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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主城区
“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建设方案深
化设计工作初步完成，计划春节前陆
续开工建设，其中长滨路珊瑚公园片
区下月启动项目建设。11月27日，市
住房城乡建委组织相关城区、部门、单
位召开新闻通气会，就设计方案进行
了解读。

“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
明年春节前陆续开工建设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建设
已正式启动，长滨路珊瑚公园片区、
九滨路九龙外滩公园、南岸雅巴洞湿
地公园等十大公共空间方案已初步
完成。

据介绍，“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按
照“点上点靓、线上贯通、面上提升”
的思路，项目推进计划为：今年重点
推进“十大公共空间”建设，2020年
推进60公里“贯通工程”建设，2021
年推进50公里“延伸工程”建设，到
2022年底，“百公里两江四岸”基本完
工，滨江地带实现生态、景观、功能、
人文等方面全面提升，公众体验感和
获得感切实增强。

“十大公共空间”具体包括：长滨
路珊瑚公园片区，九滨路九龙外滩公
园，南滨路雅巴洞湿地公园，二塘滨江
公园，北滨路相国寺码头，盘溪河入江
口，江北嘴江滩公园，沙滨路磁器口滨
江段，嘉滨路李子坝公园，巴滨路花溪
河入江口。目前，方案深化设计工作
已初步完成，正有序推进相关工作，计
划明年春节前陆续开工建设。

菜园坝大桥至东水门大桥
沿线将治理提升

渝中区住建委人士介绍，长滨路
珊瑚公园片区治理提升范围为菜园坝
长江大桥至东水门大桥段，总长4.23
公里。

目前，这个片区主要存在四个问
题：一是场地内消落区生态环境急需
整治提升；二是沿线硬质水工挡墙影
响滨江界面形象，阻断市民近水、亲
水；三是场地外联内通不足，可达性和
便捷性差；四是场地缺乏吸引力，文化
彰显不足。为此，方案设计围绕“四

带”（即山清水秀生态带、人文荟萃风
貌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
带）的目标定位，强调连接城市与长江
生态，让公园与消落区交织，实现生态
环境优化的同时，加强人与江的互动、
提升滨江区域活力。

拆除部分公园围墙，打造
两级重要滨水步道

这个片区应该怎样建？迈柏-林
同棪国际-中冶赛迪项目组负责人王
超介绍，长滨路珊瑚公园片区设计方
案有许多亮点。

交通方面，将充分提升滨江区域

与城市腹地的交通联动性，拟取消原
有的部分公园围墙，沿线共规划设置
出入口25个，过街通道12处，与城市
腹地多处步道相联，通达多处历史文
化景点和城市重要节点；同时全面构
建滨江岸线滨水交通体系，通过打造
下江通道系统、滨水步道系统，提供滨
水、近水的滨江岸线交通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本段岸线将贯通
并打造两级重要滨水步道。一是在沿
长滨路标高，沿岸线外侧布置。二是
在高程175米，全新布置宽度不低于6
米的亲水步道，承载未来亲水漫步、骑
行等多样化功能及活动，未来将有条
件形成环渝中两江两岸约19.1公里的

175米健身休闲亲水步道，本段岸线
4.2公里将率先示范实施。

建连续绿色生态廊道，展示
五大文化内容

生态方面，将在高程180米以上
构建连续的绿色生态廊道；增加乔木
配置，形成多层次滨江生态立面，丰富
沿岸林冠线层次变化。在高程180米
以下，对现有水工挡墙进行绿植美化，
针对重庆主城区消落区生态特征、水
文特征，采用科学的生态修复措施，配
置适宜消落区生长的植物品种，构建
稳定的消落区生态系统，加强洪水冲

刷面固土措施，减少水土流失。
文化方面，设计方案充分考虑原

有场地记忆与特色，结合周边区域未
来发展定位，总结梳理出“新城变迁
—重庆直辖”“珊瑚坝机场抗战文化
记忆”“珊瑚坝—长江生态活地标”

“山城茶文化”“城门文化与码头记
忆”等五大文化内容，通过体验式、多
元化、景观化、艺术化的表达手法精
心呈现。

与此同时，根据长滨路珊瑚公园
片区岸线特征、周边场地特点，沿线将
匹配提供一系列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包括设置服务驿站、规划停车场地、提
升灯饰照明等。

“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设计工作初步完成，明年春节前陆续开建

长滨路珊瑚公园片区治理提升下月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1月
27日，记者从渝中区住房城乡建委
了解到，渝中区长滨路明年将启动改
造，计划将现有双向4车道约1.4公
里长的高架桥拆除，下沉高架桥车道
至地面辅路，并新建雷家立交节点和
储奇门节点。

长滨路改造项目位于长滨路珊
瑚公园片区长滨路内侧，起于长江大
桥下灯控路口处，终于储奇门加油站
处，全长1.6公里，计划明年6月开
工，改造工程工期1.5年。该改造工
程完工后，将打通长滨路与南区路、
中兴路、解放东西路，使滨江资源得
到进一步释放，为市民休闲游憩提供

更多方便。
为什么长滨路要拆除高架桥？

渝中区住建委人士介绍，目前长滨
路高架桥下脏、乱、差现象和低端业
态存在，对城市品质影响较大；高架
桥梁建成久远、加固次数多、维护费
用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长滨路
高架桥段以交通功能为主，存在服
务性差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渝
中区计划实施长滨路改造工程，除
了拆除1.4公里高架桥外，还将综合
整治1.6公里长滨路及0.4公里储奇
门行街。改造后的长滨路，将成为
渝中区下半城风貌展示区的景观性
大道，以服务性为主兼顾交通功能。

长滨路明年6月改造
拟拆除高架桥1.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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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公园巴渝茶文化博物馆效果图。

□本报记者 颜安

11月27日一早，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南湖社区居民蒋新菊又提了一摞
书，来到社区居委会门口的“南书房”
智慧阅读书吧前，将书一本本投放进
捐赠口。

“南书房”是一个可摆放50本左
右图书的小书屋，设置在轻轨、商场、
公交车站、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市民
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提供身份信息，从
书屋里免费借阅图书，借走的图书还
可以通过扫码转借给朋友，接力漂流，
让更多人分享阅读乐趣。同时，市民
也可捐赠自己的闲置图书。

目前，南岸区100个“南书房”里
共有7000余册图书，其中2000册来
自于市民的主动捐赠，生动诠释了“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建共治共享理
念。

解决“阅读最后100米”难题

蒋新菊投递书籍后没多久，家住
南湖社区20栋的居民黄洁就来到了

“南书房”前，通过扫码借阅了一本《三
毛传——活着就是要纵情绽放》。

黄洁平时上班时间比较自由，有
大把时间阅读。“但去图书馆有不少限
制。”她告诉记者，“一是图书馆有开闭
馆时间，二是需要缴纳押金，三是图书
资源的共享比较困难，四是互动性不
足，只是单纯的阅读。”

“南书房”正好弥补了这几个短

板。
南岸区在社区、小区、商业中心、

车展、公园等人口密集区建立起了
100个书屋，让更多读者以便捷的方

式借阅和浏览图书，读者只需10天内
归还即可。同时，“南书房”采取通借
通还的形式，读者只需要将借阅书籍
归还在“南书房”布置的任意点位即

可，大大降低阅读成本，提高了市民的
阅读积极性。

“南书房”在借阅系统还有图书热
度榜、图书漂流榜、读书达人榜、阅读
区域热度榜、积分兑换、借阅记录、书
评分享等特色服务，增强了阅读的趣
味性，增加了不同读者之间的交流和
体验。这样的设计基于现代科学技术
进步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将“趣
味+便捷+社交”融为一体，解决了最
后100米借阅问题，让“随时随地阅
读”成为现实。

共享与公益成为关键词

共享与公益，是“南书房”的最大
特色。

就共享而言，“南书房”不仅仅满
足普通借阅，还增加了趣味漂流、图书
预约、爱心捐赠等功能。

所谓趣味漂流，就是读者之间可
以扫描书本上的漂流码，将这本书进
行“漂流”传递，这本书就由扫描者借
阅归还或者继续漂流给其他人。图
书预约功能，即读者在系统图书云库
看到自己想要看的书，而书又不在附
近书柜里，则可以通过预约功能，把

图书预约投放至附近书柜，方便自
己去借阅。爱心捐赠功能，即读者
可以把家里多余的图书捐赠到书柜
的收集箱，由管理员定期来收集整
理捐赠图书，捐赠的图书编码后上
柜显示，并在系统显示捐赠相关信
息。

就公益来说，市民将家中闲置的
图书投放进捐赠箱，实现资源的再次
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公益行为。并
且，为了倡导这种行为，南岸区特地设
计，捐赠图书会在系统显示捐赠人姓
名，做到捐赠图书可视化，捐赠者可以
清晰明了地了解到自己所捐图书的去
向。目前，“南书房”7000册图书中，
由市民捐赠的图书就达到了2000余
册。今后，南岸区文旅委还将开展捐
赠达人评选活动。

在线下，南岸区亦依托“南书房”
为平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
如“以旧换新”“给山区孩子的一堂课”
等，带动了不少市民加入到公益行动
中来。

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种种措施，都是共建共治共享理

念的探索和尝试。
“我们打造‘南书房’，就是让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南岸区文旅委主任雷旺说，“这既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要求，也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
念。”

雷旺通过观察发现，传统图书馆
的不少书籍，常常被束之高阁，流动
性、传播性欠佳；而许多人家里的图书
也一样，在看过一遍甚至几页之后便
被放在一旁。

让市民参与进来，成为“南书房”
项目建设的初衷——基于这一出发
点，这才有了图书漂流、分享、捐赠等
一系列考虑。

“南书房”也有现实意义。“以南
湖社区为例，我们以‘老旧散’小区为
主，老年人多，流动人口多，社区管理
和社会治理的难度十分大。”南湖社
区居委会主任余建说，“南书房”及随
之开展的一系列读书分享、公益活
动，既有助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也
有助于将公共文化建设与志愿服务
结合起来，通过阅读促进文化传播，
不断提升居民的素养，以文化为纽带
创新社会治理。

今年1-10月，“南书房”7000册
图书总计借阅量达到了4.78万次，平
均每本图书被借阅近7次，“南书房”
注册会员达1.2万名，其延伸公共图书
馆触角、培育浓厚读书氛围的作用正
在显现出来。

读书之乐何处寻 南岸书屋传馨香
——“南书房”共建共治共享探索创新社会治理

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南书房”的借阅规则。 记者 颜安 摄

□本报记者 廖雪梅

长滨路珊瑚公园片区治理提升，
将给市民带来哪些惊喜？11月27日，
记者采访了长滨路珊瑚公园片区设计
者之一迈柏-林同棪国际-中冶赛迪
项目组负责人王超。

珊瑚公园:长江生态前厅

王超介绍，珊瑚公园作为“新”城
市门户的生态前厅，将与未来“重庆站”
交通枢纽共同形成“新”城市门户。设
计方案提出，保留原有珊瑚公园的直
辖纪念柱与新世纪广场，进行全面更
新修缮后，将增加特色文化铺装内容；

原珊瑚公园乔木群下方改造设计“母
城花园”，在提供特色公共花园的同
时，地面铺装上展现重庆直辖以来城
市建设发展的重大变化与更新，体现
母城新城变迁文化内容。此外，还规
划有大草坪、观景山丘、城市舞台，为
公园举办各类公共活动提供空间。

珊瑚坝：4至6月对外开放

不仅如此，珊瑚坝作为活的长江
生态地标，将在每年4至6月对外开
放，设计3条通道供市民和游客进入。

滨江公园:市民文化休闲带

“滨江公园是渝中区长江岸线人

气最旺的区域，传承留下了非常多市
民活动休闲的业态，将打造市民文化
休闲带。”设计方案建议保留公园原有
飞机形态建筑物，将其改造成为“珊瑚
坝文化展厅”，不仅能够鸟瞰现状珊瑚
坝整体风貌，还将展示珊瑚坝独有的
抗战文化记忆，科普教育珊瑚坝特有
的生态演变过程。此外，滨江公园曾
是巴渝茶文化最兴盛时的一个代表，
将利用现有建筑打造“巴渝茶文化博
物馆”，提供传统巴渝茶艺、茶文化的
展示及体验。

储奇门码头:城市阳台

“储奇门码头也将旧貌换新颜。”

王超说，储奇门码头是渝中区滨江沿
线难得的开敞空间，视野开阔，对岸景
观资源丰富。设计方案提出，将储奇
门码头整体定位为城市阳台，增设人
行天桥，增设停车场地，提升市民与游
客的可达性；打造特色观景平台与公
共建筑，打造渝中城市阳台。

东水门储奇门滨江带:滨江漫步道

东水门——储奇门滨江带将建设
滨江漫步道。设计方案为市民和游客
创建一条安全、连续、开放、生态、休闲
的高品质滨水岸线。一方面，该地将
通过绿植美化立面挡墙，构建稳定美
观的消落区生态景观；贯通高程180
米、175米两大步道系统，为市民提供
亲水、近水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将
利用原下江梯道改造成为特色的山形
景墙，将重庆特色的城门文化和码头记
忆刻画其中。

将给市民带来哪些惊喜？
——相关负责人解读长滨路珊瑚公园片区设计方案

珊瑚公园鸟瞰效果图。 （本组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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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奇门码头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