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瞰滴水湖。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远眺苏州河黄浦段外白渡桥及外滩源。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海派风情博览带：有内容有记忆有活力
苏州河黄浦段重点聚焦“亲水”“开放”开展提升改造

南苏州路 198 号。以往，这是老司机才熟稔

的门牌———这个始建于 1948 年的加油站，是新

中国最早的国营加油站， 曾被冠以 “中国第一

家”之名。 如今，伴随着苏州河黄浦段岸线贯通

提升，这个加油站时常在众多社交媒体“出圈霸

屏”。 油，继续加着，但样貌已焕然一新。

初秋的落日余晖， 透过苏州河北岸的上海

邮政大楼，不多不少，满铺在加油站二楼咖啡馆

的观景平台上。 金祖贤轻轻抬手比划了一下，

“满意”二字悄然滑过其脸颊。

金祖贤， 苏州河南岸黄浦段贯通提升工程

中交三航局项目现场负责人。 这位此前参与建

设了黄浦江岸线公共空间贯通工程的 “老法

师”，对于苏州河旁的“精雕细琢”情有独钟。 近

两年时间里， 他每天都在黄浦段 3 公里岸线内

往返数次， 对每一处亮点如数家珍： 最美加油

站、樱花谷、苏河驿站、乌镇路桥、水文站观景平

台……就拿这个加油站来说， 二楼咖啡馆从没

正儿八经落座，但每每站上露台，老金心里是满

满的得意。

3 公里内的亮点，无法一下子穷尽，但老法

师口中念兹在兹的“琉璃水磨石”成了贯穿其间

的“主线”。

是的，琉璃水磨石，一项几近失传的工艺，

却在苏州河黄浦段被放大，被延展。 老金说：要

将这些自带时光刻度的琉璃水磨石砖， 铺出人

民城市最美最亲切的滨水岸线， 书写 “上海辰

光、风情长卷”。

有记忆，独特铺装营造海
派风情博览带

苏州河黄浦段，东起外白渡桥、西至成都路

桥，岸线总长约 3 公里，是苏州河岸线上海中心

城区段的重要门户。 在“一江一河”总体规划框

架下，苏州河黄浦段锁定“亲水”“开放”两个关

键词，重点开展岸线提升和景观改造设计。

“上海辰光、风情长卷”是其总体设计理念，

强调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相融， 在沿河公

共空间中打造一条“有内容、有记忆、有活力”的

海派风情博览带。

“琉璃水磨石”是整段岸线中最为明显的统

一视觉要素。作为建设施工方负责人，老金聚焦

的是：不仅好看，而且实用。 他说，加工过程中，

将琉璃碎片嵌入水磨石， 不仅能点缀单一的砖

面色彩，美化视觉，且在制作过程中，强调让琉

璃片凸于水磨石表面 ， 就能带来丰富的触

感———铺装防汛墙面时， 更为立体； 铺装地面

时，增加了摩擦系数，能有效防滑。

3 公里岸线内， 靠近陆域面积的铺装以橘

色暖黄色等为主 ， 亲水区域的则更接近蓝绿

色。 这样的“琉璃水磨石”，从人行道像素化铺

装一直延展到防汛墙 ， 通过颜色渐变暗示功

能，与滨水景观相一致 ，也形成了有梯度的水

岸视线。 远远望去，打造出一种具有典雅马赛

克效果的艺术景观带。 “拥有百年外滩、万国建

筑博览群的黄浦区，琉璃正是其众多建筑细部

特质之一”，设计师表示：以这样的手法，放大、

突出 、 延续了苏州河黄浦段岸线的独特文化

性、历史感。

有内容，在每个小尺度空
间找到“最妥帖”

还是回到“最美加油站”。

它位于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岸段， 经过改

造，老旧的建筑外观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折扇

造型的巨大钢结构框架与玻璃立面， 从而有了

通体透亮、简约时尚的表情。

楼下加油站采用悬挂式加油机， 让人耳目

一新。二楼空间和室外露台，让人们可以一边品

尝咖啡，一边欣赏苏河美景。 特别是其周边，通

过拆除废弃道班房，腾挪出了新的观景平台和公

共休憩空间。这里的坐凳造型也与加油站外形结构

相投契，以简约钢结构辅以防腐木。一旁，还新建起

一个“同款”建筑———苏河驿站，被赋予社区党群

服务站点的功能。两个建筑周边，以种植樱花树林

相勾连。

据设计方介绍， 整片区域通过物理建筑的架

构，绿植的营造，嵌入亲水景观平台、休憩空间、健

身步道等，充分展现出“山水人城相融”新画卷，形

成可漫步、可休憩、可停留、可观景的滨河新空间，

不仅在每个小尺度空间实现“最妥帖”，也集纳成

苏州河边一个门户性、标志性的景观空间。

目前苏州河黄浦段 3 公里岸线分为：东段“苏

河之门”（外白渡桥-河南路桥），中段“苏河之眸”

（乌镇路桥-河南路桥），西段“苏河之驿”（乌镇路

桥-成都路桥）。 岸线空间各具特色、体验丰富。

同样，紧挨着外白渡桥，在原有水闸基础上，

抬升观景平台，在同一个空间内打造滨河步道、健

身场地、观景平台之间的错层与连通，增强各空间

的可达性。 观景平台之下， 通过绿植和雕塑的构

筑，打造出桥堍旁的景观草坪和最美花园。坐在花

园内舒适的长凳上， 人们可以与小尺度马路对面

的外滩源保护建筑相望，也可以直面外白渡桥，看

车来船往。

有活力，做“厚”滨水生活区
域放大软实力

横跨苏州河的乌镇路桥，曾让周边居民“喜欢

不起来”，因为缺一个桥面通道或桥下过道，咫尺

距离，居民却需要“绕桥而行”。

临水不亲水，就这样“卡”住了市民与滨河岸

线的互动。

此次贯通，乌镇路桥彻底改造，重建了部分结

构，在桥下空间新建了下穿景观人行步道，完成了

苏州河岸线连续性、体验性的空间塑造，提升了公

共空间品质。 这个线性桥洞还提出 “穿越海派风

情，桥洞文化驿站”的设计理念，增强水岸空间的

景观整体性，强化漫步空间的亲水感受。

苏州河黄浦段整体空间改造中， 通过降低防

汛墙、抬升临河步道、利用沿河建筑物等多种方式

对防汛墙进行改造，确保 3 公里岸线有 80%以上

的沿河区域都能看水、亲水，享受滨水城市生活。

其间， 因地制宜分布设置了一些造型独特的景观

小品和游憩设施，如特色凉亭、树池、特色景墙等，

形成一个个可停留、可休憩的节点。

“贯通只是第一步”， 金祖贤继续忙活着。 他

说， 已陆续启动相关岸线的品质提升工作， 结合

旧区改造及城市更新， 进一步推动沿岸公共空间

向腹地延伸， 做 “厚” 可亲近的滨水生活区域。

黄浦区建管委介绍， 在后续优化过程中， 将对苏

州河沿线艺术策划及文化故事进一步挖掘， 进行

专项设计， 让这条 “风情长卷” 真正承接人文脉

络、 协调周边环境 、 凸显地区风格 ， 让生活融

入、 使文脉接续， 不仅成为市民宜业、 宜居、 宜

乐、 宜游的好去处， 更将苏州河沿岸建成城市文

化、 生活、 生态功能集聚， 公共活动丰富的示范

区域， 既亲民、 便民、 惠民， 也成为提升城市软

实力的承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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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领区建设书写靓丽青春篇章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浦东新区昨

天举行“区委领导与青年英才面对面”座谈会。 与会青年代表

表示，将珍惜时代所赋予的机遇使命，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干劲、闯劲，积极投身浦东新一轮改革发展，为引领区建设书

写更靓丽美好的青春篇章。

2021 年“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及提名奖获得者，浦东

新区优秀青年企业家、上海市科技青年 35 人引领计划等优秀

青年代表，以“建功引领区，青春有我”为主题分别作了现场发

言和书面建言。青年英才们表示，引领区建设的大幕已全面拉

开，身处浦东这片改革开放热土，倍感荣幸，也深知使命在肩。

他们分别围绕机制改革、技术创新、人才吸纳及培育等方面深

入交流和建言献策，希望浦东能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以开放

包容的姿态汇聚全产业链的青年才俊， 持续打造青年人才高

地，营造最优人才生态圈。

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出席并与青年英才

代表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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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逐渐“熄火”，小长假即将来临。不少市

民或正筹划中秋期间的外出或聚会等活动。 上海

市健康促进中心昨天发布过节提醒 “防六条”，呼

吁广大市民牢记防护，人月两团圆，健康过中秋。

“三个做好”不能忘

■ 做好个人防护 规范佩戴口罩，乘坐地铁、

汽车、火车、飞机等较为密闭的公共交通工具时或

者前往人员密集场所时，应全程佩戴口罩，服从、

配合各项防控措施。随时做好手卫生，尽可能少触

碰公共物品；餐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等要及时、

规范洗手； 在彻底清洁双手之前， 不要用手触摸

眼、口、鼻。注意不聚集、不扎堆，保持 1米以上社交

距离。

■ 做好假期规划 如果出行， 建议选择市内

或近郊，应避免不必要的跨境旅行。 国内出行要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如果相聚， 注意控制人

数，尽量错峰安排，并选择通风、清洁的位置就座，

两人以上共同就餐应使用公筷公勺。

■ 做好健康管理 如果出行， 要注意记录行

程，做好健康监测，如有发热、干咳等可疑症状，应

就近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时就诊， 并主

动告知旅行史和接触史。如果在家，提醒慢性病患

者要注意定时监测血压、血糖等指标并做好记录；

谨遵医嘱规范用药，切勿擅自换药、停药或减少用

量；践行清淡饮食、适量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

“三个注意”需牢记

■ 注意饮食卫生 在家做饭时，生熟分开，定

期对餐具消毒；少吃或不吃剩饭剩菜，如需食用应

彻底加热。 外出就餐时，注意食物的新鲜程度，不

喝生水，不食用未清洗的瓜果、蔬菜。外出旅游时，

结合自身情况品尝当地美食，避免暴饮暴食，或因

饮食不习惯造成的胃肠道不适。

■ 注意劳逸结合 居家休闲，注意劳逸结合，

网上“冲浪”“刷剧”不要过度，保证充足睡眠。体育

锻炼，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过度运动、热身不足

等造成运动损伤。

■ 注意天气变化 进入秋季， 早晚与午间温

差较大，要适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外出旅游，需

注意目的地天气情况，可适量携带一些常用药物，

以备不时之需。市健康促进中心提醒市民朋友，牢

记“三个做好”“三个注意”，共度美好假期。

南汇新城：“海湖韵”展现滨海城市活力
台风过境后的第二天， 记者赶到位于

临海新片区的南汇新城，却惊喜地发现：这

里的小区、路面没有积水，雨水还能通过缓

慢的净化过程流入滴水湖，形成生态闭环。

经过五年多的建设，这里作为国家海绵

城市试点区域的建设任务已经完成，海绵型

小区、海绵型公园、海绵型道路等设施的建

成，正使得南汇新城“会呼吸、有生命”。

作为临港新片区的主城区，到 2025年，

南汇新城将初步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核心承载

区，初步建成“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

合、宜业宜居”的链接全球、辐射长三角的独

立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初步建成令人向往

的“东海明珠”和新城建设的标杆典范。

两大示范样板区规划出炉

随着《南汇新城“十四五”规划建设行

动方案》的推进，南汇新城正全面打造独立

的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 新出炉的城市航

站楼枢纽周边地区、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

等项目的城市设计成果令人眼前一亮。

这里的城市航站楼枢纽地区， 将打造

成为集国际中转服务、 免税购物消费与体

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天空会客厅”。 特殊

政策区具备顶级免税购物、 高端离岸医疗、

特殊商品交易、国际组织总部、跨境商贸、离

岸金融保险等创新功能， 城市区以公共服

务、商业配套、国际社区等配套功能为主。

城市航站楼枢纽在融入滴水湖周边整

体空间肌理的同时，又突出地区的标志感，

地标建筑将呼应南部的荣耀之环和环湖绿

带，形成引领临港新片区发展的核心区域。

同时，这里将打造立体、活力、互联的地下

空间和低碳先锋体验的生态城市， 创新监

管模式，构建弹性适应空间。

随着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址的

开工建设， 滴水湖畔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控制规划成果已得到批复， 目前正在精

细化城市设计的基础上， 从控规层面走向

建管和实施层面， 区域内的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永久会址、顶科公园、首发实验室等

方案均已确定，道路建设有序推进，未来将建

成以数字孪生、立体复合、绿色低碳、智慧场

景、韧性城市为特征的科学家社区。

营造融通世界的新城意象

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本市“十四五”加

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总体城市设计要注重城市色彩、天际线、公共

空间、建筑风貌的整体塑造，强化空间品质的

整体性、 系统性、 协同性。 南汇新城根据空

间发展的特质，给出了“海湖韵”的方案———依

托“海湖”独特资源优势，构建从沿海到内陆、

从气势磅礴到舒朗开阔渐次过渡的风貌格局，

促进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未来的多元交织，营

造融通世界、先锋未来的新城意象。

正值 9月，观星爱好者孟丹与好友再次相

约南汇嘴，耳畔是海浪拍打海堤的动人旋律，利

用手机应用的虚拟连线，可以在星星之间绘就

清晰的星座图案。 这样的美景在市区难得一

见，在南汇新城却有多种选择方案。在网红打卡

地上海天文馆一旁，全市最大的海绵公园“星

空之境”提供了名为“星毯”的休闲观星区，能

露营观星，还设有星空剧院与观演草坪。

而围绕滴水湖的二环城市公园已完成绿

道体系整体贯通，2 公里公园带内绿树成荫、

河流相连， 共有 8 处各具特色的小筑节点分

布其中。 公园与周边相邻社区和开放空间紧

密相连， 河流切分的各个地块呈现出不同的

风貌和特色。

目前南汇新城的重点工程正有序建设，

黄日港楔形绿地项目开工， 推动临港自来水

厂、东引河、环湖 80 米景观带、绿丽港楔形绿

地公益林等生态项目建设，新增水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约 180 公顷。

以滴水湖为中心，“一湖、四涟、七射”的

蛛网式水系，构筑成“湖畔会客厅”，刻画出南

汇新城的城市肌理。 7 座环湖景观桥设计包

含了七大洋水系的地理、生态和文化特征，与

环湖景观带相融合。 湖畔的桥梁、河道、楼宇

景观照明亮化工程及临港金融大厦灯光景观

启动集中建设。 滴水湖中国名家主题雕塑园

也已点亮，成为融合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与自

然之美的“24 小时户外美术馆”。

赋予人才引进的开放通道

开放，是南汇新城最为鲜明的特质，作为

临港新片区的主城区， 这里的制度创新稳步

推进， 国家、 市、 管委会累计出台各类政策

190 多个，今年已落实《上海市推进浦东新区

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行动方案》的任务分工，完成《促进智

能网联汽车和车联网数据跨境流通操作指

引》，并同步完成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服务管理

系统的开发和测试。

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 它同样赋予人才

引进的开放通道。 依托临港新片区的制度创

新优势，南汇新城已出台多项吸引人才举措，

如缩短“居转户”年限、为高技能低学历人才

提供落户等。今年上半年，这里累计人才引进

落户 639 人，留学人员落户 27 人。“我们的想

法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是新城建设发

展需要的人才， 专业技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

认可，就可以给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处副处长杨武说。

一座新城要留住人， 完善的基础设施配

套是关键。作为上海“五个新城”中底子较薄

弱的一个， 南汇新城正在努力补短板、 填空

白。刚刚过去的教师节 ，南汇新城60家成员

单位共同启动教育发展联盟 ；今年 ，上海师

范大学附属浦东临港中小学、建平临港中学

也将开办；上海中学国际部浦东教学点延伸

至临港办学，共13所新开学校基本实现高起

点办学。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处处长王炯

彦说，已经定下“社会事业适度超前于城市建

设”的方针，“十四五”时期将在教育、医疗、养

老等领域全面发力。比如在教育方面，南汇新

城还将分步分批新建至少 39 所学校。临港新

片区将推动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模式、资源等

的引进， 加快提升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及对内

对外开放水平。

2020 年， 临港新片区新增商业面积 15

万平方米，百联临港生活中心、蓝湾天地、港

城广场等多个商业综合体全新亮相， 未来还

将新增两座商业综合体———临港万达广场和

爱琴海购物公园。

夜幕降临，滴水湖旁，上海天文馆在悠扬

的乐曲声中亮起华灯； 不远处， 海昌海洋公

园，动感与活力的光束穿透天际。 南汇新城，

上海东南角的这片热土，彰显着青春与活力，

诠释着温情和幸福。

■聚焦上海“五个新城”建设

不断锤炼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上接第一版）在实干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

骨、长才干。 坚持干干净净，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要把牢政

治标准，强化实践锻炼，创造良好环境，加快

培养一支可堪当大任的年轻干部队伍。

会议指出 ， 要按照栗战书同志讲话要

求， 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牢记使命重托，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 深入推动国家战略落地。 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 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持续

用力， 在落实 “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上布

局发力，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持续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 更

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 在提供高水

平制度供给、 增进人民福祉、 推动执行力建

设上有更大作为。

会议指出， 要按照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

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和汪洋同志讲话要

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

上海政协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更好发挥人

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推动中央和市委

决策部署有效落实。 要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决策程序， 把党领导的政

治优势、 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推

动城市发展的治理效能。

会议指出，中秋、国庆节日将至，要毫不放

松、持续抓紧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把各项措施落

实落细落到位。 增强风险意识，持续查漏补缺，

加强督促检查，力戒麻痹松懈，及时堵塞漏洞、

补好短板、防患未然。完善重点岗位人员疫情防

控指南，加强健康监测和管理措施。持续引导市

民做好主动自我防护、主动接种疫苗、主动就医

问诊，让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要”成为自觉

行为。更加关心关爱基层一线防疫同志。要严格

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杜绝“节日腐败”，

持续巩固风清气正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