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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广东省绿道实践进行梳理，总结归纳珠三角绿道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绿道网在珠三

角的落地是技术与行政的绝佳结合。在推动绿道在中国的发展的同时，也给自身留下了两个明显的

印记。珠三角绿道建设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改变城市开敞空间的供给方式和设计方式，为市民进入

乡野提供入口，开启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广东省绿道展现了三个发展趋向：1)功能上，绿道与市

民健康需求相结合；2)内涵上，绿道与历史文化线路相结合；3)形态上，绿道与自然环境特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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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greenway system in Guangdo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ole and sig-

nificance of the greenway system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way

sys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showcased an excelle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echnology and poli-

ticians.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wa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way sys-

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lso made two milestones. The greenway system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supply of urban open space, provided accessibility to the countryside for city residences, and initi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reenway system in Guangdong ex-

hibits three trends of development: 1) integrating greenway with residences' health needs at road function-

al level; 2) making greenway compatible with the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t context level;

3) matching greenway with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t ecolog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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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东省绿道建设概况广东省绿道建设概况

早在 1985 年，绿道的概念就被引入中

国，但实践活动是从 2009年珠三角绿道网

的规划建设开始[1]。到2012年底，珠三角九

市共完成了 2 372 km省级绿道的建设[2]。珠

三角绿道网的建成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从 2010年开始，北京、浙江、安徽等 10多

个省、市、自治区也开始了各具特色的绿道

规划与建设行动。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

颁布了国家层面的《绿道规划设计导则》 [3]。

回顾历史，如果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在波士顿开展的“翡

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实践是世界绿道

之起始[4]，那么，珠三角的绿道实践对绿道

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

角绿道网建设的开展是广东省技术力量与行

政力量无缝结合的案例。珠三角大都市区依

靠要素低成本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成为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然而，20 世纪

90年代分散工业化带来的城市蔓延引起了专

家学者对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广东省

从 1994年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中引入生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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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区的概念出发，借鉴英国经验制定了《区

域绿地规划指引》，经过总结研讨，于 2009

年形成了在生态廊道引入步行道或自行车道

供公众使用的“绿道”概念[5]。这个技术概

念经过与广东省政策研究室的合作，最终进

入了省政府最高决策者的议事日程。2010年

2月，《珠三角绿道网规划纲要》获得省政府

批准，随后迅速实施。独特的背景在广东省

绿道实践中留下了两个烙印。

1）技术层面具有北美绿道生态情节的

烙印。

文献[2]经比较后指出，广东省对绿道的

定义是从Charles Little的定义演化而来。确

实，美国绿道的理念是研究制定广东省绿道

技术指引和编制规划借鉴的样本。把《广东

省省立绿道建设指引》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进行对比，便可以看

出广东省绿道在概念上和技术规定上的生态

情节明显[6]。

2）实施环节具有政府推动事物的烙印。

珠三角绿道网能够声势浩大地在三年建

成，政府作用是关键。省政府做出的“抓落

实、分高低，见分晓、论英雄”的指示，把

政府在资源组织和动员上的能力在绿道网的

建设过程中发挥到了极致。这一建设行动虽

然具有高效率，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6]：各

地绿道建设重亮点、不重整体，重完成数

量、不重建成质量；对绿道的理解局限于非

机动交通系统 [7]；已建成绿道缺乏多样性，

借道普通道路较多的绿道难以保证步行和

骑行的专用性 [8]等。因此，文献[2]认为虽

然珠三角绿道在概念上借鉴了美国的绿道

(greenway)，但建成后却更像美国的游径

(Trail)[9]。

绿道网的建成给珠三角大都市区增添了

一道新的风景。2012年，珠三角绿道网获得

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9]，彰显了

其在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2 广东省绿道实践的意义广东省绿道实践的意义

22..11 增添城市开敞空间的供给方式增添城市开敞空间的供给方式，，为为

市民进入乡野提供入口市民进入乡野提供入口

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空间的拥挤给市

民带来生理和心理问题。公园、绿地等开敞

空间的建设成为城市平衡集聚问题的措施。

然而，在中国的制度安排下，“城市公园绿

地的供给，一直以来需要通过将农业用地转

换成非农业建设用地、将农村集体用地转换

成国有建设用地来实现。公园绿地的建设不

但征地费用昂贵，还涉及村民安置和用地指

标等问题”[5]。绿道建设的提出是中国城市

开敞空间建设的一个创新。它打破了城市绿

地只能在城区、在非农业建设用地上供给的

局限，把城市开敞空间的供给拓展到城市外

的广阔乡野地域。

乡野与城市近在咫尺。亲近自然是人的

天性，郊野空间为市民接触更天然的环境提

供了机会。英国雷蒙德·昂温 (Raymond

Unwin)充分认识到城市郊区未开发土地对市

民的重要意义，提出通过增加游憩设施把郊

区未开发的开敞地(open land)转化为开敞空

间(open space)，由此形成伦敦“绿色的腰

带”(Green Belt)的构想[10]。但是，中国的土

地制度、管理制度等与英国差异显著，造成

城市与乡村的分立和隔阂。绿道建设在统一

的标识下，为市民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乡野

体验入口。而可达性和开放性的提高使城市

周边的绿色空间成为城市开敞空间的组成部

分。同时，绿道网通过串联城乡景观资源与

兴趣点，给乡村发展休闲旅游带来机遇，为

城乡的双向交流提供路径[5]。

22..22 通过绿道的串联通过绿道的串联，，将绿地布局由分将绿地布局由分

散式转化为分布式散式转化为分布式

城市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在绿地总量

限定的前提下，绿地集中布局和分散布局具

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分散式布局更有利于市

民的日常使用，但是公园绿地又会由于面积

小而走向形式和功能的单一，从而影响使用

体验。中国的绿地规划中一直有绿地布局要

“点、线、面”相结合的说法，“点”是块状

的公园，“线”是什么却不清晰。

在计算机领域，分布式计算机系统通过

把系统内中央处理器处理的任务分散给相应

的处理器，实现不同功能的处理器相互协

调，共享资源。把分散的多台计算机连接成

系统是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的关键。1867年，

奥姆斯特德在美国波士顿建成的第一条真正

意义上的绿道——“翡翠项链”工程，就是

以河流和滨河绿地等因子所限定的自然空间

为定界，用绿道将四个公园连成一体[2]，分

散的四个公园被升级转化成了分布式公园系

统。绿道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像分布式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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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系统中的联通路径一样，将不同的节点

串联起来，实现节点资源的互通与共享。

因此，如果将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

布局原则中的“点”比成公园，那么绿道就

是“线”，通过绿道的串联，分散的公园可

以升级转化成为分布式公园系统。

22..33 绿地不再是城市的点缀绿地不再是城市的点缀

城市公园绿地很早就被认为是治疗城镇

化“恶疾”的一剂良药，这种认识使城市政

府加大了在公园绿地中的建设力度，但另一

方面，这种把公园绿地认为是城市问题的

“安慰剂”的认识 [11]，使得公园、绿地趋向

于艺术性的园林设计。用园林的艺术、景观

的美来陶冶使用者，成为公园绿地设计的传

统。中国公园的形式和功能深受第一代城市

公园——北京皇家园林和苏州私家园林的影

响，公园绿地设计中讲究步移景异，运用蜿

蜒崎岖的小道组织游客来体验设计美景成为

惯用手法。

绿道倡导康体休闲式的绿地使用方式，

让城市绿地的设计更加关注人群活动的流畅

性和连续性，通过非机动交通流畅的连接，

促进游人运动。绿道使绿地更紧密地融入市

民的日常生活。城市绿地不仅在视觉上给人

以美的享受，对城市生态环境具有改善功

能，更是通过促进人的运动提高市民的健康

水平。生态保护不再是与市民关系不大的宏

大叙事，而是对市民有用和可用的空间。

22..44 开启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开启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

22..44..11 生活和生态景观成为城市发展的生活和生态景观成为城市发展的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广东省的经济发

展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规划建设上以基础

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等满足投资者需求

为导向推动城市增长，表现出明显的“为增

长而规划”的特征[12]。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使外向型低成本要素扩展的模式受到严峻

挑战，绿道建设的提出体现出城市的发展不

再首先满足投资需求，回到了城市为人这一

本源。

绿道网是生态、景观和市民使用相统一

的综合功能线性廊道，不是传统的面向生产

的基础设施。将景观作为介入城市的媒介，应

在工业城市持续转型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11]。

广东省政府把建设珠三角绿道网与建设珠三

角轨道交通网相提并论，作为提升区域竞争

力的两个抓手。绿道展现的生活景观成为城

市发展的基础设施，标志着广东省城市发展

的转型。

22..44..22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区

域治理的新探索域治理的新探索

1994年珠三角经济区的设立，开启了广

东省对区域发展进行管理的历史。但是，无

论是 1994版的《珠三角经济区现代化建设

规划》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2008—2020 年)》，政府主导的区域发

展管理都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珠三角建

设绿道网的构想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联合报告而推动，也是

自上而下的产物。但绿道网决策的支撑性依

据来自于在增城发生的促进自驾游的地方实

践，这个决策过程中上下的相互支持性作用

展现出珠三角区域治理的变化。

珠三角绿道网规划是上下结合的产物：

省制定布线方向，各个市各自定线，再由省

综合成网。这种上下联动的方式为地方政府

在整体框架下对本地资源与特色进行整合后

纳入整体提供了机会。绿道网在建设阶段更

是上下联动的结果：省出规划和技术指引，

各市负责建设行动；省通过现场督导的方式

和通报进度报表来推进[13]。

珠三角绿道网在规划和建设中所形成的

“省市联动、上下协同”的组织方式和工作

方法，既保证了珠三角区域绿道概念的整体

性，又突破了以往区域规划编制中存在的地

市参与程度低、构想难以落实的问题。“省

市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地

方政府和社会的认知，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

地方知识，使绿道建设与政府主导推动的建

设方式展现出十分不同的结果，推动了社会

公众对场所质量的认知和社会机构水平的提

高[14]。三年行动和考核结束后，珠三角的绿

道建设没有停止，如广州市在进行绿道升级

改造，同时市民户外活动活跃，出现社会公

益组织进行绿道活动策划。这些良性结果对

珠三角后来的区域发展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如 2017 年开展的“广深科技走廊规

划”正是这样进行的。

33 广东省绿道发展趋势广东省绿道发展趋势

在经历 2010—2012 年暴风骤雨般的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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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后，广东省绿道的发展显现出三个新趋

势：1)功能上，绿道与市民健康需求相结合；

2)内涵上，绿道与历史文化线路相结合；3)形

态上，绿道与自然环境特征相结合。

33..11 功能上功能上，，绿道与市民健康需求相结合绿道与市民健康需求相结合

现代城市对机动化交通高度依赖，由此

导致人久坐而产生肥胖等亚健康问题。20世

纪 6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开始关

注公共健康问题[15]。1996年，美国国家休闲

和 公 园 协 会 (National Recreation & Park

Association, NRPA)颁布的《公园、休憩、开

敞空间与绿道指引》 (Park, Recreation, Open

Space and Greenway Guide Lines)中，主张在

公园中加入运动设施，并把绿道和游步道归

入公园的一类[16]。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聚

集到城市，在中国初步富裕的城市居民中，

超重肥胖的增长幅度高于发达国家[17]。马拉

松运动在中国城市的兴起，显示越来越多的

居民开始喜爱户外运动。 在珠三角已建好

的绿道中，最受公众欢迎的也是那些适宜骑

行和跑步运动的绿道，如深圳湾绿道，广州

生物岛、大学城绿道。广州市把建设缓跑径

作为对现有绿道的升级改造，2017年启动了

打造专门缓跑径的广州珠江两岸 30 km“黄

金路线”的计划[18]，反映出珠三角大都市区

的绿道更加突出运动休闲的功能。

33..22 内涵上内涵上，，绿道与历史文化线路相结合绿道与历史文化线路相结合

在珠三角绿道网建设告一段落后，广东

省随即部署绿道网向外围地区的延伸。2012

年 5 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的

《广东省绿道网建设总体规划 (2011—2015

年)》 [19]颁布实施。但是，在 2013年省政府

确立由生态控制线的划定来推动区域生态安

全格局构建后，通过省域绿道网来推进区域

生态网络的构建在政策上已失去紧迫性，珠

三角之外的绿道建设陷入不温不火的状况。

然而，2015年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的提出，

却意外地改变了这种局面。

南粤古驿道是广东省古官道和民间古道

的统称。由于地处岭南，广东省历史上与中

原地区的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集中呈现在

古驿道上，其遗存形成了一条一条的线性文

化遗址。广东省迄今已发现的古驿道遗址约

171处[20]。这些承载着各种历史事件的文化

遗存大多分布在边远的贫困乡村地带。以古

驿道的修复利用为纽带，可以串联沿线历史

村落和自然特色资源，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形

成组合优势，从而实现历史文化修复、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和精准扶贫三者的结合。

图1 珠三角大都市区绿道与公园体系

Fig.1 Greenway and park system in Pearl River Delta Area

资料来源：文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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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省绿道的新形式，南粤古驿道

以线性文化线路为主要特征的功能，已超出

了珠三角绿道建设原有经验的范畴。南粤古

驿道让绿道重装上阵，建设者的热情被再次

激活。通过历史研究、设计、施工以及与项

目组织者的交流，珠海市总结出古驿道本体

修复的技术方法。乳源瑶族自治县找到了用

波斯菊再现古驿道气场的办法。南雄市对古

驿道慢行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探索：沿着古

驿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布局两条特性不同的

游径——严格尊重历史的古驿道遗存修复的

历史文化体验径和新建的户外运动休闲径

(见图 2)，二者一静一动分别满足不同的需

求，游人穿行其间可以获得自然和人文的双

重体验。

正如文献[21]指出，绿道就是一本关于

人与土地联系的书。在不同的区位环境下，

绿道需要带给人与土地不同的联系内容。在

城市，人们生活在此，自然是稀缺要素，绿

道只要把人与自然的联系做好，就能够吸引

人到此，让场所具有活力；而在外围地区，

人们不生活在此，自然环境普遍很好，绿道

通过把人与历史建立起联系，就可以形成独

特的内容，把不在此生活的人吸引到这里来。

33..33 形态上形态上，，绿道与自然环境特征相结合绿道与自然环境特征相结合

绿道作为线性空间，因其对斑块的连接

作用而凸显价值。因此，在 2010年进行珠

三角绿道网的布局时，项目组花费大量的精

力寻找路径以实现绿色斑块之间的连接。

2014年在开展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时项目组

发现，在珠三角看似无序杂乱的连绵区里，

其实存在自然间相互联系的秩序——河流水

系。于是，项目组提出了珠三角的绿道网络

应该跟随河流水系进行布局的构想(见图1)。

2008年，世界银行提出用“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 NBS)解

决所面临的与环境相关问题的理念，指出人

们需要更为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23]。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生态环境保护为

前提，将人工治理手段与陆地和海洋景观有

机融合。欧盟于 2015年将“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纳入“地平线 2020” (Horizon

2020)科研计划[24]，因为这一创新性的理念在

改善人与自然关系、塑造可持续竞争力中拥

有巨大潜力。

珠江三角洲是由西江、北江和东江在河

口湾内多河道淤积形成的复合三角洲。河网

是珠三角陆地与海洋的物质交流通道，连接

着山地、平原和海洋等广袤的自然要素。河

网也是城镇聚落的诞生地。如今，纵横交错

的河网依然是珠三角大都市连绵区成长的脉

络和与自然联系的天然通廊。河网是珠江三

角洲的自然生态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海陆风

进入大都市连绵区的天然通道。珠三角城市

密度高，气候高温湿热，由于陆地和水面热

容比的差异在水岸形成的对流风，使水岸成

为城市舒适度最高的场所。从提升珠三角宜

居水平出发，应该让河网水岸成为城市户外

运动和文化休闲的重要骨架。因此，绿道网

与水网的结合布局，既可把河网营造成为城

市生活和户外运动的网络骨架，也为城市人

与自然的联系提供了天然通道。

44 结语结语

绿道之所以能够在广东省最先开花结

果，关键在于广东省拓宽了绿道的功能和作

用，多功能性使得绿道网在政治家、技术人

员和市民眼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于是形成

合力推动了绿道的实践。虽然政府强力主导

的建设方式对珠三角建成的绿道形式产生了

影响，但是，绿道建设改变了珠三角城市开

敞空间的供给方式，为市民进入乡野提供了

入口，更开启了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随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景观节点

古村

文物古迹

新村

户外运动休闲径

历史文化体验径

古驿道遗存

城镇

图2 古驿道廊道双径组合概念布局

Fig.2 Conceptual layout of dual-trail system

of ancient post road corridor

资料来源：文献[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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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表明，绿道建设对于

中国城市宜居性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东省绿道建设虽然由高峰转入相对平

静，但是并未停步，并显示出三个新趋向：

在珠三角大都市区，绿道在功能上进一步与

公众健康需求相结合；在粤东西北等外围地

区，以南粤古驿道串联沿线历史村落和自然

特色资源，将历史文化线路复兴与乡村振兴

相结合，丰富了绿道的内涵；而珠三角水岸

绿道的成功，使绿道在形态上出现了进一步

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新趋向。这些新功能、

新内涵和新形式的出现丰富了广东省在绿道

上的实践，其成效如何还有待后续的观察和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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