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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 

----以“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为例 

 

摘要：园林绿地维系城市环境与自然的平衡，对城市生活的舒适度以

及幸福度有着重要影响，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

形势下研究现代园林绿地的生态内涵，进一步满足文明社会人民生活

的需要，提升城市生态安全与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研究分

析园林绿地对改善城市环境的作用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滨水绿地开

发利用的经验，并以“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为例，阐

明了园林绿地在环境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历史人文和永续发展四方

面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园林绿地  生态文明  城市环境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e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maintain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e,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mfort and happiness of the city life.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meaning of modern landscape which can meet the needs of 

livings, improv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city.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role of landscape in improv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exploitation experience of waterfront space. By 

using the case study of "Waterfront Public Space Project on the East 

Bund of the Huangpu River", the positive role of landscap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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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environment, social benefits, historical humanit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rban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园

林绿地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报告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阶段

要实现城市生态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达到最佳

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园林绿地维系城市环境与自然的平衡，

对城市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幸福度有着重要影响[2]，是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研究现代园林绿地的生态内涵，进一

步满足文明社会人民生活的需要，提升城市生态安全与服务功能具有

现实意义[3]。 

本文在研究分析园林绿地对改善城市环境的作用基础上，进一步

探讨了滨水绿地开发利用的经验，并以“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贯

通工程”为例，阐明了园林绿地在环境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历史人

文和永续发展四方面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1  园林绿地对改善城市环境的作用 

1.1  现代园林绿地规划建设的指导理论 

城市园林绿化以生态学和环境学原理为指导，以人工植物群落为

主体，以艺术手法构成具有生态、景观、休闲等综合功能的城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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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系统。它通过在城市建造一定规模的绿地生态系统，改善城市环

境质量，缓减人对自然的破坏，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应用生态恢复和重建的理论与技术，汲取园

林精华，从传统的游憩、观赏功能发展到维持城市生态平衡、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再现自然、人文景观的新阶段。 

园林绿地设计以可持续论为指导理论，强调人类发展和资源、环

境的可持续性，强调能源和资源利用的循环和再生性、高效性，强调

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4]，通过人的设计和管理，使园林绿地生态系统

的时空结构和能流、物流及信息都达到最佳状态。现代城市园林景观

设计正向生态化、社区化、多元化、人文化发展[5]。 

1.2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首要功能 

园林绿地作为城市基础建设，通过人工重建生态系统和模拟自然

的设计手段，不仅对城市原有自然环境进行合理维护，更对自然环境

再创造，使园林植被这种能够塑造自然空间的资源在城市人工环境中

合理再生、扩大积蓄和持续利用。保护环境资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是园林绿地的首要功能。科学合理的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可以使城市的

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也能够有效地改善城市的

综合环境[6]。 

1.3  增强社会综合效益是重要功能 

园林绿地综合功能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其它生态因子所不能替代

的，如通过植被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产生的生态效益；创造良好城市

环境和为人们提供游憩空间的社会效益；创造减灾条件(如火灾)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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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避灾场(如地震)产生的城市安全效益；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和促进旅

游发展派生的经济效益等[7]。 

1.4  促进历史人文传承是拓展功能 

园林绿地规划设计不仅体现于优化环境质量、促进人类身心健

康，也充分体现于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提高人们文化修养、艺术审

美和行为道德。充分挖掘城市的文化及历史内涵，建立古色古香的园

林绿地，体现城市文化的特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1.5  推动城市永续发展是新兴功能 

园林绿地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城市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开放型

的真实生活空间，可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一个城市能否永续利用，环境的好坏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园林绿

化的数量和质量又是环境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园林绿地规划设计与城

市居民居住的舒适性、开展休闲运动、投资环境建设、人们素质提高

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使城市永葆青春、永续利用所必不可缺的要素。 

2  滨水绿地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和社会价值 

园林绿地设规划计的关键环节是因地制宜的确立设计主题，按照

不同主题设计不同特点风情的园林绿地。滨水区域作为城市特定的空

间地段，所关注的不仅是滨水本身，更多的是以其为缩影反映出的城

市风貌、历史以及与地域自然特色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契合关系。 

2.1  城市滨水区域再开发利用的国际经验 

国际上，城市滨水区经历工业化时代的繁荣兴盛，给城市带来巨

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进入后工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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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一些位于城区内的港区因不再适用于

港口生产而遭到了废弃。70 至 90年代，这些滨水区域掀起了再开发

的热潮。这股浪潮由北美到西欧再席卷非洲、东亚，同时，国外许多

学者开始了对滨水区开发与港口――海岸带关系的研究。总结各国对

城市滨水区采取的开发策略，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以港口和工业活

动为导向，重振港区的工业和商业功能；二是以商业、游憩等开发为

导向，对城市滨水区进行彻底的改造。伦敦道克兰滨水区、日本横滨

MinatoMirai21的再开发属于第二类，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其他地

区岸线资源优化利用提供了成功经验[8]。 

2.2  城市滨水区域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最具价值和开发潜力的空间资源，对于提高

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地域风貌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滨水地区

的发展，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它的建设演变关乎城市的兴衰。随

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回归，无论是功能、用地结构的调整，还是环

境的更新改造，特色景观的塑造，滨水区的开发都极大地带动了城市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发展，滨水地区也逐渐成为重要的

城市核心区域。它的贯通与开放，是现代城市向人性化城市、文化城

市、绿色城市转型的契机。 

3  实例研究 

本文以“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为例，研究滨水园

林绿地对改善城市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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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浦江东岸滨江带的发展历史及演变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后，黄浦江在工业时代创造了现代城市发展

史上的辉煌。两岸地区密集分布的码头、工厂、仓库推动上海成为中

国最重要的江海枢纽港和制造业基地[9-10]。 

 

民国时期黄浦江沿岸码头分布图 

100 多年来，这条黄金水道一直履行着工业生产、运输、仓储、

交通等城市功能，为上海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工业

时代建设的码头、仓库陈旧落后，水环境质量的恶化趋势令人担忧，

与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难以匹配；岸线利用的能级较低，大部分浦江

沿岸是一派脏、乱、差的景象，与“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相去甚远。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全球化趋势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加速

了两岸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航运船舶大型化、集装箱化的发展趋

势则推动了黄浦江两岸港口空间布局的改变，浦江两岸功能重塑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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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小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世博

园区的建设，为浦江东岸空间优化利用和功能提升树立了榜样；港口

外迁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黄浦江沿岸地区的更新改造带来了新的

契机。 

3.2  存在的问题分析 

黄浦江东岸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段拥有 22 公里长的连续岸线，

虽然具备充实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基础，拥有极具吸引力与空间活力的

焦点区域，但仍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11-12]。 

3.2.1  空间断点多，缺乏连续的滨水步道系统 

滨江区域被众多建筑、公共设施和自然河道等打断，缺乏连续顺

畅的滨水步道系统。浦江东岸滨江原本多为工业园区，封闭的工厂阻

断了滨水道路；码头、轮渡等公共建筑在方便船舶进出的同时，造成

滨水区域的断裂；自然河道与运河河口由于未曾架设人行桥梁，需要

游客绕行至市政桥梁通过。 

3.2.2  缺乏适合人体尺度、环境舒适的滨水空间 

浦江东岸的滨江公共空间大多由原有工厂、码头搬迁后腾出，工

厂园区往往尺度较大，缺乏良好的景观设计和空间布置，不符合人性

化要求。这些过于空旷、平坦的场地，给人以无趣与不安全感，无法

提供良好的空间体验。 

3.2.3  可达性较差，缺乏有效的交通系统衔接 

虽然东岸周边腹地有广泛的地铁、公交和轮渡服务，但是滨江区

域的公共交通资源分布不均，地铁站点均位于腹地，地面公交呈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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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南少”的局面，水上轮渡的使用率不高。可达性不足降低了人们前

往的意愿，滨水空间也难以成为人们聚集的有活力的场所。 

3.2.4  功能单一，缺乏具有文化特质的活力空间 

沿线功能单一，景观单调，缺乏丰富多样的公共活动以及个性特

征。建成的部分公园绿地缺乏特色，不能体现东岸文化和特质，公共

活动不足，难以激发公共空间活力。由于缺乏必要的适应现代生活要

求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人们较难长时间驻足其间。 

3.3  黄浦江东岸空间优化提升的规划与实践 

随着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到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进程，

抓住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机遇，对浦江东岸进行优化利用和再开发

已逐步成为社会共识。需要通过规划设计，实现空间上的连续贯通和

功能优化，提升环境品质，重塑空间活力，使之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

“客厅”，成为属于人民的滨江。 

黄浦江东岸空间优化利用与再开发的核心是转换岸线资源的功

能，从原来的以交通运输、仓储码头、工厂企业为主，转换到以金融

贸易、文化旅游、生态居住为主，实现由生产功能向综合服务功能的

全面转型，既考虑经济增长的需求，又遵从生态的优化、文化的延续、

人居环境的改善等方面的需求。 

黄浦江浦东东岸滨江开放空间的贯通设计以“城市生活与滨江空

间交织互动”为核心理念，打造文化、生态、运动、产业的滨水集聚

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打开封闭江岸，创造活力滨水开放空间，着

力回归自然、修复环境，延续城市文脉，营造城市特色；引领城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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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文化传承、绿色生态方面转型，逐步打造成为国际化、特色

化、多元化的世界级滨水开放空间。 

3.3.1  总体目标 

一是初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沿江产业集聚带；二是初步形

成集旅游、文化于一体的休闲功能体系；三是初步形成交通便捷、保

障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四是初步取得生态环境修复与公共环境提升

成效；五是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的新景观和新地标。 

具体做法上：构建“一带、多点、多楔”的滨江绿地空间结构（“一

带”指从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的滨江绿化带；“多点”指滨江绿带上

重要绿化、广场节点；“多楔”指多条连接滨江与腹地的楔状绿地）。

打开封闭的江岸，连通滨江断点和堵点，改善滨水可达性、亲水性，

让人们近水、见水、亲水。同时，通过提升城市生活环境品质，建设

便捷智慧的公共服务设施，组织丰富多彩的市民活动，使浦江东岸成

为富有活力、开放连贯的公共活动岸线。 

3.3.2  五大核心策略 

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贯通规划和实践紧密围绕资源禀赋和总体

目标，遵循“铺绿、穿线、镶嵌、覆盖、点亮”五个核心策略。 

（1）铺绿策略——建立满足多样性的生态空间体系 

浦江东岸公共空间的开发对生态环境的重构以自然为本底，构建

亲水怡人的绿色岸线，融入地区生态格局。浦江两岸拥有相对优越的

自然资源，湿地、绿地、公园等多种绿化形式分布在沿江各区域。东

岸的贯通设计以“自然东岸”作为三大原则之一，发挥其绿色生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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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优势，整合沿江植被覆盖区域，打造绿色岸线。利用水上走廊等方

式串联步道网络，既不过多影响自然环境，又让游客更加亲近自然，

让滨江空间更加亲水宜人。东岸的整体设计，利用水系和道路植栽连

通腹地绿色环境，融入当地水网和自然绿地网络，构建水绿交融的生

态格局，成为城市自然环境的重要界面和节点，真正实现江岸与城市

的环境改善和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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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浦江自然形成的湿地、林地系统，结合防汛堤的改造，

利用河口、桥下等空间形成生态锚固点，建立满足生物需要的多样生

态空间体系，形成向城市腹地渗透的水绿交融的生态环境。铺绿策略

整体侧重三个方面的打造： 

1、江岸纵向立体铺绿，形成低线生态湿地、中线江滩疏林、高

线绿坝森林的整体格局。 

2、横向蓝绿交织成网，与河流蓝色廊道、重要垂江绿地廊道紧

密结合，向城市腹地渗透。 

3、生态节点增效，在重要的生态节点如世博、前滩、三林等地

区强化整体生态环境，形成两百万棵树的城市级森林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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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穿线策略——打造五线联动、三线先行的线性空间 

对行为与速度进行重新组织，“慢行三线”（低线亲水漫步道、

中线林间跑步道、高线堤上骑行道）与水上游览线、预留空轨线共同

成为东岸滨江的“五线谱”，统领全线的多重滨江体验。“慢行三线”

特色鲜明，联通南北，嵌入未来腹地公共空间慢行网络。水上游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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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水陆联通，沟通两岸，让市民游客畅意感受两岸风貌；预留的空

轨线路作为慢行系统的特色补充，保证整体空间的开放通达。滨江的

步道网络以相对统一的尺度和功能设计，将 22 公里岸线整合起来；

与沿线的公共空间节点相结合，它既是便于市民在滨江自在漫步的主

干道，也是可以在此驻足休憩、游玩、聚集交往的公共空间。

 

 低线亲水漫步道：漫步道设在高桩平台，标高落在 5 米左

右，打造开阔的观景平台，成为黄浦江边的城市阳台，方

便人们饱览江景，进行各种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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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线林间跑步道：跑步道原则沿防汛墙安排，标高落在 7

米左右。 

 

 高线堤上骑行道：骑行道穿梭在绿化林间，标高落在 9 米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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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游览线 

 

 预留空轨线 

当遇到自然河道、桥墩、轮渡码头等固定障碍物阻挡时，慢行道

将部分采用水上栈道、架空慢行道等形式跨越，保障畅行安全与连续。

曾经的死结被解开，阻断滨江的封闭建筑通过功能转换、打开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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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等多种方式使步道畅通；曾经的断口被接上，河道出入口架起桥

梁，接通河岸。 

 

 设置 7 座慢行景观桥梁，桥梁线形流畅自然，与周边环境

有机融合，既连通了公共空间断点，又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设置 5 座跨线桥梁，包括民生路轮渡桥、其昌栈轮渡桥、

泰同栈轮渡桥、小陆家嘴水厂连廊和世博栈桥。跨线桥与

原有轮渡建筑的二层空间“无缝衔接”，在提供流畅的慢

步体验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公共空间“观景平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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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拥有更佳的观景视角。 

 

 

 对于“两桥一隧”区域的堵点，通过用地性质的调整，将

滨江岸线留给公共绿地，形成特点的滨水空间。 

 

（3）镶嵌策略——聚焦人文设施和工业遗迹的保护 

黄浦江对于上海独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正是黄浦江的开放和包容，形成上海人口的结构参差、文化的多

元并存、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充分融合，促成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

国际化的精神传统。城市的发展源泉，来自一个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

优美的城市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富有创造

力的城市建设等。作为城市近代文脉传承、现代发展见证与当代景观

地标的浦江东岸，更是人们重拾城市记忆、感受城市魅力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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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化设施、工业文化遗存、景观节点，都是人们去往滨江重

要的目的地和吸引点，汇聚滨江空间中最璀璨的人文内涵。浦江东岸

注重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的衔接，加强历史建筑、工业遗存的修缮利

用和功能再植，在历史文脉的基石上重新装载新的滨江文化。规划侧

重保护城市文脉，包容场地过去的工业遗存，并重新整合使用；规划

注重结合特色建筑、文化场馆等文化设施，展现多元精彩的滨江风貌，

注重滨江两岸风貌的相互映衬；规划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设计别具特

色的滨水活动主题。 

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贯通规划设计致力于重塑人文气息浓厚的

浦江东岸，通过对历史与相关文化风貌资源的回溯，各类不同时期建

筑的梳理，公共艺术、环境、地标、照明系统等的塑造，以及对岸视

觉资源与视线廊道的重塑，构建特色多元的公共空间，突显古今辉映

的地方文脉，营造协调瞩目的视觉景观，为市民提供回望浦江历史、

享受东岸文化的公共场所。 

  特色多元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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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多元的公共空间序列贯穿于沿江全线，形成以人的休闲活动

为主要功能的场地式开放空间，包含不同尺度和功能的节点广场与小

广场，并通过慢行道进行串联。设置海鸥剧场、滨江秀场、艺术水岸

等多个文化和艺术活动场地，引入戏剧演艺、文化展览、公共艺术等

多种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到来参与，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激发公共

空间的文化活力。借以公共空间的功能、布局、景观设计塑造多元的

公共空间，再以文化和艺术元素提升空间质量，提炼空间特色，由此

将浦江东岸打造成城市文化艺术的新地标，向世界游客展现城市滨水

魅力。 

  古今辉映的地方文脉 

 

浦江东岸的历史遗存，见证了上海由古至今居住聚落形成、近代

工业兴盛发达、现代城市全球化转型的发展进程，也为东岸滨水空间

的塑造提供丰厚的历史文脉滋养。规划着重平衡滨水空间的全球化特

征与地方文化特色。一方面，规划充分挖掘了具有历史记忆、传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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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场所精神的建筑及构筑物，除既定的保护建筑外，共确定了 18 处

值得保护的建筑与构筑物，并保留了轮渡站、古树名木等其他具有场

地记忆的元素；另一方面，在公共空间更新中，通过建设公共建筑、

设置公共艺术品，提升滨江地区文化属性和可识别性，控制临江建筑

风格与滨江环境相协调，营造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感的城市形象，突显

黄浦江滨江特色。其中，歇浦路 8 号（原亚细亚火油栈）、民生码头、

上海船厂、老白渡煤仓等便是浦江东岸古今辉映、新旧景观共生、文

化价值再现的典范。 

 

 

 

歇浦路 8 号（原亚细亚火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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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艺术港（原民生码头） 

船厂国际音乐中心（原上海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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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瞩目的视觉景观 

 

视觉景观是人们到达一个地点后的第一体验，风貌的整体协调给

人以舒适的视觉享受，标志性的视觉亮点则成为人们的目光聚焦点，

吸引人们前往。改造后的浦江东岸，形成多个可识别的视觉焦点。除

了陆家嘴高楼群、世博园区建筑群、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杨浦大

桥、南浦大桥、卢浦大桥、徐浦大桥等现有的标志性建筑及构筑物之

外，新形成的民生艺术港、上海船厂滨江绿地、船坞绿地、耀华绿地、

三林古民居等也成为新的文化地标。这些地方凭借其文化、体育、公

园、历史等元素成为新的视觉焦点，可轻易地被辨识。滨水区由于其

所在的特殊空间地段，具有城市门户和窗口的作用，许多滨水景观本

身就是城市的标志和形象。 

（4）覆盖策略——提供各类便民服务设施 

重塑便民亲民的活力滨江空间，以布局均衡为原则，完善公共服

务功能。建立完善慢行系统，补充相关配套设施；合理布局各类休憩

广场、市民活动空间，为多样活动的开展提供舒适宜人的场地。在充

分利用现有设施的同时，适量新增具有特色的服务设施，与象征东岸

地区的特色构筑物相结合，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景观标识。通过景观手

段优化现状市政设施，协调环境视觉效果。鼓励市民步行出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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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沿江便捷人性的出行环境。 

便捷的服务设施布局包括每隔 100 米布置座椅、灯具等景观家

具；每隔 300 米设置公共活动空间；每隔 500米设置公共厕所、游客

服务点、便利店等公共服务设施；每隔 1 公里布置特色构筑物。 

 

 

 

利用 21 座灯塔观景台打造沿江视觉焦点，21 座集服务、商业、

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灯塔，以 1 公里为间隔进行设置，并以此为标志

物，统一整个滨江岸线，强化公共空间景观的标识性。同时，灯塔也

成为跑友们的运动公里记数牌。设计注重夜景的塑造，多变而统一的

景观灯塔，与浦西呼应，“形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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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亮策略——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区段 

统一的慢行步道和景观标识并不意味着滨江空间的功能单一，相

反，开放的公共空间带来多元的人群和多元的公共活动。突出东岸岸

线悠长与其本身的自然禀赋，按照“三凹三凸”整合与展示岸线特色

与主题。从北至南分别是：5大文化长廊段（杨浦大桥-浦东南路）、

多彩画廊段（浦东南路-东昌路）、艺术生活段（东昌路-白莲泾）、

创意博览段（白莲泾-川杨河）、生态休闲段（川杨河-徐浦大桥），

共同谱写浦江东岸 22 公里“蓝绿交响”华彩乐章。东岸沿线突出区

段自然与文化、历史特色，打造不同的主题与目的地，向上海市民乃

至全世界游客展示黄浦江东岸公共开放空间独一无二的魅力，共同构

成浦江东岸空间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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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长廊 

浦江东岸从杨浦大桥经船厂绿地延伸到小陆家嘴区段（杨浦大桥

至浦东南路段），沿岸散落着丰富的产业建筑和历史遗存。自杨浦大

桥始，漫步江岸，可以看到洋泾百年航运历史的文化记忆——歇浦路

8 号保留建筑，可以看到现代工业文明见证者——上海船厂，可以看

到作为近代货运发展的象征——民生码头仓库，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

欧式建筑群——其昌栈花园洋房„„浦江东岸的产业文化脉络在这

里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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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画廊：国际展示舞台 

如今的小陆家嘴地区，已是上海的城市名片之一。这里既是世界

级 CBD，也是旅游胜地。而在陆家嘴高楼大厦西面的滨江区域，是黄

浦江的一处外凸江岸，拥有丰富的生态湿地资源和开阔的景观视野。

依据其现有商业地位与生态资源，这一区段通过营造滨江浅滩湿地，

梳理慢行步道和开放空间，依托多种多样的文化休闲设施，吸引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将多元活动导向滨江，与陆家嘴建筑群交相呼应，

打造上海最亮的浦江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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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生活 

浦江东岸从东昌路至白莲泾段，相邻于滨江众多居住小区，有着

安静的生活氛围，与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北段区域保留着

煤仓、廊架等工业遗存，这些工业建筑及构筑物潜藏着滨江的历史文

化和时代记忆，成为艺术展示的潜力点。张家浜河以南的北栈、中栈、

南栈、南码头几处绿地原本为工厂和堆栈，改造后成为市民活动的公

共绿地，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依据其自然、历史资源，这一区段依

托腹地生活功能，在现状绿地基础上进行改造提升，重点打造煤仓艺

术长廊和南码头广场区域，形成以工业记忆、创意艺术、休闲生活为

特色的主题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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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博览：创新精神的追求 

白莲泾至川杨河区段，包括了世博段和后滩段。2010 年第 41届

世界博览会曾在这里举办，当时建造的功能多样、样式丰富的场所，

大多已以新的功能形式，进入市民的城市生活之中。滨江的后滩区域，

有着多样化的绿地与多元的动植物生态，自然资源丰富。广大的绿地

空间，把城市的商业服务业区域与近郊的自然生态区域相互勾连。这

一区段依托世博会期间建设的场馆建筑和公园绿地，在现状较为良好

的生态基底上进行文化提升，结合主题多样的节事活动和文艺演出，

吸引来自全市及全球各地的游客关注，成为市民欢庆、文化博览的滨

江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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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休闲 

从川杨河至徐浦大桥段，包括前滩国际友城公园、休闲公园、上

中路绿地和三林滨江绿地。自然生态基础条件优越，前滩沿江的多个

公园有着开敞的绿地和公共广场，为人们提供户外活动的场所。邻近

的东方体育中心也是人们休闲活动的好去处；前滩国际商务区正在建

设当中，未来将成为上海又一商务聚集区；三林沿江空间开阔的工业

厂房，亟待更新的城中村，为区段的改造提升提供了空间。这一区段

融合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和腹地日益发展的生活片区，引入科普教

育、运动健身、音乐艺术、亲子娱乐等不同的主题元素，形成面向家

庭和市民的生态休闲开敞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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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黄浦江东岸的中心区位、滨水环境和历史风貌是区域再开发的潜

力所在，应用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恢复和重建的理论与技术，对浦

东东岸滨江岸线进行统一规划，充分挖掘陆家嘴、世博园区、前滩三

大滨江区域的区位优势和人文底蕴，对滨江公共空间结构进行重塑，

对生态环境进行重构，对历史人文价值进行挖掘和塑造，实现了绿色

公共开放空间的贯通，充分展现了浦东形象展示和市民尽情亲水的资

源价值，推进了岸线与腹地间、不同区段岸线间的紧密联动和错位发

展，让黄浦江东岸重现活力，形成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滨江公共

活动空间。 

从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贯通的案例可以看出，园林绿地规划

立足在城市环境之上，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多功能、良性循环的生态

系统，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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