供工作岗位，解决步道
的维护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城市“毛细血
管”的步道，其功能和作用都在不断变
化。在步道改造的过程中，如何让“今天
的创意，成为明天的记忆”是摆在相关决
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市不少区县都在谋划步道的提档
升级，从景观步道到登山步道，从公园步

道到亲水步道，从街巷步道到健身步道，
林林总总，动辄就是数十上百公里。

人气是检验一条步道更新成败的
重要指标，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物理的

“场所”才能成为“造梦空间”。诚如蒂
耶斯德尔在《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一
书中说：历史街区的活力和生气必须是

“真实”的，而不是刻意设计的或过分美
化的；一个“真正”有效的和正常运转的
街区，是自然和富有活力的，而不是一
群受人雇佣的演员刻意表演的舞台。

步道提档升级，也不能只有美学，没
有生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地方
在步道建设或改造中，一味追求高大上，
看着光鲜亮丽，但日常的利用率并不高，
往往只是一年举办一两次健身比赛，这
种步道无疑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

作为山地城市的重庆，在发展历程中，
形成的步道有千百条，它们既是城市记忆
又是特色资源。步道更新，底线在人，目标
更在人，传承历史、增添韵味的更新非常必
要，但千万别“一刀切”，把居民游客都赶跑。

步道更新，底线在人目标更在人
□韩毅 黄琪奥

到2022年，主城各区山城步道将提档升级、串联成网——

山城步道，让你“慢”下来品味重庆
本报记者 黄琪奥 韩毅 实习生 黄明杰

2019 年 1 月 31 日，沿跳磴河修建的中梁山西
山村彩色步道，因其色彩美丽受到市民点赞。（本报
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钟志兵）

2018 年 1 月 9 日，北碚区龙滩子水库，市民在
新建好的环湖步道上散步。（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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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渝中区山城步道，大量外地游客和
本地市民外出享受阳光。 记者 崔力 摄

巴南区新华村社区公园，市民行走在步道上。
（本报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2018年10月2日，渝中区山城步道，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山城步道户外影像展”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