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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发自上海

夕阳的余晖均匀地洒在黄浦江面，橙色的老塔吊
如同新锐的装置艺术熠熠生辉，大片进入盛花期的粉
黛乱子草如云雾如轻纱，老仓库改造的“绿之丘”小清
新中透着浓浓工业风……

10月29日傍晚，杨浦滨江杨浦大桥西侧的景观步道
上，市民宋瀛兰迎着江风，看着儿子与小伙伴追逐嬉闹。

如今，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在黄浦江两岸的滨水空
间运动休闲、看展览品艺术、赏绿植吹江风是一件非常
惬意的事。

这一切，源于2017年12月31日45公里岸线的全
线贯通，上海最精华、最核心的黄浦江两岸，以前所未
有的美丽姿态，重回市民的怀抱。

那么，让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公共设施、休闲空间
串起黄浦江一江两岸，上海是如何做到的？

规 划
贯通工程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一份“指挥棒”式的文件的出台迫在
眉睫

38岁的宋瀛兰家住杨浦区，虽然离黄浦江不远，
可她却从来没有走近江边。在她心里，那是一个很“神
秘”的地方。

数年前，那里还是封闭隔离之地，随处可见旧厂区
的高耸围墙、生锈的金属大门，以及“闲人莫入”之类的
标牌。

直到2017年的最后一天，宋瀛兰终于走进离家最
近的杨浦滨江。她第一次在这里呼吸新鲜的空气，感
受美丽的江景——就在这一天，黄浦江岸线45公里全
线贯通。

事实上，几个月前，杨浦大桥以西的2.8公里岸线就
已经提前贯通开放。宋瀛兰一直等待着45公里贯通这
个最隆重时刻的来临，在辞旧迎新的这一天走进它。

而在今年9月28日以后，随着杨浦滨江南段大桥
以东2.7公里公共空间（杨浦大桥至杨树浦发电厂）向
广大市民开放，宋瀛兰更是见识了“工业遗存博览带、
原生景观体验带、三道交织活力带”的“三带”融合，滨
水生活成了她与家人的日常。

杨浦滨江工业风格突出，虹口滨江海派文化资源
丰富，黄浦滨江历史底蕴深厚，徐汇滨江艺术氛围浓
郁，浦东滨江环境闲适安逸……一幅更开放、美丽、人
文、绿色、活力、舒适的江岸画卷徐徐展开。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黄浦江两岸45公
里公共空间的贯通，涉及浦东、杨浦、虹口、黄浦、徐汇
五区，以往都是各自开发建设，风格、标准都不统一。

贯通工程，曾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世纪初，上海启动黄浦江两岸的综合开发。其

时，上海就确定开发黄浦江两岸，基本原则为“百年大
计、世纪精品”。

“浦江两岸曾经是上海的工业岸线，这里码头、工
厂密布。”长期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上海市年鉴学会秘书
长王继杰向记者介绍。

公共空间零散、可达性差、亲水性差、形式单一、断
点较多、配套不足、黄浦江两岸空间的土地权属复杂
等，都是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曾面临的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十二五”末，两岸45公里实际贯
通率不足50%。

贯通工程需要一份文件，建立统一的目标、原则和
价值体系，从而更有效地指导浦江两岸公共开放空间
的建设和设计工作。

于是，一份“指挥棒”式的文件的出台迫在眉睫。
2016年，是贯通工程的关键之年。这一年，上海

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齐心协力把黄浦江两岸建设成
为全市人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
45公里岸线到2017年年底基本实现贯通开放，将上
海最精华、最核心的黄浦江两岸开放给全体市民。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生态
景观分院副院长钱欣和他的团队开始编制《黄浦江两
岸地区公共空间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导则》制定过程中征求了同济大学等高校专家的
意见，还问计于民，引入公众参与。编制团队向上海市
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调查问卷显示，青年组有文化类的活动需求，中老
年组有健身类的活动需求，这为《导则》的制定提供了
参考。

最终，耗费十几个月，经过不下3次结构性的大改
和数十次的调整，《导则》问世。

《导则》最大的亮点在于不再以区来划分，而是将
滨水公共空间整体分为三类空间形态——以自然景观
为主的自然生态型、以文化休闲为主的文化活力型以
及工业遗迹为主的历史风貌型。在统一“指挥棒”下，
各区再结合自身优势，打造本区域特色亮点。

保 护
开发黄浦江两岸，一定要杜绝大拆大

建、刻意雕琢。在两岸的开发中，工业遗
存、历史建筑都被妥善地保护

裸露的混凝土结构，粗犷的漏斗形状建筑……这
是徐汇滨江段原北票码头用于煤炭运输的构筑物——煤
漏斗。

10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徐汇滨江的龙美术
馆，一下子就被美术馆旁巨大的煤漏斗吸引。

北票码头始建于1929年，曾是上海港装卸煤炭的
专用码头。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槟
介绍：“过去，每隔7分钟，这里就有一辆运煤车开出，
把煤运送到上海的各个区变成煤球、煤饼。”

在徐汇滨江的开发中，运煤的传送带留下来，煤漏
斗也留下了。“传统能源时代的工业遗存留下来，与今
天的美术馆结合，形成一种文化建筑、一种时尚建筑，
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公益功能的建筑。”徐槟说。

“开发黄浦江两岸，一定要杜绝大拆大建、刻意雕琢，
在贯通和安全的基础上，把原来的底子慢慢‘着色’。”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重大办
常务副主任、市“一江一河”办常务副主任朱剑豪表示。

在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除了绿地、广场、步道，几
乎找不到显眼的、崭新的标志性建筑，但工业遗存、历
史建筑都被妥善地进行保护。

今年9月28日，杨浦滨江南段杨浦大桥以东2.7公
里公共空间正式开放，加上此前贯通的杨浦大桥以西
2.8公里，总计5.5公里。

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煤气厂、上海电站辅机厂、
上海制皂厂等工业遗存走出历史尘埃，首次重回市民
生活。

2010年定居上海的重庆云阳人李永强住在杨浦
区隆昌路，他第一时间来到杨浦滨江“打卡”，“第一感
觉就是浓浓的工业风和滨江完美融合。”

杨浦滨江，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
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老工业区，浓缩了上海城
市文明崛起的历史。

王继杰介绍，杨浦滨江所在的杨树浦工业区曾是
上海乃至近代中国最大的能源供给和工业基地，被称

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长廊”，记载了上海百年市政、百
年工业的城市发展历史。

中国近代最长的、最高的钢结构厂房，中国最早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杨浦区至今还保留了大量极
具特色的工业遗产。

“开发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历史的特别
是近代工业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或者说是一种城市
记忆保留下来。”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左卫东表示：“不是高大上的就是世界级的，而是
要做出独一无二的滨水岸线。一个区域要提升核心竞
争力，文化的引领非常重要。杨浦滨江有自己独特的历
史底蕴和工匠精神，我们要讲好百年工业遗存的故事。”

杨树浦水厂，曾是杨浦滨江带上最长的“断点”。
这座1883年建成的英式城堡建筑，是全国供水行

业建厂最早、生产能力最大的地面水厂之一，2013年
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还为杨浦、
虹口、普陀、宝山等区200多万市民供水。

可是，既要确保水厂生产设施安全，又要实现535
米断点的贯通，不绕道而行，怎么办？

为此，同济大学设计团队决定用一座500多米的
亲水栈桥来联通两头。栈桥与厂区距离3.5米，设计以

“舟”为原型，抽象演绎出格栅钢结构和整体木结构具
有的漂浮感的形态单元。

如今，在原本看不到江水的地方，市民也能感受到
黄浦江的温度与水厂这座历史文物建筑的风采。

正如同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章明所言：“城市的发
展不是推翻重建，而应当像底片叠加，色彩越来越丰富。”

还有一些建筑，虽然不是文保单位，但设计团队在
设计中发现其历史价值，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抢
救”下来。

比如杨浦滨江的上海制皂厂旧址留下的污水处理
池，原本不属于保护范围，致正建筑工作室主持设计
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客座教授张斌到现
场看过之后提出，能否将其打造成一个肥皂博物馆。

“肥皂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其中有关于生活的
记忆。”张斌说，最终，他们通过方案保留下了6个污水
处理池，将其变身为具有展示和互动功能的“皂”梦空间。

“设计是没有边界的，在黄浦江两岸的滨水空间开
发中，设计师通过自己的专业意见，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张斌表示。

电站辅机厂东厂，其前身是上海锅炉厂，在滨江仅
存一层单层仓库。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共生
构架”。

记者在“共生构架”现场看到，仓库南立面与西立
面墙长满了爬墙虎，充满历史感的砖墙在波斯菊、水兔
子狼尾草的掩映下生机盎然。

然而，按照最初的方案，这里只能保留仓库墙壁的
外表面。但是，当杨浦滨江公司总工程师张洪新第一
次走进这座老仓库时，斑驳的内墙上还保留着或横或
竖的构筑物，置身其中，他仿佛看到了数十年前车间里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城市在发展和进行产业转型，
但这些印记却保存着逝去时代的记忆。

“把两个墙面都留下来！”这是设计团队达成的共识。
可是，这并非易事。倔强的设计团队先后推翻了

十多个方案，经过6个月的反复讨论验证，最终采用
“包钢加固法”，同时将原有的爬墙虎剪成一段一段重
新培育，这才有了今天的“共生构架”。

10月25日下午，记者在这里偶遇一群上海电站辅
机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回到曾经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欣
赏着美丽的江景，开心地唱着京剧《沙家浜》“智斗”选
段。灿烂的笑容浮现在他们脸上，或许，此刻他们的思
绪已经飘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下转7版）

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公共设施、休闲空间串起黄浦江一江两岸——

看上海如何让“工业锈带”变“生活秀带”
本报记者 李健 兰世秋

▲杨浦滨江，原电站辅机厂东厂仅存
的单层仓库，如今有了新名字——“共生构
架”。

▲徐汇滨江，龙美术馆外观。

◀
已
建
成
一
百
三
十
六
年
至
今
还
在

供
水
的
杨
树
浦
水
厂
。

记
者

雷
太
勇

摄

近年来，上海
市推动黄浦江两岸
贯通及滨江岸线转
型为以公园绿地为
主的生活岸线、生
态岸线、景观岸线，
昔日的“工业锈带”
变 成 了“ 生 活 秀
带”，为上海增添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习近平总书记
11月2日在上海杨
浦滨江考察时指
出，城市是人民的
城市，人民城市为
人民。无论是城市
规划还是城市建
设，无论是新城区
建设还是老城区改
造，都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聚焦人
民群众的需求，合
理安排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走内涵
式、集约型、绿色化
的高质量发展路
子，努力创造宜业、
宜居、宜乐、宜游的
良好环境，让人民
有更多获得感，为
人民创造更加幸福
的美好生活。

正值重庆市人
大常委会启动对
“两江四岸”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调
研，并联合重庆日
报向市民征集对
“两江四岸”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意见
建议之时，上海的
成功经验，无疑对
重庆正在建设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老
旧社区改造和城市
更新、“两江四岸”
规划建设有着极大
的借鉴作用。本报
派出采访小组赶赴
申城，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主题采访。

核心提示

▲虹口滨江一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齐岚
森摄）

▲杨浦滨江，曾经的老厂房现在已成
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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