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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流滨水空间 让母亲河更加璀璨
唐子来教授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卓越的全球城市

唐子来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教授 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 全国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
员会主任委员 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
委员会专家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
理事 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核
年 月 在中共中央政
心专家
次集体学习中参与讲 解
治局第
国外城市化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城镇
年至
年 担任上
化道路
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总规划师
该项目获得
年度和
年度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千百年来 人类大多择水而居 许多
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也与滨水岸线密切
相关 从我国的江南水乡到 欧洲的海滨港
口 再到当今全球城市的 滨水空间转型和
再生 都是如此
水岸和城市的关系是 亲密无间的 几
乎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母 亲河 上海也不例
年世博会规划
外 我曾在上海申办
设计方案的陈述中强调 黄浦江是上海的
母亲河 她串连了上海城市发 展的各个
历史片段 包括开埠前的老城厢 开埠后
的外滩 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的 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 还将见证
年举办的世界博
览会
日前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调研杨
浦 虹口滨江贯通工程时指出 黄浦江两
岸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贯 通开放已进入
公
冲刺阶段 到今年年底 黄浦江两岸
里滨水公共开放空间将 会全线贯通 这背
后所体现的是 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 城市
对于滨水公共开放空 间建设提出的新的
更高要求 上海为什么要把黄浦 江两岸建
成世界一流滨水公共开 放空间 从其他国
际大都市滨水地带的转 型和再生中 我们
可以得到怎样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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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年底 我们将会见证黄浦江两 岸
公里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的全线贯
通 但这只是黄浦江两岸转 型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在此基础上 既要深入发掘各
个区段的历史文化脉络 又要充分动员所在社区 的广泛参与 从深度上和广度上提
炼各个区段的特质内涵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工业 建筑遗产和艺术文化魅 力的认知
上 更不能急于求成 同时 应当思考如何通过轨道 交通网络和慢行交通网 络 使黄
浦江滨水空间转型带动 城市腹地发展

城市中心 滨水地带和历史街区 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城市 建成环境的三
个主体板块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这些建成环境元素越来 越获得全球认同 通
常情况下 滨水地带往往位于城市 的中心部位 并且拥有丰富的工业建 筑遗产
和独特的滨水景观环境 上世纪
年代以来 国际大都市的滨水地带 经历了转
型和再生 昔日工业化的河道两岸 开始转变为 居住 工作 休闲 融为一体的
场所 并重新受到居住者 投资者和旅游者的青睐

水岸和城市的关系并非 静止不动的 而经
历了前工业化 工业化 后工业化三个时期
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北宋 汴河两岸的繁华景
象 既有岸上的市井生活 又有河中的漕运商
船 这是前工业化时代水岸 和城市关系的写照
工业化时代 为工业化大生产提供 货运服
务成为河道的首要功能 相当部分的城市滨水
岸线被码头 仓库和工厂所占用 加上大量生
产和生活污水排入河道 导致河道虽日益具有
航运要道的工业功能 却也逐渐远离城市生
活 在上海 曾几何时 黄浦江岸线几乎都为 码
头 仓库和工厂所占用 但外滩的存在 幸运地
让人们在记忆中保留了 一份甜蜜与温馨
后工业化进程中 城市河道的航运功能 日

对黄浦江两岸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趋萎缩 沿线的码头 仓库和工厂逐渐衰败 导
致大片土地闲置 但河道始终是城市环 境的重
要元素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滨水 空间转型发展
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机遇
伴随上世纪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 化进
程 资本和人才等稀缺资源 的全球流动性不断
增强 城市的生活质量 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 如何塑造具有文化魅 力 生态价
值和景观特色的城市建 成环境 成为国际大都
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英国 经济学人
年全球 城 市 竞 争 力
报告 引述观点称 人才吸引资本 而不是资本
吸引人才 高标准的生活质量是城 市能够吸引
人才的关键因素 创意城市研究者也多 次强

调 创意城市并不是由传 统经济元素发展起来
的 全球化时代中最有竞 争力的城市 既要链接
全球网络 流通空间 又要塑造地方特质 场所
空间 两者缺一不可 在此过程中 河流与滨水
岸线可以发挥不可替代 的积极作用
根据国际大都市的最新发展趋势 城市中
心 滨水地带和历史街区 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城
市建成环境的三个主体 板块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 这些建成环境元素越来 越获得全球认同 通
常情况下 滨水地带往往位于城市 的中心部位
并且拥有丰富的工业 建筑遗产和独特的滨 水景
观环境 上世纪
年代以来 国际大都市的滨水
地带经历了转型和再生 昔日工业化的河道两 岸
开始转变为 居住 工作 休闲 融为一体的场

所 并重新受到居住者 投资者和旅游者的青睐
黄浦江两岸的转型发展 也与城市的发展进
年 月 上海市委市政府
程紧密相关 早在
就作出黄浦江两岸综合 开发的重大决策 当时
上海的后工业化进程初 露端倪
年第三产业
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 达到
年上海
举办世博会是黄浦江两 岸转型发展的催化剂 有
力地促进了核心区段的 工业仓储用地搬迁 为后
世博的加速转型发展创 造了良好条件 如今 上
海的后工业化进程进入 到加速阶段
年第三
新形势
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达
下 上海提出 卓越的全球城市 发展愿景 对于
黄浦江两岸转型发展 和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建设
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滨水地区的转型和再生 助力国际大都市提升竞争力
近年来 伦敦 纽约 悉尼 汉堡等国际大
都市滨水地区都经历了 转型和再生的实践 这
背后鲜明地体现了后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 的
双重影响 在这些实践中 不仅滨水地区重新
变得富有活力 而且成为全球城市的 重要发展
资源 使得这些国际大都市具 有更为独特和更
加吸引人的特质
一 伦敦东部码头区 全球金融商务中心
泰晤士河东西贯穿伦敦 中心城区 伦敦塔
桥以西的泰晤士河两岸 地区 是伦敦空间发展
年成 立 的 伦 敦 码
战略确定的中央活动区
头区开发公司 全面统筹地区再生计 划 伦敦
码头区再生的核心目标 是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金融和商务中心 强化伦敦作为全球城 市
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 强调 居住 工作 休
闲 融为一体的后工业生 活环境 注重保留和
利用港区的工业建筑遗 产 形成富有特色的地

域文化脉络
根据城市再生计划的评 估报告 从
年
年 伦敦码头区的转型发展 取得了积极
到
成效 居住人口从
万人增加到
万人 住
万套增加到
万套 就业岗位从
宅数量从
万个增加到
万个 企 业 数 量 从
家
家 由于城市再生计划仍在 推进之
增加到
中 公共投资的带动效益还 会持续上升
二 纽约炮台公园地区
小时 的 多 元 活
力城区
纽约炮台公园地区位于曼哈顿岛下城的
西部 以居住和滨水开放空间 为主导功能 一
以弥补中央商务区的
方面 居住用地占
住房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 公共绿地和广场用
确保滨水空间的公共开 放属性 成
地占
为居住者 就业者和旅游者的共享 资源
在整体空间结构上 炮台公园地区的中间

部位是商务商业片区 南北区段是居住片区 且
南北端都为城市公园 滨水开放空间串连各 个功
能片区 是炮台公园地区的一 大特点 滨水开放
空间中的重要节点 距离约为
米至
米
既是休憩驻留场所 又是滨水岸线和城市 视廊的
交汇部位
三 悉尼中心滨水地区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国际旅游目的地
借助
年澳大利亚建国
年契机 悉
尼以达令港开发为先导 将商业 文化 旅游功能
与港口历史和滨水景观 相结合 使自己成为具有
强大生命力的国际旅游 目的地
基于滨水空间资源的稀 缺性 悉尼中心的滨
水地区开发强调公共性 和活动性 在功能和形态
上形成了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为滨水公共 开放空
间 包括水域 滨水步道 广场和绿地 第二层面
为面向市民和游客的公 共服务设施 以多层建筑

为主 包括文化博览 会议展览 旅游休闲 商业
餐饮等 第三层面是渐次升高的 宾馆酒店和办公
建筑 达令港滨水地带的公共 服务设施包括国家
海事博物馆 购物餐饮中心 展览中心 电厂博物
馆 中国园林等 同时 还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城 市
天际轮廓 港湾深入陆地 建筑环绕港湾 体量渐
次升高 形成若干盆地形建筑集 群
四 汉堡港口新城 新的城市中心地区
汉堡港口新城是滨水地 区再生的新标杆 其
一 体现了城市再生的新 理念 包括混合用途模
式 公共空间主导 慢行交通网络 港区环境特色
等 其二 塑造高品质的滨水环境 邀请国际知名
大师参与建筑 开放空间 景观等设计 其三 制
定严格的绿色环保建筑 标准 并获得投资者 使
用者的广泛认同和积 极参与 其四 建设一批文
化设施和举办各类文化 节庆活动 提升港口新城
的文化魅力

强调品质形成特质 让工业遗产和都市生活交相辉映
从这些国际大都市的 滨水空间转型发展
中 可以归纳一些值得上海 借鉴的原则
一是确保公共开放 滨水空间是城市环境
的稀缺资源 确保面向本地居民和外 来游客的
公共开放属性 是滨水空间建设的首要 原则
二是植入新兴功能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 滨水地区的转型和再 生有效增
强了国际大都市的全球 竞争力 伦敦码头区成
为全球金融和商务中心 汉堡港口新城成为城
市中心的重要部分 分别增强了伦敦和汉 堡的
全球竞争力 悉尼中心的滨水地区转 型发展将
商业 文化 旅游功能与港口历史 和滨水景观
相结合 满足文化 旅游 休闲等方面的国际消
费需求 使悉尼成为具有吸引力 的国际旅游目
的地
三是保存地区文脉 除了独特的滨水景观
环境 滨水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工业建筑遗

产 在体验经济时代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 浓
郁文化氛围的城市建成 环境 已经成为经济和
社会活动的时尚场所 在国际大都市的滨水 地
区再生中 港池成为游艇码头 塔吊成为公共
艺术 仓库成为博览中心
世纪的工业遗
世纪的都市生活交相辉 映
产和
四是塑造地域特质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
建成环境不仅强调品 质 更要塑造特质 形成
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 竞争优势 一方面 要充
分发掘地方历史文化 特色 另一方面 要积极
培育新的文化艺术魅 力 例如 汉堡港口新城
的文化艺术设施包括易 伯河音乐厅 汉堡设计
中心 航海博物馆等
五是强调混合用途 既不同于工业时代的
码头仓库区 也区别于传统都市的中央商务
区 后工业化时代的滨水地 区再生强调混合用
途 例如 工作 生活 休闲 融为一体 形成

小时的活动场所 既是本地居民的社交 和 休 闲
场所 也是外来游客的观光 和娱乐场所 混合用
途的发展模式 既有助于提升城市活 力 又可以
鼓励慢行交通
六是加强交通网络 安全 便捷和舒适的交
通网络 是提升滨水地区辐射城 市腹地的必要条
件 伦敦码头区再生计划专 门评估了轨道交通对
于就业岗位的积极影响
按照预期计划 到今年年底 我们将会见证
公里滨水公共开放空 间的全线贯
黄浦江两岸
通 但也要看到 这只是黄浦江两岸转 型发展的
一个关键节点 在此基础上 我们要对滨水公共
开放空间的进一步功能 提升等展开深入思考 并
对如何真正成为世界 一流滨水空间作进一 步探
索 例如 滨水公共开放空间如何 塑造区段特质
如何辐射城市腹地
事实上 黄浦江两岸建设转型基 础较好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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