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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十四五”时期推进中国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的重要决策部署。
如何保证城市发展的高质量和人居环境的高品质，是新时代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风景园林学科作为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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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群的三大支柱之一，应积极服务于城市更新工作，以“生态优先、绿色引领”为学科优势引领城市更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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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在分析了中国城市更新的产生背景和战略需求后，通过阐述城乡规划、建筑、风景园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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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在城市更新的人居环境建设中的不同作用，进一步展现了风景园林专业在城市更新中的特色和潜力。在
明确了融入风景园林学科的城市更新以“绿色生态、美丽宜居、文化兼修”为三大目标，在城市单元和人居系统、
基础设施和环境品质、景观形象和生态韧性、空间物质和文化活力、管理手段和治理水平 5 个方面提出了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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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学科的城市更新路径与策略，为风景园林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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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社会治理与城市更新 / Speci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Urban Renewal

改 革 开 放 40 多 年 来， 中 国 城 镇 化 建 设

“窘境”时，西方国家率先在城市更新中关注

快 速 推 进。2021 年 5 月 11 日 中 国 第 七 次 全

人的需求和尺度，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显 示，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高 达

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5-7]，城市更新

63.89%[1]。 快 速 的 城 镇 化 释 放 了 城 市 巨 大 的

更加注重城市发展的综合效益，这同样也是

经济潜力，同时也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

当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期望。

风景园林
绿色生态
美丽宜居
文化兼修

城市更新

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肆意开发和人口集中增长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城市改

导致城市承载力超负荷，快速的城市化也带

造”到“城市更新”的反思与转型过程 [8]。不

来了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结构失衡、传统文

管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旧城改造

化遗失等诸多问题。面对城市发展中不断涌

工程，还是改革开放后，以房地产资本为首

现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如何健康地推进城市

的市场主导的旧城更新，其城市改造重点均

更新实践，不断增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城市居住条件

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人居环

和城市环境为主要任务，改造方式局限于物

境学科群的核心学科之一，风景园林学科可

质建设领域，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随

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顺应新时代改善人居环

后 , 城市改造涉及的一些深层社会问题、环境

境和重塑城市活力的发展需求，引领“生态

问题开始涌现出来，如：人口过密使社区内基

优先、绿色发展”的城市更新路径，不断满

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不合

足城乡居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需求，保证城

理的居住社区搬迁、开发建设无法构成有效

市中心改建、旧居住区改造、旧工业区改建

市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这既是新时代风景

的社区网络，出现新旧小区无法兼容等问题；

等内容，城乡规划师带头成立了现有大、中

园林师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风景园林

工厂、工业区改造、搬迁过程中导致的环境

城市改建规划研究课题组、旧城改造规划学

[9]

污染也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 。

学科发展必须面对的更高要求。

建筑
旧建筑改造
设施再利用
遗产保护

经济-社会-生态
产业-人居-环境

城乡规划
空间修补
价值重塑
政策制定

1
1 基于“建筑 - 城乡规划 - 风景园林”人居环境学科体系的
城市更新框架
Urban renew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disciplines system containing architecture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术讨论会、中国城乡规划学会旧城改建与城

传统的城市更新在大空间内做规划，往

市更新专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 [11]。在城

往是整片、整块的城区翻新，忽略了城市局

市更新理念方面，率先提出了以人居环境优

城市更新是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

部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和生态设计，无法满足

化作为城市更新的最高理念 [12]，丰富了城市

更 新 一 词 最 早 正 式 出 现 在 1958 年 8 月 荷 兰

居民对高品质、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吴良镛

更新的内涵。

海牙召开的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讨会议上，指

先生提出的“有机更新论”，强调城市更新

1 城市更新的内涵及过程

[10]

增长主义时期，城乡规划师将大量扩展

对城市已有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环境功能

讲求循序渐进的小规模整治

，这不仅需要

的土地以新城、新区的形式并入城市，同时

等的改善，是“对城市中已经或开始衰落的

规划者从宏观层次把握城市更新方向，更需

进行了大规模的、高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

区域，进行新的投资和建设，使之重新发展

对城市进行“细部描绘”，在改进住房质量、

类工业化功能区的规划安排，形成了粗放式、

和繁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效仿第

楼房外观的同时关注居住社区的环境和社会

蔓延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此种模式虽然在短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方式，

关系建设。当前中国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主

期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更新，但是也造成

采用“推倒重建”的方式来提升城市物质空

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基于国际发展趋势和中

了城市新旧城区、社会、文化的分裂及城市

间形象 。改革开放后引入房地产资本，促

国新常态发展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要高质量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已进入存量发展

成了大量的旧城更新，形成了以“土地”换

地进行城市更新，从社区到整个城市，实现

时代，如何整合修补破碎的城市物质空间、

取“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增量发展

城市生态系统、绿地系统和人居系统的健康

重塑城市生态文化体系，成为城市更新中规

模式以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为代

运行。因此，生态可持续、绿色健康与环境

划实践的重要内容。除了参与城市绿色生态

价，对土地进行了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城市

和谐的城市更新才是时代所需要和人民所向

规划、行动规划、镇村布局规划等宏观规划

建设不顾建筑密度过大、公共活动空间紧迫

往的。

外，城乡规划的研究方向已从“大规划”转

[2]

[3]

移到“小织补”[13]，如工业仓储用地的再利用，

等问题，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弱化了社会
效益，忽视了文化礼仪传承、人居情感传递
[4]

和邻里关系和谐构建等精神生产力的再造 ，

2 城市更新中的城乡规划、建筑学支撑
城 市 更 新 与 人 居 环 境 息 息 相 关。 城 乡

棚户、老旧小区和各类交通枢纽站点空间的
改善和利用等。如何更好地进行“细部描绘”，

同时使城市绿地遭到严重侵蚀。不合理的城

规划、建筑和风景园林作为人居环境领域的

如何更好地改造和利用好“剩余空间”[14]，既

市更新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引发了大众对城

三大学科在城市更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是新时代赋予城乡规划工作的挑战，也是城

市 改 造 方 式 的 反 思 和 讨 论。 在 面 对 同 样 的

（图 1）。针对城市更新中的古城保护、旧城和

市更新工作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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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更新的具体实践中，特别是反对

3 风景园林学科视角下的城市更新
风景园林学是综合运用科学和艺术手段，

大规模拆建的旧城更新实践中，建筑师对不

基础设施的更新上，如佩雷公园 [20]、福州城
市绿道 [21] 等都是经典的代表案例。风景园林

同地域、类型、风格的对象实施针对性改造，

研究、规划、设计、管理自然或建成环境的

学科在城市更新中作为一种提高绿色基础设

产生了一批经典案例和理论成果。如 1987 年

应用性学科，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宗旨，

施空间品质的重要科学支撑，可以通过风景

始，吴良镛主持改造的北京菊儿胡同的“类

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并营造健康优美人居环

园林的营建手法，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激发

[18]

。目前风景园林学科视角下的城市更新

四合院模式”、济南泉乐坊的“泉城韵味”等。

境

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注重了城市

理论和实践尚在探索之中，对于风景园林学

城市居民对绿色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更新中地域文化的传承，在文化源流上有据

科如何参与城市更新、如何支撑城市更新、

3.3 文化兼修

可循

[15]

，为城市更新工作中的建筑改造提供

如何引领城市更新的研究和关注亟待加强。

城市活力，逐渐恢复城市的自然元气，满足

每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历史文脉和内

了范例。之后，建筑设计的重点逐渐转向对

这不仅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以人为本的发

涵，风景园林学科已经成为挖掘城市文化、

旧建筑、旧工业区设施等的再利用，对于场

展理念息息相关，还能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文化内涵、展现城市文化底蕴的重要载

地活力的再激发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产生

和人居环境、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等方面发

体。因此，融入风景园林学科的城市更新将

了良性作用，如苏州河一带由旧仓库改造的

挥重要作用，使得在风景园林学科支撑下的

更加突出文化兼修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城市

艺术家工作室，由旧居住区改造的上海新天

城市更新工作朝着绿色生态、美丽宜居、文

更新方式由过去采用的“拆、改、留”转为

地，由工厂改造成的北京 798 艺术区、上海城

化兼修的更高目标推进。

市雕塑艺术中心等 [13]。建筑学在旧城区及旧

3.1 绿色生态

“留、改、拆”[22]，如北京前门大街和大栅栏
城市街区更新 [23]，逐步实现了历史文化遗产

工业产区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

城市更新的本质是进行人居生态环境的

和现代绿色开放空间的结合，让传统文化遗

所体现的价值是广泛的，包括经济价值、社

优化。无论是在山水格局的构建、绿地系统

产走进人民生活之中。城市更新可汲取中国

会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等，同时推动了建筑

的建设中，还是在生态人居环境的营造上，

传统文化，采用当代需要的形式和内容，使

改造手段由“拆”向“留、改”的转变，为

风景园林师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绿

传统文化以一种新形态、新气象出现在城市

城市更新的研究工作做出了较多的贡献。为

色与生活空间的结合。同时风景园林学科以

绿色开放空间之中，使之塑造的绿色空间成

保障城市更新工作的与时俱进，除了对建筑

服务社会大众为导向，展现出“绿色发展、开

为 具 有 时 代 性、 民 族 性、 地 域 性、 艺 术 性、

[19]

。风景园林师在城市更新

景观形象的更新外，建筑师还加强了对建筑

放共享”的内涵

的功能转换、文脉延续等研究工作，尤其是

中将城市内外的山、水、林、田、湖、草等

不符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建筑去留问题，成

绿色资源加以整合，为城市预留出生态韧性

为建筑学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的新挑战。

空间和生态缓冲空间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为

技术性和被人民喜爱的文化风景综合体 [24]，
能真正留住城市的文化和生活记忆。

4 融入风景园林学科的城市更新路径

在以往的旧城改造等过程中，一系列的

城市居民提供了不同规模、类型的绿色活动

以“绿色健康”“美丽宜居”和“文化兼

改造活动对旧城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强烈干

空间。可见，风景园林学科能充分利用城市

修”为目标，从风景园林学科角度精准把握城

扰，城区的生态环境无法支撑超出指标的人

自然生态空间为人民服务，使城市更新具有

市更新的内涵，笔者初步提出了以下 5 个方

口规模和建筑密度。同时在对历史建筑的改

“生活性”
“生态性”和“生产性”，实现经济－

面的更新路径，积极探索融入风景园林学科的

造过程中，出现了“泛文化”现象

[16]

，即追

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和表面的文化，而缺失了
对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关注，形成千篇

社会－生态的平衡。

城市更新的范式，科学提高城市更新的绩效，

3.2 美丽宜居

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图 2）。

城市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系统、

4.1 既是城市单元的更新，又是人居系统

一律的文化形象；城区内部的绿色环境和基础

社会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而其

设施未能跟上城市功能区的更迭和发展，缺

中自然生态系统和城市绿色空间所形成的绿

乏足够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垃圾处理设施

色基础设施则是人类和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生

还需要协调与周边自然的关系，共同构建一

。由此可见，在城市更

命支持系统。城市更新必须要由粗放转入精

个和谐共生的生态人居系统。城市更新工作

新的复杂性、多元性影响下需要加入更多的

细的规划模式，即从以往关注灰色基础设施

虽然是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但同样需要重

学科力量，风景园林学科作为人居生态环境

如城市管廊、道路等的更新，到重视绿色基

新建立城市与自然的有机融合关系。在更新

规划建设的核心力量，应与城乡规划和建筑

础设施的更新，这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

路径中，风景园林师要进一步强化“生态优

学科一同组建城市更新中经济－社会－生态

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方向之一。在以往大多数

先、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以城市生态空间

三者互动的关系，并在城市未来发展中发挥

成功的城市更新案例中，美丽宜居的绿色环

的保护、修复作为城市更新的基础手段，促

绿色引领作用。

境营造和生态功能拓展往往体现在城市绿色

进城市生态系统与人居系统协调。如，通过

和污水处理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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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
城市发展不仅关注城市内部空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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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统，满足徒步、自行车行驶等多种居民

的修复，重新塑造城市与自然的共融关系；通

需求，可承载城市公共生活、社会交往等多

过“引绿”实现城市外围绿色空间的渗透和

种功能，实现了“绿色”让生活更美好的愿

连接，重新建立城市与生态的物质循环机制；

景，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26]。

通过“还绿”高效利用城市废弃空间和腾退

4.3 既是景观形象的更新，又是生态韧性

闲置土地，重新恢复城市土地的生态功能。

的更新

弹性

城市单元

化
景观
形象

哪里、如何设计、服务设施有什么到如何使

开放空间的建设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 [27]。除

用和维护管理，从设计到施工，风景园林师

此之外，高密度城市的雨洪压力、空气污染、

都需要与公众及时交流，以此增强居民的归

地质灾害、地震火灾等问题不断增加，也威

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居民参与到城市更新

胁着城市安全。城市更新的目的不仅是让城

的建设和维护之中，如深圳香蜜公园在规划

市更美、更整洁，更是要重建和恢复一个具

设计营建中参考公众意见，进行参与式设计

有生态韧性和弹性调节能力的城市系统。不

以满足市民需求，培育城市的公园文化，建

仅 要“景 观 的 高 颜 值”， 更 要“生 态 的 高 品

基础
城市更新 设施

文化
活力

涵

临这样重大的公共应急事件，如何开展城市

化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面

风景园林师还需要聚焦于居民的需求。从在

[25]

生态
韧性

内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除了保障现有绿色空间，

人居
系统
人本化

“保绿”推进城市绿色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系统

精细化

环境
品质

治理
水平 智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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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活力

治理
水平

2

2 风景园林融入下的城市更新路径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renewal path integrated wi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同时施工建设接受群众

质”，风景园林师在城市更新中通过塑造多尺

迭中，不能忘记城市的文化根本。风景园林

监督，建设完成后还建立了政府－理事会－

度、多类型的韧性绿地空间，重建城市生态

学科的重要使命是延续城市文脉传统，激发

企业维护机制以保障该公园的管理和维护

系统，提高生态绩效，促进景观破碎地区的

城市文化活力，实现城市更新的文化价值。

工作。

生态修复，完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不断增

城市更新应着重保护历史建筑和街区，关注

4.2 既是基础设施的更新，又是环境品质

强城市在承受各种扰动时能够化解和抵御外

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气候特征等，

的更新

界冲击的能力，提高城市更新后的适应力与

征询居民意见，修复和营造能唤起乡愁记忆

恢复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保留如湖泊、湿

的传统景观风貌和空间场景，增强居民的地

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升人民群

地、森林等生态空间，规划城市必需的河、

方归属感。同时风景园林师应从历史文化遗

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湖、渠等蓄－滞洪设施，使城市有一定比例

产中汲取前人的哲学理念和生活态度，特别

感。这意味着城市更新将从以基础设施更新

的绿地能涵养雨水，有一定的库容能调蓄径

是对“意”的把握。以造园之意为先，之后

优化为中心、以老旧硬件设施升级为重点的

流， 建 设 由 点（雨 水 花 园 等）、 线（植 草 沟、

以具体物质形态加以表现，创造出属于当代

发展方式，变成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活质量

明沟等）、面（湿地、河、湖等）组成的雨洪

的文化景观。
“意”为引领，以画入景，实现

为导向的城市环境品质综合提升模式。因此

调节系统，维系和增强城市生态调节功能。

文化与景观、人与自然的融合。如苏州狮山

要以“高质量环境创造高品质生活”为指引，

如美国纽约市与风景园林学科研究团队合作，

公园山、水紧密相依，如同八卦图盘，不仅

防止城市更新中的建设形成急于求成、盲目

配合雨水桶赠送计划、绿色街道建设、史泰

传承中国山水意象精神，还与城市发展的新

设公众乐享之园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目的，是推动解决

[28]

求新之风，要重新树立“品质优先”的原则，

登岛蓝飘带等方法技术

，加强了纽约市绿

导则及当代生态可持续概念相契合，以欣欣

适度包容城市剩余空间。在实践过程中，风

色基础设施建设，此举措不仅使纽约市免遭

向荣的姿态实现了传统和现代园林文化的交

景园林师可通过“绿更新”“微更新”“巧更

洪水侵袭，还利用街道旁的植物浅沟、滞留

融 [29]。风景园林学科引领下的城市更新将构

新”等策略，对城市原有的灰色基础设施进

池、雨水花园等绿地进行景观设计，让城市

建“文化 + 城市”“文化 + 风景”的混合发

行改造，让城市道路成为林荫道，将城市的

更新所建设的绿地空间具有生态、景观双重

展模式，将文化力量注入城市更新实践，在

人工排水管网逐渐转换为由湿地、公园、草

功能。

文化传承中容纳新兴的城市功能，从而激发

沟 等 组 成 的 绿 色 网 络； 通 过 建 设“微 绿 地”

4.4 既是空间物质的更新，又是文化活力

城市发展的活力。最终通过城市更新，挖掘

的更新

和重塑城市的人文精神内涵，全力打造更具

“口袋公园”“社区花园”等，营造或改善更
多的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例如，成都利用绿道串联不同的景观资源，

形成的特有历史脉络和文化印迹，是城市文

4.5 既是管理手段的更新，又是治理水平

如自然生态节点以及历史人文节点，为市民

化气质的重要体现。城市更新可以让城市物

的更新

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活动场所，并带动周边产

质 空 间 以“旧” 变“新”， 可 以 让“脏、 乱、

业，激发城市活力。同时绿道修补了城市慢

差”变成“洁、净、美”，但在空间物质的更

温度、更有情怀的城市人文环境。

城市更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也
是推动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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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若要实现城市有机更新的常态化，
先要打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政绩导向的
传统城市治理模式，然后建立以风景园林、
城乡规划、建筑、生态、交通等多专业和学
科为支撑的城市绿色综合治理平台。政府部
门可从城市空间政策规范化、城市管理系统
化、人民服务精细化 3 方面入手，做好顶层
设计，切实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的管理工作，
并建立“使用者—管理者—设计者—营造者”
的 4 方传导体系，利用多方力量共同探索城
市更新的新模式，最终实现在城市更新中城
市治理水平和管理手段的提升。

[2021-07-1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202105/

[27] 李雄，张云路，木皓可，等 . 初心与使命：响应公共

t20210510_1817183.html.

健康的风景园林 [J]. 风景园林，2020，27（4）：91-94.

[2] 种颖 . 城市更新中生态环境建设的问题和策略研究 [J].

[28] 姜丽宁，应君，徐俊涛 .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的城

现代城市研究，2013（12）：84-88.

市雨洪管理研究：以美国纽约市为例 [J]. 中国城市林业，

[3] 张春英，孙昌盛 . 国内外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研究与启

2012，10（6)：59-62.

示 [J]. 中外建筑，2020（8）：75-79.

[29] 苏州狮山公园 [J]. 城市建筑，2018（6）：76-83.

[4] 陶希东 . 中国城市旧区改造模式转型策略研究：从“经
济型旧区改造”走向“社会型城市更新”[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22（4）：111-116+124.
[5] 李建波，张京祥 . 中西方城市更新演化比较研究 [J]. 城
市问题，2003（5）：68-71.
[6] 方可 . 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J]. 城乡规划
汇刊，1998（1）：59-61.
[7] 沈清基 . 旧城更新与生态建设 [J]. 城乡规划，1996（5）：
46-49.
[8] 黄健文，徐莹 . 从“旧城改建”到“三旧改造”：对
我国旧城改造的历程与相关称谓回顾 [J]. 华中建筑，2010
（11）：146-147.
[9] 阳建强 . 我国旧城更新改造的主要矛盾分析 [J]. 城乡规

5 结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中国城市规划建设正由增量模式转
化为存量模式，城市更新的发展也逐渐从高

划汇刊，1995（4）：9-12.
[10] 吴良镛 . 从“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北
京旧城居住区整治途径 ( 二 )[J]. 建筑学报，1991（2）：7-13.
[11] 石楠，李百浩，李彩，等 . 新中国城乡规划科学研究
及重要论著的发展历程（1949—2009 年）[J]. 城乡规划学刊，
2019（2）：24-29.

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城市更新已经成

[12] 邹 德 慈 . 中 国 现 代 城 乡 规 划 发 展 和 展 望 [J]. 城 市，

为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提升城市品质及居民

2002（4）：3-7.

生活质量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作。当

回顾 [J]. 城乡规划，2020，44（2）：9-19+31.

[13] 阳建强，陈月 .1949—2019 年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与

前风景园林学科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人居

[14] 刘德聚，洪再生，赵立志 . 城市剩余空间认知及其调

环境优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促使着

[15] 赵斌 . 我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建筑类型学的重新解读 [J].

城市更新方式由过去的“拆、改、留”朝向
“绿色生态、美丽宜居、文化兼修”转变，不
断支撑和服务城市更新。融入风景园林学科
的城市更新将更加注重城市发展内涵，更加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重视人居环境的改
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过程中，风景园
林学科也将进一步顺应新时代要改善人居环
境和重塑城市活力的发展需求，与其他学科
相辅相成、协同支撑，让城市的规划建设实

整策略 [J]. 城市发展研究，2018，25（7）：90-96.
现代城市研究，2012，27（1）：59-63.
[16] 王纪武 . 地域城市更新的文化检讨：以重庆洪崖洞街
区为例 [J]. 建筑学报，2007（5）：19-22.
[17] 黄桂林，许如意，谭兆秋 . 城市发展中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J]. 科技和产业，2020，20（4）：
14-19.
[18] 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 高等学校风
景园林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3.
[19] 杨滨章 . 建设美丽中国与风景园林学的使命：关于风
景园林学发展的政治学思考 [J]. 中国园林，2018，34（10）：
61-64.
[20] 张文英 . 口袋公园：躲避城市喧嚣的绿洲 [J]. 中国园林，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2007（4）：47-53.

实现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等综合价

道建设的实践和思考 [J]. 福建建设科技，2017（2）：39-

值，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城市更新的成果。

[21] 王文奎 . 山水城市绿道网建设的探索：福州市城市绿
43.
[22] 许璇 .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新世纪
以来的上海旧区改造与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J]. 上海党史与
党建，2019（2）：34-38.

致谢 (Acknowledgments)：

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研究生王维奇同学在论文资料
收集和文件整理过程中的辛苦工作。

[23] 高富丽，王成芳 . 不同更新模式下的传统商业街更新
对比研究：以前门地区两条商业街为例 [J]. 住区，2021（1）
：
18-26.
[24] 张兵，白杨，丁戎 . 论风景园林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
积极作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思考 [J]. 中国园林，
2017，33（1）30-3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25] 孙逊 . 城市公园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深圳香蜜公园
为例 [J]. 中国园林，2018，34（S2）：5-10.

[1] 国家统计局 .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26] 姚岚 . 城市双修视角下的成都绿道研究 [J]. 现代园艺，

室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R/OL].（2021-05-11）

2019（11）：140-142.

46

图片来源 (Source of Figures)：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编辑 / 李清清 王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