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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粪码头记忆

河流是一座城市流动的历史，
公园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符号。从小
在苏州河边长大，在中山公园玩耍，
周荣华见证了苏州河和中山公园的
变化，也见证了上海的更新和嬗变。
小时候，他就住在离这不远的

曹家渡三官堂桥下。在苏州河水里
游泳，和小伙伴们一起抓小鱼，是他
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他不记得从什
么时候起，随着沿线工厂污染，河水
变得黢黑黢黑，河岸杂草丛生。
华院住宅小区原为华东政法大

学教职工住宅区，周荣华进入华政
工作后，就搬了过来。“以前，铁路桥
下有一个粪码头和一个垃圾码头。”
他清楚地记得，大粪和垃圾在这里
集中后，每天一大早要用船运走，声
音哐啷哐啷吵得很，味道也很重，家
里窗户不敢开，老百姓经常提意
见。后来，经过改造，粪码头和垃圾
码头都搬走了。苏州河水经过多年
治理也大变样了，水开始变得干净
起来，原本属于大自然的东西又回
来了，水鸟翱翔，鱼儿畅游，苏州河
和百年校园相呼应，真是太美了。
近日，苏州河旅游水上航线开

通。中山公园游船码头正在加紧
施工，预计年内建成。周荣华期待
满满。

二 买票到免票

除了苏州河，中山公园也是周
荣华充满回忆的地方。“我去世的叔
叔原是中山公园的园林师，小时候
他经常带我去玩，那时候逛公园可
是买票的。后来公园免票，开园时
间延长，直到如今围墙也没了，变得
越来越亲民。”周荣华感慨万分，现
在早晚进来散步不用再绕圈子了，
分分钟走进“森林”。白天漫步，古
樟掩映，一步一景。晚上过来，灯光
亮起，美轮美奂！
这次中山公园整体开放及品质

提升工程项目施工面积共16300平
方米，涉及万航渡路沿线（从凯旋路
到华阳路）约700米长的空间更新
和公园破围开放。
项目设计负责人杨玉鹏介绍，

前期在对中山公园的走访调研中发
现——首先，很多人不知道公园北
边有2号门和3号门，打开出入口空
间很重要。第二，很多人反映，缺乏
让人停留观赏的景点，因此设计了
包括3号门梧桐广场的观景廊架、2
号门华阳广场的种子花园等空间，
同时也解决了出入口的交通问题。
第三，这种老公园年轻人来得少，中
山公园里他们唯一喜欢的是大草
坪，开阔干净的大草坪符合他们的
审美和休闲需求，可是公园其他设
施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如何让这块新打造的区域，

吸引年轻人？杨玉鹏认为，2号门
和林间步道是两大关键点。
“我们要让百年公园和百年校

园互动，2号门面向华东政法大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甚至可以
说是整个中山公园更新的一个起
点。我们设计了一些种子花园，游
人可以在花园中穿行。”他说，2号
门前的20路百年公交也得以保留，
让百年公交开进百年公园，以前没
有候车亭，这次设计了英式风格的
候车亭，既实用又时尚。
“林间步道的设计难点或亮点

在于，我们要尊重现场的每一棵大
树，所以要在2号门到3号门这段树
林中开辟一条有意思的路。”杨玉鹏
解释，整个过程光靠图纸远远不够，
大部分工作要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调
整，所以整个过程几乎是设计师在
现场一边指导一边实施的。

三 守护“悬老大”

3号门梧桐广场是以一棵156
岁的悬铃木为核心打造的，它是整
个华东地区树冠最大、树干最粗（5
个成年人合围）、树身最高的悬铃
木。周荣华说：“原先看上去朦朦胧
胧的，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看不到全貌，现在围墙打开后，能够
让人近距离观赏，感觉太好了！”
事实上，在项目初期，这棵古树

的保护曾经是摆在项目面前的一道
高难度专业课题。按照相关规定，

百年古树树冠外缘垂直投影外5米
范围内均为古树保护区。因此，改
造方案经过反复论证，长宁区将古
树保护和景观提升有机结合，将这
里做成一处中心城区的古树园，让
独木傲霜这一景点从“藏”到“透”。
这次改造不仅拆除了原本公园

管理用房，扩大了古树保护范围，还
考虑到地面标高和排水，让古树有
了更加“舒展”的生活空间。此外，
为保护古树根系不受到市民过分
“亲近”，还在其周边设置了红外线
报警设备和摄像技防系统，加强提
示和防护。
另外，改造引入古树信息化系

统，对古树不仅做到建设过程中保
护，还利用科学化检测仪器，为“一
树一策”提供科学保护依据，做到养
护精细化，探索数字化管护新模式。

四 最美天际线

除了新打造的中山公园的景
点，万航渡路的改造也颇受好评。
这段时间，暑气渐消，微风阵阵。午
后走在万航渡路的林荫大道，光影
婆娑，蓝天白云，让人沉醉其中。
万凯小区和中山公园仅一墙之

隔，小区居民李阿婆告诉记者，以前
这条路很狭窄，没有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只有1米左右，都没有办法两
个人并排走路。加上旁边又是公园
高高的围墙，晚上大家都不大敢在
路上走。家里人每次出去买菜，要
经过这条路，我们都要关照慢一点、
当心一点，看一看、听一听后面有没
有车子。
77岁的居民韦贞是中山公园的

退休职工。他说，以前早高峰和晚
高峰这条路就非常拥堵，出租车都叫
不到。“我退休前就听说要拓宽道路，
这么多年终于盼到了，真是高兴。”
“不要小看这700米的路，倾注

了我们很多处置架空线的工作量。
我们拔除61根电车杆后，新立电车
杆26根，用于20路公交‘辫子车’。
另外，监控杆、信号灯杆、路灯杆等
合杆25根。”长宁区建管委四级调
研员陈慧介绍。
陈慧表示，这次新建的5个电

力井也都在地下，原先没改建的时
候天上都是电线，现在一下子感觉
到天空亮很多，最美天际线呈现在
大家面前，完全匹配这里的百年历
史风貌。这也要感谢电力、市政、绿

化、街道等各部门的互相配合，大家
一起积极协商解决，沿路小区的居
民也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

五 小区借东风

水变清了，路变宽了，空气变好
了，连小区也跟着提档升级了。万
凯小区的李阿姨告诉记者，他们以
前有点自卑，小区连一个像样的门
房间都没有，只有一个歪歪斜斜的
小旮旯角留给保安，再没有摆椅子
和桌子的地方了。他们称自己的小
区是都市里的小村庄。
苏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钱嫣佳

介绍，万凯小区基础条件较差，没有
物业公司，靠居民自治找了一位保
安管理，包括车辆停放、小区保洁等
全部由他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收入
来源，就是一些微薄的停车费和场
地费。
“2020年时，我们虽然搭上了

精品小区的顺风车，但精品小区是
按照面积来计算补贴的，我们体量
比较小，因此改造的内容有限。”钱
嫣佳说，去年又遇到中山公园要打
开，需要小区围墙退让近2米给到
公共区域。本来居民不同意，经过
街道、居委、建设方与居民多次沟
通，并在改造中，对小区的门房间、
垃圾箱房以及环境进行了优化提
升，让居民得实惠，最终取得了他们
的理解和配合。
家住万凯小区的居民徐阿姨

说，她是1999年买了这里的房子，
当时因为没什么钱，才买在了这里
的6楼。如今，生活环境有了巨大
的改善，“老破小”变成了香饽饽，真
是由衷地高兴。

六 时代留光影

“现在的凯旋路桥原来叫铁路
桥。1915年，为了使火车通过苏州
河，在现桥址建了一条钢结构桥梁
供火车通行。1997年后，原来的铁
路桥不再通行铁路，就建了轨道交
通线，并在现址并列新建了一座贯
通凯旋路和凯旋北路的桥梁，定名
凯旋路桥。现在中山公园3、4号线
地铁站就是原来的上海西站，后来
改名长宁站，也是许多电影的取景
地……”说起中山公园这片区域的

历史，家住附近的退休居民、摄影爱
好者唐宕如数家珍。
“从原来的铁路桥，到现在的公

路桥、轻轨，这片区域日新月异。”唐
宕感慨，要拍出好照片，光线很重
要，时间也很重要。就像看一个人
的成长、见证一个城区的更新变迁，
都需要时间。用镜头记录时代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华政“一带十点”景观开放

后，唐宕经常过去打卡。思孟堂、格
致楼、韬奋楼等百年老建筑都让他
流连忘返。校园里那棵百年银杏，
也让他百拍不厌。
这次中山公园打开，又让唐宕

激动不已:“这里真的是处处入景，
连公共卫生间都是那么美。例如那
棵悬铃木，现在拍起来方便多了。
只不过绿叶太多，等再过段时间，到
了深秋，叶子黄了，色彩也多了，我
再过来拍个够！”

七 老代表圆梦

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硅酸
盐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立
东，在长宁区华阳路街道辖区工作
了20多年。20年前，作为长宁区人
大代表的他多次提出“打开中山公
园围墙，让市民走进公园”的建议，
但受到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实施。
“如今，经过几代长宁人的努

力，中山公园围墙终于打开了，我也
圆了一个老代表的梦了。”陈立东有
点动情。
中山公园的全面打开，突破了

社区、商区、校区、园区之间的藩篱，
释放出更多公共空间，后续治理如
何有效跟上？“我们有此前苏河步道
华政段运行开放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肯定也会碰到新的难点和挑战。”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白燕
表示，社区方面，苏一、华院和华五
3个居民区是最直接关联的，涉及
居民8000多人，我们正在策划围绕
梧桐广场，由居民区党组织来牵头，
收集大家关心的问题，通过自治形
成“梧桐公约”，加强党建引领，让自
治、共治、德治、法治四治融为一体。
白燕强调，街道也将以此为契

机，配合对华政校园及中山公园相
邻界面的整合梳理，通过党建联建
的方式，凝聚社区居民、企业、社会
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打造和谐
家园。

晨曦微露，家住华院
住宅小区的周荣华老先生
早上醒来，轻轻推开窗，视
线所及，绿树成荫。他闭
上眼睛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心旷神怡。窗外，苏州
河正静静地流淌。
位于苏州河畔、万航

渡路1579号的华院住宅小
区，和华东政法大学一墙
之隔，和中山公园一路之
隔。70岁的周荣华是华政
的退休职工，住在这里已
有32年，对于这片区域中
苏州河的一桥一景和中山
公园的一草一木，都有着
深厚的感情。
从2019年7月苏州河

华政段贯通，到去年9月
23日华政“一带十点”亮
相，再到本月8日中山公
园破墙开园，3年来，好消
息一个接一个，惊喜不
断。从以前的臭气熏天，
不敢开窗，到现在的推窗
见绿，享受天然氧吧，他和
住在附近的居民有太多话
要说。

本报记者 屠瑜

■ 中山公园3、4号线地铁站（上图）就是原来的上海西站，后来改名长宁站（左图） 本版供图 唐宕

的面而来的
园山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