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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贯通，理解母亲河的新起点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苏州河两岸贯通开放，近日发布了新的进展内容。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它曾是中国民族工业发源地和集聚地之一，承载了
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

重构苏州河的空间，与黄浦江是否有所区别？年轻人对这条河流还存有怎样的历史感觉？带着种种期待，记者重走苏州河
沿岸，思考一个问题：空间的通畅，能否让河流的内涵与文化记忆也通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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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市民就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献计献策，案例见 7 月 1 日第 13 版《从无障碍环境开始，让城市更有温度》，回响见今日第 11 版。意见和建

议请发邮箱：shjianweizhizhu@163.com。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狭窄而割裂的空间

九曲十八弯的苏州河横穿上海，通往长三
角腹地。曾经密密麻麻的货船已经消失，污浊
发臭的历史已成过去。而今，几经变迁，它即将
迎来新的贯通规划和空间重塑。

本报记者沿苏州河行走，历时 8 小时。询
问沿途市民，对苏州河贯通有什么期待时，大
家不约而同提及：它和黄浦江不一样，狭窄和
零碎， 未来它的贯通， 最好也与黄浦滨江不
同。

在苏州河边行走， 更像一场探索者的游
戏。从外白渡桥开始，东段的苏州河沿岸空间
基础不错，岸边绿化茂盛，道路平整。

狭窄有狭窄的趣味。建筑与河道彼此之间
只够双向单车道、人机混行。一旦汽车飞驰，行
人就得紧挨着建筑外立面———这种空间体验
有别于开阔的黄浦江， 视线难以一眼望到尽
头，反而增添探索的好奇。

“苏州河啊，水有啥好看的，好看的是两边
的建筑呀。” 一位正在散步的中年阿姨用上海
话说道，“这里走走很有趣，我希望未来如果打
通，还能保持有趣。”

她指的有趣， 是苏州河边的健身步道，位
于高高的防汛墙与绿化带之间。步道有些地方
极其狭窄，窄到只够 1 人通过，有些地方组成
微型的亲水平台，时不时有人坐在平台栏杆处
发呆。步道几乎半封闭，与道路基本脱离，犄角
旮旯处难以察觉。不好的地方是，一路总能看
到吃到一半的外卖、烟头和空塑料袋躲在某个
角落。

窄宽错落之外，步道全程高低不平，大半都
是上上下下的阶梯。伴随阶梯的起起伏伏，几乎
每一次脚下的迈步，都能望见不同的天际线。

如果沿苏州河步道健身，那是一场与重力
的长久对抗，长跑+爬楼梯，这样一种马拉松体
验，估计全上海独此一家。

一路向西，河岸呈现不同风貌。时不时穿
过桥洞，跨过绿化。空间体验上的零碎，并不
是铺桥筑路这种物理上的贯通就能抹平。有
桥就意味着有上下路线的选择， 有内外空间
之别。

中段，河道 3 个大湾更显复杂。中远两湾
城，作为闻名上海的巨型小区，直接附着在苏
州河之上，让河道成为小区封闭式内景，几度
引起争议。而现在，小区门卫不会阻拦外人进
入，理论上已经开放，只是步行者需要从河边
转弯，走一段腹地，进小区大门，才能再度寻回
河岸线。

居民住宅讲究封闭与安全，而河岸空间倾
向公共与开放，这对矛盾一直是苏州河贯通的
难题，如何解决，恐怕需要留给未来的微更新
项目、社区协商与自治平台。

黄昏时，恰好走到长宁区的苏州河景观步
廊。双向 3 车道以上的长宁路，为沿岸建筑提
供了良好的退线空间。精心设计过的景观步廊
其实只有普通上街沿的宽度，但是风景尤其优
美：河边高高的行道树终于不见，这一段苏州
河，树木不再代替人眺望河水，与视线齐平的
曲线性栏杆错落有致，不仅时尚，还留下几处
可供休息的座椅。

太阳落山，附近 3公里内的居民几乎鱼贯
而出， 向河边聚集。 景观步廊到处是散步、夜
跑、聊天的人群。亲水空间在此处终于发挥应
有的价值。北岸灯带闪烁，夜晚的河边成为热
闹的休闲空间。

一路走来，苏州河复杂狭窄的空间令人印
象深刻，但更让人牵挂的是，苏州河独特的历
史文脉如何在天然割裂的空间中传承。

工业厂房的激活

生于 1981年的刘毅至今印象深刻， 小时
候父亲骑着自行车载他经过苏州河，恶臭迎面
而来，他需要一直捏着鼻子。

长大后，他依稀意识到，苏州河是上海民
族工业的摇篮之一，临河一度厂房林立，但更
具体的历史所知不多。

2000年，艺术家丁乙，也是他的老师，找到
了一间正对苏州河的厂房作为画家工作室，把
他叫去帮忙。他才发现，河水已经不臭了。

薛松和丁乙是第一批看上苏州河厂房的
艺术家。本世纪初，他们一直想在市中心片区
找一间高高的、宽敞的工作室，当时正逢河边
工厂的搬迁大潮，留下大片空房，看遍南岸、北
岸后，最后相中了莫干山路。

从此，原本的上海第十二毛纺厂车间成为
画廊，技术科办公室成为工作室，而工人浴室
成为创意商店。

薛松还记得，刚刚搬进去时，路边时常看
到煤渣。周边的厂子倒闭不久,对外租赁，隔壁
邻居大多是小作坊式的服装厂、印刷厂，到了
午饭时间，工人们排队在桥上过河，或者三三
两两走出厂门。

后来， 薛松的经纪代理人劳伦斯来了。劳
伦斯作为经纪人，把国际艺术圈的人纷纷带了
进来，当代艺术的中外交流就在上世纪末的上
海开始了。

几位画家共同记得，当时苏州河边的厂房
一片安静，几乎无人关注，和出租车司机说要
去莫干山路 50号，对方说不知道怎么走。他们
自己也未曾想到， 后来这里就叫 M50创意园,

一批批艺术家跟随他们的脚步搬了进来，直到
如今，已是上海当代艺术云集的殿堂。

刘毅坦言，作为 80后，受到的历史教育一
直比较宏观。鲜活的城市史、地方史还是在来
到 M50之后才开始感兴趣。如今，作为大学艺
术学院的教师，他自己也在 M50租了一间 100

平方米的工作室，供学生们学习、展览、交流。

去年起，为响应创意园的活动，他组织学生们
为创意园的各栋建筑墙创作公共壁画，俗称涂
鸦。但他的要求是，作品必须符合 M50的风格，

需要与历史对话。

这群 90后学生此前一直以为 M50就是艺
术创意园，查了资料才发现，原来创意园建于
上世纪 30年代，原为信和纱厂，是中国民族轻
工业的摇篮。

在上海城市的功能布局中，近代工业的兴
起和发展由东西两个片区组成。向东,沿着黄浦
江；向西,沿着苏州河，由此形成沪东工业区、沪
西工业区。沪西工业区以苏州河为中心，上海
民族资本的面粉工业、 纺织印染工业沿河兴
起，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莫干山路工业区就是其中之一，处于苏州
河的袋角，地形犹如一个半岛。近 1个世纪里，

这里的建筑格局几经变迁，从复杂有机的生长
机理中可以读出不同时期的历史轨迹。

厂房经历了民族资本—公私合营—国有企
业，名字从信和纱厂、上海信和纺织厂、第十二
毛纺厂到上海春明粗纺厂。而如今，它是上海苏
州河畔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工业区， 建筑形态
覆盖了 20世纪 30年代到 90年代的各种类型。

学生们在纺织博物馆里看到了棉纺厂的
老照片。于是涂鸦作品中，出现了身着工作服
的女工。有人把创意园现成的铁门直接画成怀
旧搪瓷杯。有一位学生异想天开，画了信和纱
厂的工人正在指挥路口交通。

历史的壁画，与现在的时空交替。“公共艺
术不单单为了好看，还要有意义。对于城市来
讲，历史文脉是一种美，一种乡土共鸣和归属

感。”刘毅说。

效果也很好。尤其是一些老外，有的特地打
电话问创意园，这些壁画能否拍照、壁画是什么
含义……

小心翼翼地控制新旧比例

黄薇在 M50创意园工作了 11年， 对哪一栋
楼曾经用作什么，有过哪些艺术家如数家珍。

如今，大家尤其珍惜这片厂房。租户中不乏
10年以上的老店。第一批进驻的薛松等人，在 20

年后，工作室还在，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相比于其他艺术区，从艺术家入驻到租金高
涨后过度商业化、高端化，最终赶走了原创和艺
术，M50仿佛一方净土，依然面貌如故。据统计，

这里 30%为画廊，30%为复合新型空间，30%为艺
术家工作室，再加上一些餐饮配套。

在 20年的发展中，每每看到城市日新月异，

苏州河岸的工业建筑渐渐减少，艺术家们是不安
的，随时准备好撤走。直到去年，得知苏州河贯通
规划，其中 M50获得市级层面的重视，始终惴惴
不安的艺术家们终于放下了近 20 年悬着的心。

于是，近期不断有工作室重新装修，各种中外艺
术交流活动越发频繁。

采访时， 于 M50处断头的苏州河岸正在打
通施工中。楼上的租户打开阳台的门，望着河水
和工地， 用期待的口吻说：“本来我这里地理位
置最不好，创意园最里面，现在反而成为最接近
河水的景观带。可以想象未来贯通以后，北岸的
人能够直接走到 M50, 我们不再是文化孤岛，多
好呀。”

如今的 M50渐渐成为网红打卡点，参观者以
年轻人居多。黄薇期待的是，未来的苏州河可以
像法国的塞纳河， 成为闻名全球的艺术空间。当
一座城市，有一条布满艺术生命力的河流静静流
淌，它一定会吸引全球旅客，充满文化魅力。

也因此，所有被采访的艺术家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担忧和期盼———但愿这里的空间贯通后，依
然能保留沧桑的历史感、工业感，能小心翼翼地
控制新旧之间的比例。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明洁对
此颇有同感。 尽管华师大位于苏州河的西端，但
她常常去 M50看展，或者学术交流。她随意列举
了几个苏州河岸的老建筑：除了面粉厂、纺织厂，

还有美查制酸厂（后改名为江苏药水厂）等外商
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批化工厂。上海啤酒厂，邬达
克为它设计了厂房， 如今成为梦清园的保留建
筑。恒丰路桥一带，曾经福建商会在此集资办桥，

外国人在上海举办赛船总会等。而如今的南苏州
河路 1305号，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文物遗产保护奖”。

她坦言，尽管华师大、华政两所大学紧挨苏
州河，但如今的大学生，几乎不怎么了解苏州河
的历史。去年，她策划的改革开放 40 年展览中，

展出陆元敏拍摄的苏州河历史照片，请学生观看
纪录片《一个叫做家的地方》等，年轻的学生们，

不管来自本地还是外地，都无一例外表示极大震
撼和惊讶———

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苏州河曾经遍布运粪
的船只，原来苏州河是一条如此有历史印记的河
流，原来上海城市曾经这样走过……

人的激活、日常活动的营造

上海历史学者苏智良， 因为四行仓库的研
究，与苏州河结下不解之缘。

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位于光复路，紧贴苏州
河。建筑建于上世纪 30年代，主要用于堆放银行
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等，是当时苏州河沿岸规模
较大、结构坚固的仓库建筑。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为保证军需供应，在仓
库北、 西圈地约 30亩设立 “上海特别市中央市
场”，成为上海集中经营蔬菜、水果、猪肉、腌腊、

南北货、禽蛋、酒业、筋粉、酱菜、药材、柴炭等批
发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四行仓库交付给上海市
商业储运公司做仓储使用，一度成为国内最大的
文化用品专业市场。

在苏智良等学者呼吁下，2014年 4月， 这栋
一直伫立在苏州河沿岸，默默诉说着城市抗战苦
难历史的建筑， 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启动了修缮。

剥除加盖的漆面后，四行仓库终于露出原本
的面容，尤其是西墙，抗战时的弹孔在墙上留下
无数个洞，弹孔的原始形态被保留下来，所有参
观者直面弹孔墙时，无不感到震撼。

如今， 在原址西侧重建的约 4000平方米上
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已是国内少有、上海仅
有的抗战战场遗址馆、战斗过程展示馆、英雄集
体纪念馆。

去年 8月 13日， 为纪念淞沪会战，“国旗下
成长”上海青少年升国旗暨爱国宣讲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在四行仓库的广场举行。那天，在《歌唱祖
国》的嘹亮歌声中，数百位青少年和市民肃穆而
立， 注视着 4 位小护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正步而出。弹孔墙下的讲述把现场数百位观
众带回了战火纷飞的 1937年。同年 12月 13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纪念活动也在
这面弹孔墙下的广场举办。

“上海市中心，现在想找到这样一个遗址纪
念馆，实在太难了。”苏智良感叹，“过去每年淞沪

会战纪念日，活动集中在宝山，但说实话，宝山有
点远，来回路上超过 2 小时，能带动多少人特意
前往？放在市中心影响力就不一样了。”

类似的历史记忆点，苏州河边还有很多。

比如河流尽头的礼查饭店，名人辈出，周恩
来、爱因斯坦等名人都曾住过，现在变成“高考
圣地”。为了沾沾文气，每年高考前一房难求。又
比如百老汇建筑、上海大厦等，已是闻名的文化
地标。

还有河滨大厦，现在依然是居民住宅。但历
史上，它曾是数以千计犹太难民来东方避难的第
一站。“别以为犹太人聚集区只有虹口区。” 苏智
良说，苏州河的历史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挖掘。

今天的河滨大厦， 外观依然独特而美丽，但
内部已成为环境落伍的民宅，它的历史价值如何
被铭记，更多得依靠居民们的自发和自治活动。

位于四川路桥的上海邮政大楼则是一栋保
护建筑，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
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它就是一个人气
不足的案例。建筑外观保护良好，作为邮政博物
馆也开放给人随时参观，但是一走进去，大堂冷
冷清清， 没有展览时只能看到简单粗略的介绍，

缺乏互动项目。

记者遇到 2位杭州过来的游客， 偶遇此处，

起初都不敢推开笨重的大门进入。不熟悉历史的
他们几乎一头雾水，参观后只觉得穹顶雕花和柱
子很好看，“与外滩的建筑有点像”， 再多的内容
也没有了。

苏州河狭小的空间特征注定， 它的文脉和
记忆， 仅仅靠建筑冰冷的展示， 很难被公众看
到。这里视野不够开阔，桥梁和割裂的空间尤
其琐碎。它必须依赖鲜活的人，依赖热气腾腾的
互动与交流。

文化记忆同样需要贯通

就在几个月前， 苏州河中心城段两岸贯通
工作的座谈会广邀各界专家齐聚一堂， 会上提
及的几个特点几乎与记者步行采访的感受高度
一致：

比如，不同于黄浦滨江，苏州河周边复杂。众
多历史建筑、厂房、居住区、校区，合围起苏州河
狭小的腹地空间。与黄浦江两岸贯通相比，苏州
河项目整体能够运用和调整的空间十分有限，具
有更强的城市更新特征。

又比如，防汛要求与空间功能矛盾。苏州河
两岸设置了 5.2米防汛墙， 而苏州河水面高度以
及防汛墙内侧的地面高度相对较低，导致市民在
苏州河防汛墙以内步行， 依然难以亲近水面，影
响两岸的空间营造及景观效果。

还比如，各类跨河桥梁众多。从外白渡桥到
外环这一区间， 苏州河上约 30座桥， 拟建约 5

座，未来总共超过 40 座。桥梁建造年代跨度大，

有车行桥、人行桥，河上各类管线桥等，对河道景
观影响较大。

面对情况复杂而棘手的空间贯通， 苏智良、

李明洁等学者不约而同提及几个相似的建议。

其一，因地制宜，更多靠文化活动而非硬件
激活空间。

“苏州河和黄浦江不一样。黄浦江大气，有宽
敞的码头、外滩、洋房。而苏州河更加亲民，碎
片化的空间，应该因地制宜，更加日常化。”苏
智良说。

客观条件上，苏州河岸不可能连成一片绿化
公园，它的趣味和特色就在于空间零碎、狭窄，景
观多变。再加上楼盘、校区切割了苏州河，未来的
贯通最好能因地制宜，多发挥居民自治，多使用
PPP模式的微更新手段。以文化活动连接破碎的
空间。

学者们甚至有一些畅想，比如陈歌辛的歌曲
《苏州河边》 多达十几个翻唱版本， 邓丽君也唱
过，能否把这些版本歌曲，做成苏州河的音乐空
间；苏河湾、M50、四行仓库等处，适合打造一系列
春夏秋冬不同的读书会、展览活动；当然，也缺少
不了体育活动，设计特别的河边马拉松路线……

其二，上海是海洋文明重要的节点，从青龙
镇港口到上海港，苏州河正是水的文明。曾经，苏
州河的码头鳞次栉比， 象征性恢复几处码头，注
重对年轻人讲述上海曾经通过苏州河连接长三
角的历史。

其三，苏州河的空间特色是“亲民”，而非“高
端”。多位被采访对象担忧，贯通后的苏州河空间
打造得太好，往“高大上”发展。

上海不缺高档的商业空间，倒不如让苏州河
遵循本身的历史传统，进行差异化竞争，保留它的
亲民，尽可能结合历史文脉，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不同的历史文脉在这条河流错综复杂地交
融。亲民的、鲜活的、日常的交流与激活，或许能
让母亲河不只有形态的贯通，更有内涵与文化记
忆的流动与传承。

1937年，四行仓库西墙上留下的累累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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