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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串联山水人文 关乎绿色发展民生福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改变“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现象

广西瞄准痛点提升乡村风貌
本报记者 童

绿道，是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
成基础，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等绿色
开敞空间和历史文化保护地，以休
闲、游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
行、生物迁徙、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等
功能的廊道。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一
头连着民生福祉。绿道建设契合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实在在
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截至去年底，全国共建设绿道
5.6 万公里。
城市绿道建设是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
和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
优化城市绿地布局，构建绿道系统，
实现城市内外绿地连接贯通，将生态
要素引入市区。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提出，结合
城乡环境整治、城中村改造、弃置地
生态修复等，
加大绿道绿廊等规划建
设力度。2017 年 5 月份，
《全国城市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五”规划》将
绿道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程，
提出到
2020 年新增绿道 2 万公里的目标。
“绿道建设不仅是落实生态文明
的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城镇转型发展
的优良载体，更是加强乡村统筹，助
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中国城市
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城乡生态文明
研究院院长王香春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副巡视员赵健溶介绍，
我国绿道建设
最大的特点是串联城市自然山水人
文，服务百姓休闲游憩健身，促进城
乡绿色协调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如南京环紫金山

绿道、上海黄浦江滨江绿道、武汉东
湖绿道、广东南粤古驿道等绿道，不
仅提供了美丽宜人的生态环境，
促进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还引领了绿色
健康的生活风尚，
受到人民群众普遍
欢迎。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多措并举推动绿道建
设，
使绿道不仅为公众提供自然优美
的步行和骑行空间，
让人们充分享受
到健康舒适的绿色出行体验，
还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倡导
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绿色
消费等生活新风尚。如浙江嘉兴在
环城绿道开展“跑步+捡垃圾+分类”
活动，倡导“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广
东江门组织百余名骑行爱好者沿滨
江绿道一路宣传节约用水理念；
武汉
东湖绿道的建设者重回绿道，
组织百

人快闪和迷你马拉松活动等。
用地是制约绿道发展，影响其
连通性及环境品质的关键因素。在
王香春看来，绿道建设应提高前瞻
性规划支撑，保障绿道用地来源。
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将绿道作为
一种助力城镇发展的策略，协调相
关规划，在新城规划及旧城更新中
前瞻性地考虑绿道布局，鼓励绿道
网、水网、林网、路网等多网合一，促
进生态、交通、旅游等多功能网络的
同步构建，
发挥绿道的社会、经济、生
态等综合效益。
赵健溶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
继续完善绿道工程建设标准，
推动形
成连接城市生态要素的绿道网络，
引
导各地依托绿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
让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
深入人心。

串起好山好水好风景、老街老巷老建筑

重庆山城步道有风景看有故事讲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高丽萍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
质，重庆市着力打造山城步
道特色品牌，完善重庆特色
慢系统。滨江步道、街巷步
道和山林步道在重庆市内
上下相连、纵横交错，串联
起山城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古城街巷等历史文化遗迹，
成为典型重庆历史文化的
展示带和山城生活的体
验线
在重庆，城是一座山，山是一座
城，
“ 爬坡上坎”是对重庆地形的精
确描述，也是山城市民的基本出行
方式，加上长江和嘉陵江穿城而过，
形成了重庆独具特色的山、水、城相
融合的城市风貌。
承担起山城人民生活出行的是
一条条看似极为平常的山城步道，
这些步道串连着山城的“坡上”
“坡
下”，蜿蜒而行，是重庆城市慢行系
统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南滨路沿江步道全长 25 公里，占地 16 万平方米，是集防洪护岸、城市道路、旧城改造和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
城市观光休闲景观大道。
本报记者 冉瑞成摄
泛认同和游客的青睐。
立足于解决群众出行不便问
题，依托重庆特有的自然山水人文
资源和地形地貌条件进行规划、建
设，如今山城步道已成为绿色出行
便民道、山水游憩休闲道、城市体验
风景道，成为演绎城市年轮、传承城
市人文、方便市民出行、丰富市民生
活、彰显山水特色的重要载体。

合理规划 解决出行难题
从渝中区中山二路人和街小学
旁边的巷道进去，
沿着石梯往上走便
是张家花园段山城步道的起点，
这条
长约 1 公里的步道上下高差近 90 米，
上到顶是观音岩中山二路的中山医
院，
往下走就是人和街大溪沟街道。
一路走来，公园、学校、居民区、
农 贸 市 场 、历 史 遗 迹 、公 交 站 次 第
排开，张家花园步道的建设实现了
不同城市功能的贯通。
在张家花园步道上，沿坡的火
锅店、转角的修鞋匠、悠闲散步的居
民让老重庆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这条古色古香的步道上还串连着棫
园、重庆最早的发电厂遗址等历史
建筑，经过近几年的打造，这里不仅
有各种导示标识，还有介绍石牌，向
来往游客诉说着过往。
“这条路我走了 32 年了，上下班
高峰期时，从下面坐车上来要半个
小时，走这条步道只需 10 分钟，既舒
适又快捷。”68 岁的重庆市民张志忠
住在张家花园步道旁的居民楼内，
他说，很多时候，步行比坐车快，而
且，步行还能有别样的感受。
平原城市步道大多与公路并行，
重庆独特的地形使山城步道并不依附
于公路，
而是随山水之势，
纵横交织成
网状，
形成立体的步行交通系统。
因此，
重庆山城步道的建设，
坚持
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依据组团功
能、人口分布，衔接现有规划步行系
统方案，通过串联自然人文资源，规
划了以渝中半岛人文中心为核心，
“两
江四岸”
、
中梁山、
铜锣山为主要轴线，
延伸至城市腹地的山城步道系统，
在
设计形态上分为环形、
线形、
树枝形。
重庆山城步道在规划上包括街
巷步道、滨江步道和山林步道 3 种类
型，其中街巷步道以日常出行、便民

提档升级 打造城市名片

铁山云梯位于铁山坪森林公园中部,是国家级登山步道，步道全长 8 公
里，
沿途松林密布、
清爽宜人。
本报记者 冉瑞成摄
交往功能为主，
共 31 条，
约 467 公里，
主要布局在人口密度大、建设强度
高、
地形高差大、
路网密度不足、
公交
接驳不便的旧城地段；滨江步道以亲
水观景、
健身游憩功能为主，
共20条，
约 466 公里，主要布局在“两江四岸”
滨江区域以及城市内部次级河流沿
线；山林步道以休闲健身、生态游憩
功能为主，
共9条，
约274公里，
主要分
布在中梁山、
铜锣山、
缙云山等区域。
截至目前，重庆市已修建共 60
条山城步道，总长度约 1207 公里。

功能多样 满足多元需求
“以前这里没有步道，有些地方
景色特别好，但只能远看，没有路进
去，
以至于来游玩的人并不多。
”市民
张玉芳说。张玉芳说的是重庆市江
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
自从铁山坪步
道建成后，
铁山坪森林公园已成为市
民周末聚会、
休闲的好去处。
铁山坪步道属于山林步道，
位于
铁山坪森林公园靠长江铜锣峡一面的
山腰上，全长约 30 公里，宽约 1.5 米。
由架空廊道、慢跑坡道、步行梯道等
组成，
沿线设置了多个健身及休憩设
施，布局了多处观景平台及观景节
点。其山云梯段曾入选
“重庆最美步
道”10 强。单就地理位置而言，铁山

云梯虽远不及街巷步道
“亲民”，
但其
年游客接待量却高达300多万人次。
素有
“重庆外滩”
美誉的南滨路沿
江步道，背依南山，长 20 多公里。这
条滨江路上不仅建有中国最大的滨江
公园，还有法国水师兵营、卜内门洋
行、
慈云寺等历史文物建筑。不时举
办的美食节及国际马拉松比赛，
更让
这里人气爆棚。漫步滨江步道，
可以
眺望渝中半岛，
欣赏两江交汇的美景。
“山城步道本身不是景，也不会
刻意造景，
而是通过
‘串珠成链’
和对
景、借景等方式，
把重庆的山水颜值、
人文气质多维度地展示在世人眼前，
带来独特的城市观景体验。”重庆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罗江帆说，
山
城步道作为城市慢行系统中最具特
色的组成部分，是市民生活、出行的
重要载体，其特色在“山城”，核心在
“步道”
，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与此同时，山城步道在建设上
不仅将重庆山水风光串连起来，更
融合了市民交通、休闲、健身、人文
等多方面需求。
近年来，第三步道、虎头岩步道
等山城步道项目相继实施，正因为
规划设计的科学合理，各种步道能
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山城
步道已成为生活步行、休闲旅游、拓
展赛事的集散地，得到了市民的广

随着城市的发展，在重庆步行
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渐增多的公
路、不断涌现的高架桥、拔地而起的
高楼大厦，阻断了市民的步行道路，
挤压了步行空间。
“建设山城步道，
是城市完善绿色
慢行系统的需要，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
同时，
解决市民出行需求。
”
罗江帆说。
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重庆慢
行系统，提升城市品质，重庆市编制
完成了《重庆市主城区山城步道专
项规划》，提出要以群众出行需求为
导向，在人口密度大、建设强度高、
地形高差大、路网密度不足、公交接
驳不便的地段布局步道。
《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将打
造
“山城步道”特色品牌列入
“菜单”，
提出到 2022 年重庆市将丰富慢行系
统
“毛细血管”
，
打造建设 17 条总长度
约353公里的高品质山城步道。
“山城步道虽缓解了山城人民的
出行难题，
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
舒适
度不够等问题。
”
罗江帆说，
未来，
重庆
市将在完善步行出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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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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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一批智慧健身长廊，在两江四山
建设山城步道50条，
实现主城四山登
山步道完全贯通。
“尽可能联系到更多
居住社区和公交、
轨道站点，
串联好山
好水好风光、老街老巷老建筑，让山
城步道看得见风景、讲得出故事，发
挥好景观、
人文和民宿功能。
”

政 周骁骏

百色市田阳县五村镇巴某村实施风貌改造提升工程、环境治理提升工
程，村委会所在地加旭屯对民居进行外立面改造，完成 86 栋住房外立面主
体改造工程，开展屯内水湖清淤工作，修建沿湖步道及栈桥，打造环湖景
观。图为改造后的加旭屯新貌。
覃蔚峰摄 （中经视觉）
一些地方搞一个规划管全部，
香甜！
“千村一面”
“ 万屋一样”；一些地方
不过，由于点多面广，财力不
只对朝向路面的外墙进行改造，墙
足，加上有些地方宣传发动工作不
后面的大片房子还是老样子；有些
到位，广西乡村建设过程中依然存
地方还没有从“穿衣戴帽”
“ 涂脂抹
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年乡村
粉”的老套路中走出来，
简单机械地
风貌改造工作大多是在铁路或公路
认为乡村风貌提升就是搞搞垃圾清
主干道沿线路边的第一排房子开
理、粉刷粉刷房子……
展，所做工作也仅仅是粉刷墙体、
不久前，广西乡村风貌提升三 “穿衣戴帽”，乡村规划建设工作较
年行动工作调度会议直戳痛点，提
为滞后，有不少地方处于规划空白
出“乡村风貌提升行动绝不是集中
或无序发展状态等。
财力搞少数几个点，
只搞立面，
而是
针对这些问题，2018 年 10 月
要实施彻底、系统的全面整治，
改变
份，广西召开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
‘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的
动动员大会。会上提出，从 2019 年
现象。”
起，广西将开展乡村风貌提升三年
2013 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改善
行动，计划到 2021 年，实现对广西
农村人居环境会议以来，
广西把
“美
全区村庄风貌整治“扫一遍”的目
丽广西”乡村建设作为改善农村人
标，逐步塑造和形成“传承文明、桂
居环境工作的总抓手，制定了 8 年
风壮韵、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乡
规划，
分
“清洁乡村”
“生态乡村”
“宜
村新风貌。会议明确，力争到 2021
居乡村”
“ 幸福乡村”4 个阶段有序
年，通过“五大行动”对村庄进行分
推进。如今，通过几年来大力推进
类改造建设，完成 12 万个村庄基本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危房改造、通村
整治、1 万个村庄设施完善和 1000
道路建设、安全饮水等项目，
乡村风
个村庄精品示范，基本实现对全区
貌明显改善。
村庄风貌整治全覆盖。
广西民族民俗多样，地形地貌
广西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乡
复杂，平原、河谷、丘陵夹杂交错。
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项目建设的指
“这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难点，
却也让
导意见》明确，对“位于城镇中心区
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有了充分发挥
的自然村、已实施整治的自然村、空
的空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农
心自然村、10 户以下农户零散分布
办秘书处处长彭书华说：
“ 乡间道
的自然村”之外的自然村按照基本
路不用全部建成水泥路，就地取材
整治型、设施完善型、精品示范型村
的石板路、青砖路反而更有乡土韵
庄 3 种类型实施改造。目前，广西
味；房屋改造也无需千篇一律，砖
已选取了南宁市马山县、柳州市融
瓦房、吊脚楼更具民族风情；村屯
水县、桂林市永福县、贵港市港南
绿化不单只种树，房前屋后也可以
区、百色市田阳县等 10 个县区作为
种瓜种豆……”
试点，明确了 5 个方面的 15 项试点
因地制宜的考量中，越来越多
内容，并从有关规划设计单位和大
的村屯把岭南文化、边关文化、海洋
专院校中组织选派专业设计人员组
文化和民族文化融入乡村建设之
成下乡服务分队，深入村屯开展规
中，
将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独特魅
划设计下乡服务活动。
力彰显得淋漓尽致：桂林市恭城瑶
其中，作为基本整治型村庄建
族自治县村民采用本土材料、应用
设的主要内容，广西已从 3 月份开
本土工艺，
保留村落原有的
“飞檐翘
始启动“三清三拆”活动，以确保 5
角马头墙”风格，
还融入
“坡屋顶、小
月份活动全面推开，10 月份初见成
青瓦、吊脚楼”等瑶族元素；南宁市
效，确保 2019 年每个设区市至少完
兴宁区三塘镇围村就地取材、修旧
成一条示范带改造建设。目前，广
如旧，
修缮了村史室、民居古宅和知
西全区已有超过 1000 个村屯开展
青楼，改造后的古村充满典雅韵味
了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清理村庄垃
……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村民们
圾 1.31 万吨，拆除废弃建筑等 3300
不禁感慨：
风景好卖钱，
“文化饭”更
多处，
20 多万平方米。

春日植树忙

陕西省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是全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危害严
重的地区之一。60 多年来，榆林持续开展治沙造林工作，目前全市林木覆
盖率达 33％，沙化土地治理率达 93.24％，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春回大
地，榆林各县区又开始了植树造林工作。据悉，2019 年榆林市计划造林 69
万亩。图为榆林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村民在分装樟子松树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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