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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中国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发展的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提出更高要求，公园城市的理念应运而生。社区改造结合自身文

化底蕴打造特色融合，推进公园城市理念更好地结合城市生态网络修复

和人居环境完善以期促进城市有机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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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园城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发展理念，老旧社区的景观也应与时俱进。公园

城市不单是公园+城市的组合，而是应结合城市生态网络的融合，从地方特色入手，

以公园体系渗入规划革新，将“三体视角”为切入点，宏观层面之场地定位、城市风

貌、景观廊道，中观层面之广场空间、街巷空间，微观层面之元素的重构、节点的深化

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文以南京市傅厚岗社区改造案例为基准，浅析公园城市对社区

景观改造的影响，以期融合城市历史文化内涵促进城市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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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k city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ndscape of the old community should als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Park city is not only a combination of park and city,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network.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ark city is a design method 

that paid attention to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 ltrates the planning ideas into 

the park system with the "three-body perspective" as the entry point, namely: at 

the macro level, the site positioning, urban landscape designing and landscape 

corridor creat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at the middle level, the square space and 

street space should be focus on; at the micro level, the reconstruction of elements 

and detail design of nodes need to be concerned. Based on the concrete case of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 uence of concept of park 

city on community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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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现状
1

1 概述

公园城市，顾名思义是城市的规划及呈现的模式

如同公园一般美丽多姿。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是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是城市发展理念从

“园在城中”向“城在园中”的本质性改变。从先前在

城市中建设公园，到如今公园城市建设，转变的是园林

建设的思想高度，注入的是文化底蕴般的人文情怀，关

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回归的是“虽有人作，宛自

天开”的设计野趣[1]。建设公园城市是新时代城市发展

的新目标，是将公园和公园体系与城市生态建设的高

度匹配的新型过程。

1.1 公园城市的背景 

习总书记提出：“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

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

一样[2]。”大城市对生态绿地的蚕食问题亟待整改，如

何将破碎化的用地以生态的方式重新链接，建设完整

的城市生态网络系统，是公园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前景目标。

1.2 公园城市的内涵阐述

公园城市，“公”，大众的，公共性；“园”，园圃绿

化，生态性；“城”，城市生活，空间性；“市”，市场交

易，经济性。从受众人群、绿化建设、城市空间和经济

发展得出公园城市不是独立的规划孤岛，它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城市生态理念不会停

滞于表面的绿化改造，而是深入挖掘经济与社会、城市

与生态、自然与人类之间发展平衡的契机点。公园城市

理念有如下优势：

强调公众的参与性，以人民为中心，让市民积极参

与到公园城市的规划中，市民的生活幸福感油然而生；

发挥设计的强韧性，宏观规划体现“城在园中”的理

念，广域延展般的公园体系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更

加热爱绿地，同时居民的活动区域也能划分到一个社

区，公园城市的理念如同海绵一般广泛吸收城市大小

规划体系，体现发展的融合性，绿地、公园、公园体系

以及城市空间都是相互融合的[3]。公园+城市，城市+公

园，是实现城市与自然共融共生的生态网络构架，公园

与城市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的奇妙反应必

然会有“新物质”产生[4]；营造绿色的共享性，封闭的古

典园林导致大众的亲绿意识不强，但伴随城镇化的加

快，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需求愈发强烈，公园城市借此打

造绿色共享的城市面貌。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社区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7

年提出，而后由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将 

community翻译为“社区”传入中国。社区一般指居住

于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社会互动并拥有

相应服务体系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城市中的一个人文

和空间复合单元[5]。

新加坡在打造社区一开始就引入安全、绿色、健康

的高质量环境目标，注重生态自然的保护和连接城市

间的绿色空间，使其网络化和系统化，让花园从零星的

点缀变为城市的轮廓[6]。这种将点状式的公园、城市绿

地系统一体化回归自然的理念和公园城市的初衷不谋

而合。

2.2 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邓正芳、朱晓琳在《城市更新视角下的社区主题式

微改造策略研究——以斗南社区改造项目为例》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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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区改造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伴随着高速城市化进

程的历史产物，是局部或整体地、有步骤地改造和更

新老社区的物质生活环境，以便根本改善居住、生活

条件[7]。扬州提出新城“公园”+、老城“+公园”的理念，

使城市生态修复、基础设施与景观提升并驾齐驱。扬州

树立蜀冈—瘦西湖景区创新推进高水平、多层次、全覆

盖的公园体系建设，形成“园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一

体”的绿地格局[8]。

3 公园城市理念下的社区改造策略

从社区居民的角度来看，社区改造是提升生活质

量和改善局部环境的迎头方法，是公园城市“微更新”

的基准；从城市市民的角度来看，社区改造是串联一个

个生活区域使之关联乃至融合的集体行动，是公园城市

“宏革新”的关键。

3.1 社区现状分析

3.1.1 社区景观主题模糊

城市化的发展促进社区的更新，却也形成“千城一

面”的格局。社区景观特色模糊，“同质化”严重。社区

作为景观的基质，应该结合场所的内涵精神进行主题

的创作。

3.1.2 绿色景观破碎度高

交通拥堵、建筑扩建、围墙闭塞导致老旧社区的

绿地呈点状式随机分布，见缝插绿的做法使社区绿

地缺少联系（图1）。除行道树外，增添沿街绿化、街

旁绿地、宅间绿地等丰富绿色生态网络体系，使社区

绿地有机联系。

3.1.3 交流空间活力缺失

园路两侧常被2 m左右的围墙封实，围墙切割了公

共用地，交流空间明显不足。简陋多样的围墙破坏了社

区的整体风貌，割裂了社区原有的生机活力。社区应减

少如围墙栅栏所分割的破碎消极空间，将园路作为廊

道串联各个节点增加社区活动范围，满足居民活动场地

的积极空间。

3.1.4 设施问题存在隐患

户外电线乱拉乱接，废弃电线弃之不理；景观设

施如垃圾桶、路灯之类随意临街放置，安全性、美观

性缺失。创新打造管理“管线下地”“智慧管线”，为

社区增添安全属性。路灯、垃圾桶等景观设施融入当

地文化特色统一生产，增加社区清洁力度，提高居民

环保意识。

3.2 改造方法

3.2.1 宏观之海纳百川，江湖万顷

社区改造理应分析该城市的历史变革和未来规划

结构，结合片区的场地定位制定改造策略。社区内建筑

的表皮也是展现城市风貌的直接因素，通过各社区区

域间的呼应凸显城市的特色，营造城市的景观廊道，这

不仅保证景观的连续性，也可提高公共空间的视觉效

果，使市民充分体验自然感受园林。在宏观的层面上，

公园城市强调融合共生，但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社区

出现，而是结合城市自然与人工景观形成“人、城、境、

业”的居住环境。

3.2.2 中观之园林之野趣，精妙于体宜

 广场空间是居民日常使用最频繁的空间，不同主

题的定位可以诱发居民不同的活动行为。与广场相接

的街巷空间也是居民使用的高频地段，街巷的底面是

居民在户外活动中接触最为密切的界面；立面以竖向绿

化、建筑的连续性和细部装饰组成。三者之间都能产生

不同的景观效果对居民的街巷活动发生关联。

3.2.3 微观之壶中有天地，芥子纳须弥

传统造园元素对于现代景观依旧有指导意义，山

石、水体、植物、建筑共同构成场地的肌理。现代社区

的改造更多是利用不同的地形变化营造空间，达到小中

见大的效果；叠水辅以高差变化，给人带来活泼的视觉

体验；植物是障景的天然屏障和分割空间的软质要素；

建筑小品在社区中主要满足使用和造景两大功能，符合

社区功能和主题的小品能形成可游、可观、可居的休闲

空间。 

4 实践计划之案例分析——以南京市傅厚岗社区

为例

4.1 项目概况

南京市鼓楼区傅厚岗社区北临文云巷，南邻厚载

巷，东西为中央路和湖北路，四条路围合而成，总面积

2. 场地划分

3. 中观脉络

4. 改造前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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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园城市理念下的规划阶段

4.3.1 宏观层面

社区改造的宏观角度从场地定位现状、城市的风

貌延续和景观廊道的打造进行总体把控，通过“面”的

覆盖以生态斑块对社区的整体进行分析。

傅厚岗社区是南京鼓楼区重点打造的商贸商务区

和国民历史文化街区[9]。根据现状，将场地南侧厚载巷、

傅厚岗和南北向的青云巷形成厚德商乐钟萃片区，场地

北侧东西向青云巷、南北向高云岭打造鼓源北楼地灵

片区，高云岭、中央路锻造杰杞新绿毓林片区，傅厚岗、

青云巷和高云岭所围合形成傅厚街巷文秀片区，即形成

“钟灵毓秀”主题片区（图2）。

 社区现存民国政府外交部旧址、李宗仁公馆、八路

军办事处旧址等。江苏第一高建筑紫峰大厦坐落于社

区，且社区东临玄武湖景区，深厚的文化意境可以很好

约30 hm2。根据现场调研情况来看，社区设施老旧单

一，绿化率较低，私搭违建严重，景观效果差，空间利

用不佳。根据公园城市的要求，通过城市生态网络的重

新链接，注入社区活力和人文化的需求。

4.2 改造策略

论文提出“我的社区公园”的概念，将零散的场

地，废弃的地块，微小的空间焕化激活。在尽量保留原

有住房的情况下，改造居住环境，促进邻里交流，提高

社区功能，协调绿色有机发展。

片区划分商业（钟）、居住（灵）、绿地（毓）、文化

（秀）四大区域，即“钟灵毓秀”主题，将商业的人气

焦点、居住的舒适安心、绿地的城市山林、文化的脉

络传承四体共融，构建一个属于“我”的傅厚岗社区

服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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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区改造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伴随着高速城市化进

程的历史产物，是局部或整体地、有步骤地改造和更

新老社区的物质生活环境，以便根本改善居住、生活

条件[7]。扬州提出新城“公园”+、老城“+公园”的理念，

使城市生态修复、基础设施与景观提升并驾齐驱。扬州

树立蜀冈—瘦西湖景区创新推进高水平、多层次、全覆

盖的公园体系建设，形成“园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一

体”的绿地格局[8]。

3 公园城市理念下的社区改造策略

从社区居民的角度来看，社区改造是提升生活质

量和改善局部环境的迎头方法，是公园城市“微更新”

的基准；从城市市民的角度来看，社区改造是串联一个

个生活区域使之关联乃至融合的集体行动，是公园城市

“宏革新”的关键。

3.1 社区现状分析

3.1.1 社区景观主题模糊

城市化的发展促进社区的更新，却也形成“千城一

面”的格局。社区景观特色模糊，“同质化”严重。社区

作为景观的基质，应该结合场所的内涵精神进行主题

的创作。

3.1.2 绿色景观破碎度高

交通拥堵、建筑扩建、围墙闭塞导致老旧社区的

绿地呈点状式随机分布，见缝插绿的做法使社区绿

地缺少联系（图1）。除行道树外，增添沿街绿化、街

旁绿地、宅间绿地等丰富绿色生态网络体系，使社区

绿地有机联系。

3.1.3 交流空间活力缺失

园路两侧常被2 m左右的围墙封实，围墙切割了公

共用地，交流空间明显不足。简陋多样的围墙破坏了社

区的整体风貌，割裂了社区原有的生机活力。社区应减

少如围墙栅栏所分割的破碎消极空间，将园路作为廊

道串联各个节点增加社区活动范围，满足居民活动场地

的积极空间。

3.1.4 设施问题存在隐患

户外电线乱拉乱接，废弃电线弃之不理；景观设

施如垃圾桶、路灯之类随意临街放置，安全性、美观

性缺失。创新打造管理“管线下地”“智慧管线”，为

社区增添安全属性。路灯、垃圾桶等景观设施融入当

地文化特色统一生产，增加社区清洁力度，提高居民

环保意识。

3.2 改造方法

3.2.1 宏观之海纳百川，江湖万顷

社区改造理应分析该城市的历史变革和未来规划

结构，结合片区的场地定位制定改造策略。社区内建筑

的表皮也是展现城市风貌的直接因素，通过各社区区

域间的呼应凸显城市的特色，营造城市的景观廊道，这

不仅保证景观的连续性，也可提高公共空间的视觉效

果，使市民充分体验自然感受园林。在宏观的层面上，

公园城市强调融合共生，但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社区

出现，而是结合城市自然与人工景观形成“人、城、境、

业”的居住环境。

3.2.2 中观之园林之野趣，精妙于体宜

 广场空间是居民日常使用最频繁的空间，不同主

题的定位可以诱发居民不同的活动行为。与广场相接

的街巷空间也是居民使用的高频地段，街巷的底面是

居民在户外活动中接触最为密切的界面；立面以竖向绿

化、建筑的连续性和细部装饰组成。三者之间都能产生

不同的景观效果对居民的街巷活动发生关联。

3.2.3 微观之壶中有天地，芥子纳须弥

传统造园元素对于现代景观依旧有指导意义，山

石、水体、植物、建筑共同构成场地的肌理。现代社区

的改造更多是利用不同的地形变化营造空间，达到小中

见大的效果；叠水辅以高差变化，给人带来活泼的视觉

体验；植物是障景的天然屏障和分割空间的软质要素；

建筑小品在社区中主要满足使用和造景两大功能，符合

社区功能和主题的小品能形成可游、可观、可居的休闲

空间。 

4 实践计划之案例分析——以南京市傅厚岗社区

为例

4.1 项目概况

南京市鼓楼区傅厚岗社区北临文云巷，南邻厚载

巷，东西为中央路和湖北路，四条路围合而成，总面积

2. 场地划分

3. 中观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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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园城市理念下的规划阶段

4.3.1 宏观层面

社区改造的宏观角度从场地定位现状、城市的风

貌延续和景观廊道的打造进行总体把控，通过“面”的

覆盖以生态斑块对社区的整体进行分析。

傅厚岗社区是南京鼓楼区重点打造的商贸商务区

和国民历史文化街区[9]。根据现状，将场地南侧厚载巷、

傅厚岗和南北向的青云巷形成厚德商乐钟萃片区，场地

北侧东西向青云巷、南北向高云岭打造鼓源北楼地灵

片区，高云岭、中央路锻造杰杞新绿毓林片区，傅厚岗、

青云巷和高云岭所围合形成傅厚街巷文秀片区，即形成

“钟灵毓秀”主题片区（图2）。

 社区现存民国政府外交部旧址、李宗仁公馆、八路

军办事处旧址等。江苏第一高建筑紫峰大厦坐落于社

区，且社区东临玄武湖景区，深厚的文化意境可以很好

约30 hm2。根据现场调研情况来看，社区设施老旧单

一，绿化率较低，私搭违建严重，景观效果差，空间利

用不佳。根据公园城市的要求，通过城市生态网络的重

新链接，注入社区活力和人文化的需求。

4.2 改造策略

论文提出“我的社区公园”的概念，将零散的场

地，废弃的地块，微小的空间焕化激活。在尽量保留原

有住房的情况下，改造居住环境，促进邻里交流，提高

社区功能，协调绿色有机发展。

片区划分商业（钟）、居住（灵）、绿地（毓）、文化

（秀）四大区域，即“钟灵毓秀”主题，将商业的人气

焦点、居住的舒适安心、绿地的城市山林、文化的脉

络传承四体共融，构建一个属于“我”的傅厚岗社区

服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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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城市风貌，形成特色的社区改造。

“一轴多廊、一核多点”是社区乃至城市区域的景

观廊道。以南北青云巷的南端，傅厚岗的中段以及高云

岭北部即青云巷—傅厚岗—高云岭贯穿南北道路作为

主要轴线，串联沿线丰富的景观节点。此外，以青云巷

和高云岭的部分道路作为视线通廊和景观通廊，远借

紫峰大厦的景观，与多条纵横交错的街巷一并作为纽

带和廊道，联结主轴和各个节点。

4.3.2 中观层面 

社区中观层面的改造通过“线+面”的组合，用廊道

对未能利用的空间重新划分，以傅厚岗街李宗仁旧址为

发散点，将沿街的稍大型场地重组改造，将社区的零散

空间规整融合（图3）。

（1）融合参与的广场空间

厚德商乐钟萃片区是视线通廊和景观通廊的交汇

片区。商德萃位于南部青云巷转角处，远借紫峰大厦可

为视线通廊；迎街巷位于南部高云岭入口，自然形成社

区入口处的景观通廊。鼓源北楼地灵片区内的棋牌室、

聊天室、居委会都是居民日常活动的打卡点。长乐里位

于青云巷和高云岭的交界处，现为老年人露天棋牌室。

片区以期打造人杰地灵的居住示范区域，改善老龄化

的社区现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杰杞新绿毓林片

区的绿地率相对较高，场地内高云岭的北部有一块封

闭的小土丘。在地理位置上和东部的玄武湖相望，沿

承紫金山脉，故名紫林州。将该片区打造成生态雨水花

园，形成局部微气候，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傅岗街巷文

秀片区历史古迹犹存，场地文化底蕴厚重。利用较大的

场地面积，规划定义成该社区相对活跃的文娱片区，提

供居民更多的交流互动场所。

（2）活力绿色的街巷空间

商业街巷包含傅厚岗的东西端、南北青云巷的南

端，此类场地的街道问题是人车混流造成安全隐患，整

体商业活力欠缺。解决提议是利用护坡高差形成公共

空间，拓宽商业空间，优化商铺的沿街立面。居住街巷

包括东西向青云巷、南北向青云巷的北端以及南北高

云岭的北端和南端，该街道的主要问题是车辆违规停

放占用人行空间，缺少公共活动场地。改造建议保证通

车的情况下适当拓宽人行道空间，通过植物配置优化

视觉效果。文化街巷包括傅厚岗中段、南北青云巷和南

北高云岭的中段，这种类型场地的集中问题是建筑外

观杂乱，车辆停放占用道路。规划提议灵活运用围墙营

造不同的景观空间形成视线转化；道路两侧设置人行

高差，结合绿篱，车辆单向通行。绿色街巷包含通往各

居住区的支路。支路断头，低绿化率导致街巷活力缺失

严重。提议将破碎化的绿地重新整合，规范非机动车停

车，合理利用住宅前空间（图4）。

4.3.3 微观层面

上述片区定义活动功能后，进一步深化节点内容，

以节点基质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核心节点的梳理深

化，提供一种改造思路。  

商德萃位于南北向的青云巷转角，场地西侧的居住

建筑一层为沿街商铺，可局部模仿骑楼的形式增加人行

5

空间。东侧的停车位重新画线规划，在高差处辅以台阶

和绿植形成转角绿地休闲空间。迎街巷位于南部高云

岭转角，作为居民进出的场所所承载的空间功能相对开

敞，可作为社区的地标入口。改造时把围墙和不必要的

构筑物打通，营造舒适开放的洽谈活动空间（图5）。

文娱苑位于傅厚岗中部，在李宗仁旧址附近，现为

幼儿园和出租旅馆。规划将其定义为居民休闲娱乐的

活动场所，打造社区相对活跃的区域，保留场地建筑，

配置景观小品，结合高差设置台阶（图6）。长乐里位于

傅厚岗和高云岭的交汇处，现为露天老人活动区。规划

动静分区，提供遮阳避雨的场地，将台阶一律用缓坡处

理。紫林州场地现状软质植被较为丰富，基本没有硬

质场地和铺装，于是将其打造成社区的生态雨水小花

园，辅以生态性的景观小品和旱溪作为该场地的刻画主

题，增强社区活动交流参与度（图7）。

5 结语

上述的社区案例实践，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宏

大到小微，从粗放到精致的一种倾向。老社区景观改造

内容广泛，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公园城市的发展模式

代表着我国城市永续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定位，是坚持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实践。在公园城市理念的引领

下，社区的改造注入了更多人性光辉，绽放了更多创新

思维，开启了市民—城市—公园全新的融合关系。社区

景观的改造激活了空间景观的环境活力，提高了社区人

口的生活质量，使社区真正成为承载居民生活积淀居民

参考文献

[1] 王浩.“自然山水园中城, 人工山水城中园”——公园城市规

划建设讨论[J]. 中国园林, 2018, 34(10):16-21.
[2] 高重奎. 建设公园城市 共享优美生态[N]. 中国环境报, 

2018-10-25(003).
[3] 王香春, 蔡文婷. 公园城市, 具象的美丽中国魅力家园[J]. 中

国园林, 2018, 34(10): 22-25.
[4] 公园城市凸显绿色发展新理念[N]. 中国城市报, 2018-08-

13(002).
[5] 杨雪锋. 公园城市的科学内涵[N]. 中国城市报, 2018-03-

19(019).
[6] 王君,刘宏.从“花园城市”到“花园中的城市”——新加坡

环境政策的理念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城市观察, 
2015(02): 5-16.

[7] 邓正芳. 城市更新视角下的社区主题式微改造策略研

究——以斗南社区改造项目为例[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杭州市人民政府.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论文集(02城市更新)[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

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8: 12.
[8] 刘源. 城市绿地点线面结合规划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 

2006.
[9]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 傅厚岗社区. 社区概况http://

www.njgl.gov.cn /zjgl /xzqh/hnljd /f hgsq/201803/
t20180322_883666.htm/[EB/OL]. 2018-03-22.

人文情感的港湾。公园城市的理念提出不久，未来将会

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但相信在新时代的指引下，风景

园林学科会丰富理论储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综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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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城市风貌，形成特色的社区改造。

“一轴多廊、一核多点”是社区乃至城市区域的景

观廊道。以南北青云巷的南端，傅厚岗的中段以及高云

岭北部即青云巷—傅厚岗—高云岭贯穿南北道路作为

主要轴线，串联沿线丰富的景观节点。此外，以青云巷

和高云岭的部分道路作为视线通廊和景观通廊，远借

紫峰大厦的景观，与多条纵横交错的街巷一并作为纽

带和廊道，联结主轴和各个节点。

4.3.2 中观层面 

社区中观层面的改造通过“线+面”的组合，用廊道

对未能利用的空间重新划分，以傅厚岗街李宗仁旧址为

发散点，将沿街的稍大型场地重组改造，将社区的零散

空间规整融合（图3）。

（1）融合参与的广场空间

厚德商乐钟萃片区是视线通廊和景观通廊的交汇

片区。商德萃位于南部青云巷转角处，远借紫峰大厦可

为视线通廊；迎街巷位于南部高云岭入口，自然形成社

区入口处的景观通廊。鼓源北楼地灵片区内的棋牌室、

聊天室、居委会都是居民日常活动的打卡点。长乐里位

于青云巷和高云岭的交界处，现为老年人露天棋牌室。

片区以期打造人杰地灵的居住示范区域，改善老龄化

的社区现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杰杞新绿毓林片

区的绿地率相对较高，场地内高云岭的北部有一块封

闭的小土丘。在地理位置上和东部的玄武湖相望，沿

承紫金山脉，故名紫林州。将该片区打造成生态雨水花

园，形成局部微气候，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傅岗街巷文

秀片区历史古迹犹存，场地文化底蕴厚重。利用较大的

场地面积，规划定义成该社区相对活跃的文娱片区，提

供居民更多的交流互动场所。

（2）活力绿色的街巷空间

商业街巷包含傅厚岗的东西端、南北青云巷的南

端，此类场地的街道问题是人车混流造成安全隐患，整

体商业活力欠缺。解决提议是利用护坡高差形成公共

空间，拓宽商业空间，优化商铺的沿街立面。居住街巷

包括东西向青云巷、南北向青云巷的北端以及南北高

云岭的北端和南端，该街道的主要问题是车辆违规停

放占用人行空间，缺少公共活动场地。改造建议保证通

车的情况下适当拓宽人行道空间，通过植物配置优化

视觉效果。文化街巷包括傅厚岗中段、南北青云巷和南

北高云岭的中段，这种类型场地的集中问题是建筑外

观杂乱，车辆停放占用道路。规划提议灵活运用围墙营

造不同的景观空间形成视线转化；道路两侧设置人行

高差，结合绿篱，车辆单向通行。绿色街巷包含通往各

居住区的支路。支路断头，低绿化率导致街巷活力缺失

严重。提议将破碎化的绿地重新整合，规范非机动车停

车，合理利用住宅前空间（图4）。

4.3.3 微观层面

上述片区定义活动功能后，进一步深化节点内容，

以节点基质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核心节点的梳理深

化，提供一种改造思路。  

商德萃位于南北向的青云巷转角，场地西侧的居住

建筑一层为沿街商铺，可局部模仿骑楼的形式增加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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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东侧的停车位重新画线规划，在高差处辅以台阶

和绿植形成转角绿地休闲空间。迎街巷位于南部高云

岭转角，作为居民进出的场所所承载的空间功能相对开

敞，可作为社区的地标入口。改造时把围墙和不必要的

构筑物打通，营造舒适开放的洽谈活动空间（图5）。

文娱苑位于傅厚岗中部，在李宗仁旧址附近，现为

幼儿园和出租旅馆。规划将其定义为居民休闲娱乐的

活动场所，打造社区相对活跃的区域，保留场地建筑，

配置景观小品，结合高差设置台阶（图6）。长乐里位于

傅厚岗和高云岭的交汇处，现为露天老人活动区。规划

动静分区，提供遮阳避雨的场地，将台阶一律用缓坡处

理。紫林州场地现状软质植被较为丰富，基本没有硬

质场地和铺装，于是将其打造成社区的生态雨水小花

园，辅以生态性的景观小品和旱溪作为该场地的刻画主

题，增强社区活动交流参与度（图7）。

5 结语

上述的社区案例实践，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宏

大到小微，从粗放到精致的一种倾向。老社区景观改造

内容广泛，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公园城市的发展模式

代表着我国城市永续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定位，是坚持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实践。在公园城市理念的引领

下，社区的改造注入了更多人性光辉，绽放了更多创新

思维，开启了市民—城市—公园全新的融合关系。社区

景观的改造激活了空间景观的环境活力，提高了社区人

口的生活质量，使社区真正成为承载居民生活积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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