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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头文浮雕墙、有年代设计感
的铁轨公园……位于青龙街道昭青社
区的“青龙 5811 铁路印记”项目因其
近日在成华区首个社区众创项目评选
中获得一等奖而备受关注，在近日举
行的开街仪式上，周边居民反应热烈。
取名 5811，有何深意？记者从相关负
责人处了解到，“5811 是指我国第一
条电气化铁路，也是第一条高难度铁
路宝成铁路建成通车的日子——1958
年1月1日。”把历史文化记忆借助公
共艺术创意作品为载体展示给市民，
让成华的工业记忆得以体现，逐步形
成凸显成华特点的文化地标。

走进5811铁路印记微文创广场咖
啡馆，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

代。个性简洁的工业风装修、复古怀旧
的格子桌布、充满年代记忆感的铁路老
照片、旧粮票、搪瓷杯、老式唱片机、中
国铁路发展的历史资料、老电影……喜
欢这里的年轻人说，这不仅仅是一家咖
啡馆，更像一个铁路文化微型博物馆！

场镇记忆、铁路文化、文化创意是
5811 的三个关键词。在留住城市乡
愁，工业文明的同时，融入现代时尚风
是5811现代化社区文化打造的体现。
据介绍，“‘青龙 5811 铁路印记’将进
一步挖掘唐、宋和近现代时期青龙老
场镇商贾地、北出成都‘第一重镇’、禅
茶坊等传统特色业态等，厚植铁路文
化元素，传承成都东郊大工业生产时
代精神，融入社区微治理。”

打造“熟人社区”共同体
居民不再有距离感

每一座世界文
化名城，都有其特
定历史阶段的时代
表达。近日，中共
成都市委十三届
四次全体会议通
过《中共成都市委
关于弘扬中华文
明发展天府文化
加快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的决定》。

“这吹响了传
承巴蜀文明、发展
天府文化，努力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的集
结号。”成华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发展天
府文化根本在人，基
础在社区院落。因
此，成华区在推动城
市现代化进程中，
把“天府成都·文旅
成华”的品牌塑造，
融入到社区发展治
理统筹规划设计
中，凸显“以文化强
信心、聚民心、暖人
心、筑同心”的理
念，促进场景融合、
文化融合、风尚融
合、生活融合。

近日，记者先
后走进成华区桃蹊
书院、二仙桥“邻里
月台”、青龙5811
铁路印记广场等点
位，实地探访观察
“社区以文化浸润
居民”的做法，感受
和体验“天府文化”
在每一个生活细节
中传递传承......

“美好生活也许是从阅读一本书
开始……这里已经逐渐成为市民爱
去、想去的公共文化空间。”桃蹊路街
道办事处文化活动中心主任唐晓东
告诉记者，经过整装的“毛边书局”于
2018 年 10 月对外开放，这里还是以
前那个“爱读好书、讲好故事、有真情
怀”的书局，但重新出发的书局有了
新的名字“毛边书局·桃蹊书院”，也
有了新的使命。

由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与古旧书
籍老店“毛边书局”联合创立“毛边书
局·桃蹊书院”，是全国首家将政府公
共文化资源与民间社会组织资源创
新结合而组建的多功能、高质量阅
读、创作的公共空间。面积达1200平
米，收藏图书达十万余册，其中巴蜀
文化类图书近两万册，并设有电子借
阅和阅读区。

“天府文化故事该如何书写？就

在前几日，我们主办了打捞成都人的
乡愁·记忆：行脚成都迎新茶话会。作
家、读者、报刊编辑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天府故事的书写。这样的活动既接
地气又有深度，通过一件一件的实事
为周边的居民带来书香，居民慢慢地
会享受到沉浸在书本中的乐趣。我们
这里既有对天府文化、生活美学的呈
现，也有对‘油盐酱醋茶’的解读。”毛
边书局创始人傅天斌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桃蹊书院内正
展示着以“秉承天府文化·寻根川菜
之源”为主题的巴蜀川菜图书主题
展，傅天斌告诉记者，像这样的主题
活动，书院已经举办了十余场，“把文
人墨客、社会名流和辖区居民聚集在
一起做好一点一滴，讲好天府文化故
事，培育文化气息。以文化浸润居民
生活的方式，这就是对‘天府成都·文
旅成华’的生动实践。”

成华区

以文化浸润居民生活

怡福社区
毛边书局·桃蹊书院

“成华工业企业滕迁社区承载的
不仅是建筑更是记忆，因此在对原机
车厂生活区实施改造中，我们坚持以
尊重社区历史、激发社区活力为目
标。”成华区相关负责人说道。成华区
二仙桥街道“邻里月台”社区营造中心
作为典型的工业企业腾迁社区显得有
些特别。

在这儿，你会发现张婆婆和李婆
婆言语之间满是情谊，记者一问才得
知她俩都曾是中车成都机车厂（现已
搬迁）的退休员工，“我们的青春都留
在机车厂啦。你瞧，这是我们年轻时候
的照片，那时候……”，像张婆婆这样
手拿老照片讲“年轻故事”的老人还有
很多。记者来到“邻里月台”的这天正
好碰上老人们在义工的引导下参与

“排排坐·摆机车记忆龙门阵”坝坝会，
老人们拿出老照片，一个一个细节的
把“尘封已久”的故事讲出来，谁听着
有共鸣就把话接上，一点儿都不冷场。

“周边的小区里大部分都是以前机车
厂的员工，因为熟悉，也更加喜欢聚在
一起。自从2018年12月，‘邻里月台’
开放以后，叔叔阿姨们常来，这里不仅
是他们的公共活动场所，更是他们可
以安心寄托精神和情怀的家园。”社区
营造中心的运营人员告诉记者。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邻里互助和
社区凝聚力。“我们以居民需求为导
向，以‘邻里月台’为空间载体，努力实
现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居民自助互
助和社区文化重建。”美好生活的获得
是靠共建的，下涧槽社区居民好样的。

留住工业记忆 感知社区温度
下涧槽社区

“邻里月台”

昭青社区
5811铁路印记

以“文化”为魂 共筑文韵新街坊

一个成立仅 5 年时间的新社区，
经过发展治理，成为各地考察学习的
标兵。这就是成华区保和街道的和美
社区。“引进优质文化资源，丰富社区
精神内涵，打造‘和谐社区、美丽家
园’，让‘和美’名至实归，是该社区的
一大亮点。”保和街道相关人士表示。

近日，这个占地仅1.5平方公里，
人口达8万余人的新型商住社区因其
升级的社区消费业态备受关注。“我们
以居民诉求为根本出发点，用‘商居联
盟’整合链接资源……把高品质服务
打包进社区，打造人城境业和谐共生
的生活环境。”和美社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由海归团队组建的社会企业

“创女时代”作为综合体运营执行机
构，负责资源链接，已先后引入开心麻

花、名堂、最美川剧等项目。
针对商住小区邻里间交流少，社

区亲情氛围不够浓厚的特点，和美社
区利用文化活动中心引入社会资源，
丰富辖区内的居民文化生活，进一步
营造浓厚的邻里氛围。据悉，目前，已
有 24 个生活服务类项目入驻和美社
区，为居民提供涵盖家庭亲子、文化教
育、文体艺术、康养护理、文创生活、农
业生鲜六大板块的免费公益课程。家
住富丽东方的李丹在街道的支持下，
成立“小步读书汇”，坚持每周三在社
区综合体服务中心开展儿童公益阅读
活动，截至目前，总共开展了276场阅
读活动，累计服务小读者4万余人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黄琳
部分图由成华区委外宣办提供

和美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

引进优质文化资源 提升市民归属感

“引进优质文化资源，丰富社区精神
内涵，打造‘和谐社区、美丽家园’，让‘和
美’名至实归，是该社区的一大亮点。”

场镇记忆、铁路文化、文化创意是
5811的三个关键词

“邻里月台”社区营造中心作为典型
的工业企业腾迁社区显得有些特别

成都火车站地区设“严管区”

出租车随意上下客
顶格处罚

TOD
让城市更美好 在成都“造中心”
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TOD

相比一个简单的封闭式社
区，他们更喜欢生活在一座“城”
里：生活方式丰富，配套华丽丰
瞻。从工作、社交、出行到生活，这
里全部都能囊括。

春熙路，对于成都人来说便
是这样的存在。但当道路建设速
度赶不上车辆增加速度，当郊区
扩张速度赶不上人口迁移速度，
拥堵成为城市常态，公共交通已
经很难发挥将人与区域链接起来
的效用。

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常
态曾在美国出现。美国的解决之
道，是兴起新城市设计运动，
TOD模式作为替代方案被提出，
此后被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等国际大都市广泛采纳。

随之而来的，是在城际轨道之
上，产业与人才的大聚集，形成城市
的又一次活跃。如今，在成都现已规
划的700余个地铁站点上，TOD
又被重新定义。仲量联行成都战略
顾问部资深董事邹丽娟日前接受
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她表示，TOD对于成都不仅是以
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综合开发，更是
变革城市格局，潜移默化造就“一中
心”到“多中心”的资源分布。

四 级四 级 TODTOD 规 划规 划
城市级站点 即“核心商圈”，主要分布在城市主中心、综合型副中

心及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例如双流站、春熙路站等

片区级站点 分布在各区（市）县的城市主中心或次中心以及现代
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区的综合服务中心，服务
半径3-5公里，服务面积覆盖30-50平方公里

组团级站点 位于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或特色镇中心以及农业类型
产业园区的综合服务中心

一般站点 主要围绕社区修建，主要功能应以周边居民需求为主

邹丽娟认为，曾经的多环式
城市布局，会带来人口分布的不
平衡。例如，较早规划的春熙路商
圈是成都人公认的核心区域，每
到周末，大波人群涌入，无疑造成
了拥堵。邹丽娟称，尽管成都正在
进行城市区域的扩散，但改变当
前“潮汐式”的交通现状仍然有一

定困难。
当前，成都提出优化拓展城

市空间，实施“东进、南拓、西控、
北改、中优”，重塑城市空间结构
和经济地理，全面增强城市承载
能力，不断提升城市宜居性和舒
适度。同一时间，TOD 的概念被
成都提升至了重要战略。巧合的

时间点，被邹丽娟解读为一种必
然：要缓解“大城市病”，成都把原
本的“一中心”转换为“多中心”，
而 TOD 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然
方式。

TOD，一种以地铁、轻轨、巴
士等公共交通为中枢，形成同时
满足居住、工作、购物、娱乐、出

行、休憩等需求的多功能社区。邹
丽娟说，这样的功能型社区将在
中优区域以外的各个区域遍布落
成，目的是在成都形成各个聚落
带，“就像是在成都再造多个春熙
路”。以此模式，将首先稳定并分
散一批人的生活与工作区域，疏
解中部区域非核心功能。

必要/“一中心”转换为“多中心”的必然

随着概念走俏，TOD对成都
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有人提出，
TOD 以地铁为主轴进行规划与
修建，与现有已经同商圈有一定
关联度的地铁站有何区别？换句
话说，TOD到底是在建什么？

邹丽娟眼中的TOD，倒与上
述描述有一定差异。她指出，地
铁对 TOD 只是站点的选址规
划，而 TOD 不是指一栋建筑物，

而是以地铁为核心，形成的集公
共交通、商业、公共服务为主题
的片区组团。

在TOD的建设中，选址往往
是最难一关。综合考虑站点周边
城市功能与服务范围，以及对产
业园区和特色镇的支撑作用、在
轨道网格中的通达条件等主要因
素，成都在《成都市轨道交通场站
一 体 化 城 市 设 计 导 则》提 出 ，

TOD 规划分成了四级：城市级、
片区级、组团级和一般站点。

城市级站点，也被称作零售
商业体系“核心商圈”。根据成都
特征，这类站点应该主要分布在
城市主中心、综合型副中心及城
市综合交通枢纽，例如双流站、春
熙路站等。

片区级站点则应分布在各区
（市）县的城市主中心或次中心，

以及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产
业园区的综合服务中心。按照规
划，站点所在区域的服务半径应
在 3-5 公里，服务面积则覆盖
30-50平方公里。

组团级站点位于社区公共服
务中心或特色镇中心，以及农业类
型产业园区的综合服务中心；一般
站点则主要围绕社区修建，主要功
能应以周边居民需求为主。

解惑/ 形成集公共交通、商业、公共服务为主题的片区组团

尽管国际上已有成熟案例，
但TOD的建设仍痛点重重。邹丽
娟目前任职的仲量联行较早参与
了成都 TOD 规划与建设的咨询
工作，在她的经验里，规划是破解
TOD建设的“解药”。

去年 9 月，成都召开了 TOD
综合开发工作专题会，强调实现战
略目标需要科学的方法，要因地制
宜探索TOD综合开发实施策略。
邹丽娟极认同上述观点，她表示，

以往不少城市在决定打造TOD之
后，往往立刻上马项目，或采取边
规划边修建的方式，但过早建成的
项目往往在某些方面仍欠思考。不
过，成都在提出TOD规划战略后，
仍在建设前期预留了前期规划、策
划、定位的时间，将TOD建设的功
能等进行了提前规划。

在规划中，TOD的易趋同性
也是邹丽娟关注的痛点。在她的
思路中，成都的TOD不仅被分为

城市级、片区级、组团级和一般站
点，每一个站点的功能、应配置的
场景也不应该被“标准化”。

“譬如春熙路站点的规划，应该
首先满足当地人流的需求，即商业
性、通达性。”邹丽娟解释，除了现有
的IFS、成都太古里等商业配套，春
熙路的TOD还应增加更多可贯穿
的交通，例如公交车、共享单车停放
区等。而在居住型区域，尤其是被视
作换乘的重要枢纽站点，停车楼是

应该被纳入TOD建设的组成部分，
“这符合附近居民的出行需求”。

记者了解到，成都先期已按
照《成都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
发实施细则》，在全市13个区市县
里各打造一个 TOD 综合开发标
杆项目，未来将充分发挥试点项
目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进一步
推动更多站点实施 TOD 综合开
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
悦 图据受访者

痛点/ 规划比建设重要 TOD的打造不应被“标准化”

邹丽娟

在火车站等客流量大的场所，出租车喊
客拉客、议价拒载等现象突出，给旅客出行
造堵，特别是节假日、春运等客运高峰期，对
出租车违法违规的投诉更多。

今年春运从1月21日至3月1日，持续
40天。在春运开始前夕，成都市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总队已对火车北站、成都东站交通运
输秩序进行严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日前，成
都市交通运输局（原成都市交委）与成都市
人民政府火车站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火车站地区出租汽
车管理的通知》，将火车站地区设立为成都
市交通运输秩序“严管区”。“严管区”范围包
括市政府火车站管委办管辖的火车北站站
前广场及公交路、火车东站静态交通严管
区。且自1月14日起，发生在“严管区”内的
违法行为一律顶格处罚。

“严管区”内专门设置出租汽车上客站点，
出租汽车只能在站点应召载客并服从站点管
理人员指挥。严禁出租汽车驾驶员下车招揽乘
客以及在站点以外候客，违者按照《成都市客
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八）项

“在营运站点不服从调派”处理。“严管区”内出
租汽车只能在准予下客地点落客并即停即走。

记者昨日跟随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
站前大队、四大队执法队员一起在成都东站
东广场、西广场周边严管路段巡查。记者一行
从沱江路出发，沿龙泉山路、龙门山路、岷江
等东站周边道路行驶，在此次巡查中没有发
现出租车堆积逗留，随意上下客的现象。

“春运即将开始，每天都有总队其他大
队前来支援，日夜巡查，直至第二天凌晨最
后一班火车到站”，站前大队执法队员说，

“经过近日严管，出租车的违法违规行为进
一步减少”。记者还看到，在东广场旁嘉陵江
路等路口已立起标识标牌，提醒出租车驾驶
员这是“严管路段，禁止随意上下客”。

截至昨日，通知已下发14天，执法队员
查处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案件 40 余起，
查处对象包括出租车和非法营运车辆。14日
当天顶格处罚开始，已有多辆出租车撞枪
口。其中，出租车川A TT882驾驶员席某在
载客从东站前往五桂桥时，未按规定设置使
用计价器，与乘客直接商议车费30元，被在
西广场附近检查的执法队员查处。依据《成
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席某将被处
罚2000元，暂扣从业资格证10日。

根据通知，“严管区”内还严禁利用他人
招揽乘客，违者按照《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项“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
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
序”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