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重庆主城
的多条步道。在半山崖线步道，极
目远眺，大江大河穿城而过；在第三
步道，老重庆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
在缙云山步道，空谷幽兰的静谧令
人心旷神怡。山城步道，无疑为人
们打开了一扇认识这座城市的窗。

在半山崖线步道，记者遇到带
着女儿一同散步的市民李先生。他
的家就在鹅岭附近，小时候是父母

带着他到这里登山、散步、观景，现
在是他和妻子带着女儿到这里来
了。这条步道已经陪伴了他们一家
30 年。在第三步道和南滨路滨江
步道，记者遇到很多游客，他们从全
国及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当听到山
城步道要进一步改造、升级时，他们
都露出了期待的表情。在他们看
来，山城步道就是一条通向幸福的

“愉（谐音‘渝’）悦之道”。

山城步道 愉悦之道

记者手记

上世纪90年代以前，香港建楼
也是各自为政，市民纷纷反映生活
不方便，从马路的这边到另一边，要
绕很远的路。于是，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香港大规模改造城市步行
系统。

在此后的10多年间，香港先后
建成了长长短短近600条空中连廊
和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相结合，组
成了一个完善的步行系统，尤其在
中环、金钟、湾仔和尖沙咀等闹市地
区，步行系统非常完善。

香港 600条空中连廊串联城市

去年下半年，上海浦东滨江
步道的20多个服务驿站全部建成
开放。这些名为望江驿的建筑，
每个面积约200平方米，三面都是
落地窗，与黄浦江边的环境相得
益彰。

望江驿的室内有桌椅、图书、储
物柜、自动售货机等，室外有可供休

憩的木平台。市民和游客在这里，
不仅可以无障碍欣赏江景，还可以
借雨伞、充电宝。供母婴、残障人士
等使用的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
也一应俱全。

望江驿有专人清洁与看护，休
息区开放时间为8时至22时，卫生
间24小时开放。

上海 在滨江步道设望江驿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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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
划自然资源局和市住房城乡建委获
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
标，我市正在按照《重庆市主城区山
城步道专项规划》，计划到2022年左
右，建设打造17条总长度约为353公
里的高品质山城步道，叫响“山城步
道”品牌，助推城市品质提升。

目前，《重庆市主城区山城步道
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今年，我市将

在完善步行出行功能、公交系统接
驳、配套服务设施等基本功能上，分
别挖掘街巷步道、滨江步道、山林步
道特色功能，打造重庆独有的山城步
道；还将编制3种类型步道的规划导
则和建设标准，2019年开工建设半
山崖线步道等山城步道示范项目，以
及两江三桥步道、歌乐山步道等多条
高品质山城步道。

以曾家岩临崖步道为例，该步道
全长约1.3公里，从渝中区上清寺特

园至巴渝文化馆（原戴笠公馆），以临
崖观江为主题，拟打造成为城市山地
临崖生态休闲漫步道。其建设内容
包括：提升现有步道空间品质，并新
建部分步道以形成完整通畅的游览
路径；完善标识、厕所等配套设施；增
加景观眺望点，加强绿化；优化节点
空间。在引导游客集散和参观的同
时，提升市民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再如两江三桥步道，全长10.8公
里，“一环三段”，以彰显国际化现代

城市中心风貌为主题，依托两江三
桥，串联江北段、渝中段、南岸段共3
段步行线路。重点优化朝天门大桥、
千厮门大桥、东水门大桥的步行功能
并在桥头布局升降电梯，强化桥梁与
滨江步道的步行联系，形成连续便捷
舒适的步行观光环线。

预计在2022年，主城区的山城
步道将串联成网，仅渝中区一地，
2022年将建成共约42公里的山城步
道。

爬坡上坎不仅是重
庆人的日常生活，也是
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

目前，我市正在按
照《重庆市主城区山城
步道专项规划》，计划到
2022年左右，建设打造
17条总长度约为353公
里的高品质山城步道，
叫响“山城步道”品牌，
助推城市品质提升。

高品质山城步道具
体怎么建？让我们听听
有关部门和专家怎么
说。

“山城步道的诞生，是勤劳勇敢的
重庆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结果，起源于
重庆的山水，表达的是自然与人、生产
与生活的关系。”张晓阳认为，山城步道
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重庆这座城市坚
韧向上的精神，因此，对山城步道的修
复和打造应该体现重庆山水之城的特
色。

在张晓阳看来，重庆的山城步道
具有明显山环水绕的山地城市特征，
比如半山崖线步道，集中体现了重庆
历史文化、立体特色、山水气韵以及市
井生活；南山黄葛古道，曾是商贾往来
的必经之路，串联着南山上众多的名
胜古迹，体验山林之乐的同时也让人
感受到山城的人文温度；第三步道，记

载着老重庆的沧桑与历史，两江风景
尽收眼底。

“重庆这么大规模、大体量的山水
城市，是全球城市的一种稀缺形态，也
是重庆的一张城市名片。”张晓阳说，他
和同事曾调研了步行系统建设比较领
先的纽约、哥本哈根、阿布扎比、上海、
成都等城市，但发现重庆与它们都不完
全一样，作为一座独特的山水城市，重
庆的步道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特有的
自然山水、人文资源和地形地貌条件，
尊重重庆的山形、地势、水势、历史、人
文等等，串联顺应地形的各类步道成为
网络，从而形成兼具功能活动、生态环
境和文化美学的步行系统。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

快，各种道路、高楼、高架桥，阻断了人
们步行的脚步。重庆主城区居民步行
分担率，由 2010 年的 48.1%下降至
2017年的43.4%；步行平均出行耗时
21分钟，出行距离1.7公里，低于平原城
市（平均约为 2—3 公里）；与其他公共
交通方式的平均接驳距离约为800米。

“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走路，更愿意
坐车，说明缺乏步行的良好空间。”张晓
阳建议，构建一个完善的步道系统，需
要从三方面同时发力。

一是完善现有步道体系，形成良好
接驳关系。“重庆现在的步行系统，与其
他公共交通方式的平均接驳距离太远
了，人们会觉得不方便，应该缩短到
500米以内。”张晓阳说，比如，轨道交

通3号线的唐家院子站和铜元局站，都
建在低处，旁边地势较高的区域还居住
着大量居民，现在人们步行前往轨道站
很不方便，如果分别有一条步道连接，
居民们到轨道站就方便多了。

二是要突出线路文化特色，打造重
庆名片。“许多步道穿过历史街区、传统
风貌区，它们除了具有交通功能，还可
以彰显山城文化。”张晓阳建议，在这些
步道上布置历史场景的新建复原，植入
墙景、小品等文化元素，增设文化讲解
智慧App。

三是完善配套，提升步行舒适体
验。包括增设卫生间、垃圾桶、休闲座
椅、无障碍设施、景观平台、标志标识，
在过陡的地方增设升降梯等。

“步道，不一定就是露天的阶梯，它
应该是多种形态、多种形式的。”王梅
说。

因为特殊的地理特点，天生就决定
了重庆可以拥有上天入地的多样交通
形式。重庆的步道也是一样，可以在地
面、地下、空中，也可以在室内、室外，甚
至半室内半室外，还可以附着在建筑
上，甚至可以从建筑内部穿过。

“目前，重庆的步道体系还不健全，
很多地方被阻断，人们只有绕行。其
中，既有‘断头路’，也有断点。”王梅说，

“断头路”处理起来相对简单，接上就行，
但断点的地方处理起来就复杂得多。

如渝中半岛，北面为崖，南面为
坡。“洪崖洞就在北面的崖上，这个地方

的上下高差约50米，上面是渝中区的
城市道路，下面是滨江路。看上去不
远，但人却下不去。”王梅说。

再如南岸区，从南山到滨江路是一
面坡地。现在从海棠溪新街到滨江路
缺乏步道，人们从海新街社区走到滨江
路要绕行几公里，但如果有步道，只需
步行几百米即可到达，而且沿线绿化又
好，还能看江景，将是条非常美丽的风
景线。

“这些都是断点，需要打通。”王梅
建议，属于崖的地方，可以增加电梯等
垂直交通，打通步行体系；属于坡的地
方，需要增加一些纵向的阶梯，阶梯可
以是露天的步道，也可以利用公共建
筑，从建筑内穿过。

“在这方面，重庆可以借鉴香港经
验。”王梅说，为了解决城市高差，方便
市民出行，香港的很多建筑都预留了城
市公共空间。如香港的金钟太古商场，
商场后面是一条公路，前面靠海的方
向，也是一条公路，两条公路高差5层
楼，但人们却可以通过商场的公共通
道，从上面的马路来到下面的马路。

反观重庆，过去的城市建设在这方
面比较缺失，很多公共建筑、轨道站点
在建设时，没有将步行系统纳入进去，
如果滨江路上的一些商业建筑可以更
多地像香港建筑一样，设计连通上下的
公共通道，后面山上的居民出行就能得
到很大改善，而不是像现在还需要绕行
很大一圈。

“建筑是可以消化城市高差的。”王
梅说，我们应该提倡，今后的公共建筑，
都应该承担一部分通道的功能，而不是
因为建筑反而阻断了交通。

“同时，我们还要倡议，已有的小区
和公共建筑，尽量往有山城步道的地方
开门，方便和引导市民通行。”王梅打开
手机，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

图片拍摄的一条步道两侧均是封
闭的围墙，缺乏公共功能和休憩空间，
仅具备简单的通过功能，在夜间也很容
易产生安全隐患。

所以，在王梅看来，比建步道本身
难度更大的是加大对步行系统的宣传
和引导，让全社会对步行系统的理解形
成共识。

“不少人认为只有建筑才能表达
历史文化。这是误区！表现历史文
化，其实还可以通过对重庆城市的生
活状态进行解读。滨江步道就是最能
展示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状态的一种
形式。”重庆市设计院院长徐千里认
为。

徐千里所在的重庆市设计院正在
主编《滨水步道技术标准》，他和一些专
家曾考察了上海、武汉等地的滨江步道
建设。在他看来，与其他城市相比，重
庆在“两江四岸”建设滨江步道，挑战很
大。

徐千里认为，武汉的江边纵深好，
沿江修个几十上百米的道路不成问

题。重庆“两江四岸”地形陡峭，有些地
方能达到都很困难，地形条件的限制，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市滨江步道建设
的尴尬。重庆的滨江步道建设情况和
上海有些类似。上海花了3年多时间，
才将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至徐浦大
桥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贯通。重庆面
临的地形比上海更加复杂，沿江建筑颜
值不如上海高，想在短短几年时间把

“两江四岸”步道贯通并将沿江建筑梳
妆打扮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主城区
的滨江步道建设不应拘泥于直线似的
贯通，只要通过小范围的绕行可以到
达，就应该算连通。”

如何建设高品质的滨江步道？徐

千里建议，重庆的滨江步道建设一方面
要考虑市民需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

徐千里说，他们正在起草的《技术
标准》，将滨水步道分为步行道、自行车
道、跑步道。其中，步行道是必须设置
的，自行车道及跑步道可结合使用人群
分布、地形地貌条件、生态环境以及功
能需求进行布置。指示标识应在指示
的服务设施1公里范围内，以200米至
500米为间距提前设置。此外，滨水步
道与公共交通站场接驳宜充分考虑地
形因素，选取最便捷的通道连接。

“重庆可以借鉴上海经验，利用已
有设施完善步道的公共服务。”徐千里

介绍，上海充分利用了 2010 年上海
“世博会”场馆的设施，沿江设置了许
多驿站，让市民可以喝水、如厕、淋浴、
换衣服等。此外，开发App也能帮助
市民和游客就近找到公厕、滨江餐饮
店等。

“上海的滨江岸线基本串联黄浦江
的经典核心区域、历史地标建筑、优质
旅游资源，体现了上海的历史文化特色
以及城市精神。”徐千里说，重庆江边有
大量工业和文化遗产，洪崖洞、湖广会
馆、九龙半岛电厂、四川美术学院等，都
可以和滨江步道呼应，通过强化江边风
景和文化腹地的景观互动，使滨江步道
成为重庆城市文化的又一名片。

专家建议：把山城步道建成幸福“愉道”
本报记者 曾立 廖雪梅 申晓佳

关注山城步道建设系列报道之三

借鉴香港经验 用多种步道消化城市高差

因地制宜 体现重庆山水特色

将滨江步道打造成为城市文化的名片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 王梅

重庆市设计院院长
徐千里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 张晓阳

步道增设指路牌
65 岁的渝中区健康路居民胡

顺凡（化名）经常到佛图关公园散
步，几乎每次都会遇到问路的游
客。他感慨，多设置几个路牌就好
了！

多装些护栏和椅子
家住南岸区海棠晓月小区的

代婆婆，希望步道上可以多装些护
栏和椅子，既能保证行人安全，又
能让他们在“歇歇”的同时，更好地
从山上俯瞰江边风景。

打通“断头路”
“‘宜居宜业宜游’的‘两江四

岸’，难道不该首先是畅通的吗？
静静流淌的两江，近在眼前却又
离我们很远。”网友邦妮建议，修
建山城步道首先就要打通“断头
路”。

再现历史文化
“能不能把在江边工作、生活

的场景再现出来，镌刻在步道上，
让更多人了解重庆的城市文化和
生活状态？”网友“小丸子”说。

市民建议

连日来，本报推出的“关注山城步道建设”系列报道，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在此，我们欢迎读者对山城步道建设提出建议，群策群力，把山城步道
建成一条幸福的“愉道”。对山城步道建设的建议请发送邮箱：
12053564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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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主城区山城步道将串联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