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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几乎在所有的城市
中，建起了一座座高架桥，它犹如
相互交错的巨龙，行走在城市间。
快速发展的交通，在消耗大量土地
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定的可
以利用的桥下空间。可惜，桥下空
间在过去除了依然作为交通用途
外，并不被重视利用，有也只是作
为出租牟利的场地。还有不少因为
脏乱差，成了城市的“伤疤”。如
今在宁波，这个“被遗忘”的桥下
空间正在慢慢苏醒，灰色的钢筋混
凝土世界融入了生命的活力。

因为家住潘火立交桥附近，晚
上健步走时我经常会绕到桥下，可
以说见证了桥下空间从沉睡、到苏
醒、到闹猛的全过程。现在，每天
晚上羽毛球馆、篮球馆、足球场等
场馆人满为患，周围偌大的场地，
参加运动的年轻人汽车也无处停
放，有几次，行人通行都困难；在
桥下跳健身舞的更是规模庞大，上
百人中不光有大妈，还有大伯。

在城市空间日渐被蚕食的今

天，我们自然要重视利用好空置的
桥下空间。潘火立交桥下的体育公
园才运营3个月就这么火，说明了公
众对它的需求。只有唤醒更多沉睡
的桥下空间，不断满足公众的需求，
才能增强公众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当然，正如专家建议的那样，
桥下空间使用的决定权要交给周边
居民，并根据桥下空间与周边的自
然、人文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开发
利用。桥下空间可以是体育公园，
也可以是艺术交流场所；可以是停
车场，也可以是商业步行街。我曾
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伦敦一桥下空
间被用作艺术交流场地，设有艺术
墙，表演台、观众席；日本东京高
架桥下的步行空间，内含咖啡厅、
服装店、社区空间等；意大利一桥
下空间是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骑行的
聚集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政府部
门开发利用，还是委托第三方开发
利用，最终是要让广大老百姓真正
享受社会的公共福利。（李国民）

唤醒更多沉睡的桥下空间

记者从多部门打听到，宁波将
建立和完善高速公路桥下空间长效
管理机制，留住桥下的“风景”。

关于桥下空间如何长效管控、
利用，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和
业内人士，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
是：桥下空间使用的决定权要交给
周边居民，并根据桥下空间与周边
的自然、人文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
开发利用。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法学副
教授胡行华认为，桥下空间存在空
间浪费、监管不力两大问题。这么
多年来，桥下空间一直没有明确的
管理单位，致使部分桥下空间成为
监管盲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可由人大牵头立法，让桥下空间的
管理和开发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章可循
说：“桥下空间改造，要鼓励和优

先利用桥下空间用于建设公共交
通、公共停车、绿色环保公益、公
路桥梁养护管理、应急物资存放等
所需的设施、设备，有效改善道路交
通环境。同时，改造中实行‘一桥一
策’，坚持因地制宜、风貌协调、注重
品质、社会化运维和安全运转。”

“无论桥下空间怎么设计、怎
么利用，有一条底线要坚守，那就
是公益性。”浙江师范大学讲师郑
圆成说，桥下空间改造需以人为
本，桥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其
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因此，利用应
该以公益性为前提。“政府相关部
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在委托第三
方公司管理运营桥下空间的同时，
做到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而不是经济
效益优先，坚持社区公众需求优先
而不是方便管理优先，坚持经济实
用优先而不是面子好看优先。”

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

激活激活““被遗忘被遗忘””的桥下空间的桥下空间

重 庆 在 嘉 华 大 桥 的 南 延 伸
段，充分利用高架桥下空间，打
造了可容纳 1100 辆车的立体停车
楼 。 车 库 规 划 设 计 了 三 个 进 出
口，这是重庆首次尝试在桥下建
设整体框架式大型停车楼，这也
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市政桥下空间
利用项目。

广州将天河区北环高架桥的桥
下空间改造为足球场、篮球场、羽
毛球场、溜冰场等，为周边居民提
供廉价运动场地。

澳门充分利用地理位置资源，
将金莲花广场高架桥下空间打造成
为公共厕所，既可以满足来澳门金

莲花广场游览的游客需要，还不占
用其他用地。

澳大利亚多伦多市有一个复杂
的公路立交桥，这个被遗忘的地区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包含多种休闲娱
乐和社交场所的公园，与附近已有
的社区和公园连接在一起。

日本东京新宿桥下的商业长廊
绵延几公里，被打造成为桥下商业
街。这样一来，既很好地利用了空
间，又可积聚商业人气，还可以解
决商业店面不足的问题，同时避免
了卫生和安全“死角”的出现，减
轻了立交桥对城市景观的破坏。

（王博 整理）

国内外桥下空间利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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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早晨，微风拂面，鄞州区
潘火体育公园，健身锻炼的市民络
绎不绝。足球场上，小朋友们挥汗
如雨在跑动；篮球馆、羽毛球馆
内，年轻人邀约三五好友相互切磋
球技；在体育馆外的公益广场上，
一些周边小区的居民推着孩子悠闲
地乘凉⋯⋯一派全民健身、休闲的
活力场景，好不惬意。

这个位于潘火高架桥下的体育
公 园 ， 占 地 面 积 9000 多 平 方 米 。
一年前，这里还是城市管理的老大
难区域，经常出现各种垃圾、土堆
等，尽管政府部门不停整治，甚至
专门在沿线装上围栏，但各类乱象
依旧反复发生，难以根治，让附近
居民不胜其烦。而如今，鄞州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
引进第三方社会资本，试点推行“以

用代管”的新模式，让这块空间壁
垒实现了高效利用，摇身一变成了
一个建在高架桥下的体育公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体育公
园里有羽毛球馆、篮球馆，还有小
型足球场，馆内各项设施均按照
高标准进行建设，如羽毛球馆采
用运动实木地板和专业塑胶地垫、
轮滑场为目前宁波首个按赛事标准
建设的专业场馆。此外，这里还打
造了一个多功能公益广场，全天
24 小时免费开放，为周边居民晨
练、休闲提供场所，最大限度实现
资源共享。

目前，体育公园运营 3 个月来，
使用率已达到 80%，每天的人流量
有 600 多人次。预计到明年，整个
体育公园的人流量可达到每天 800
人次，一年约 30 万人次。

桥下空间变身体育公园

不仅在鄞州，我市越来越多的
桥下空间被唤醒，摇身一变成了休
闲公园、停车场和市政养护中心。

“真难以想象，曾经的垃圾场
变成了运动场。”对镇海区庄市街
道万市徐村的村民来说，眼前的变
化有点不敢想象。万市徐村高速立
交桥下空间，过去经常被人用来偷
倒垃圾和渣土，违法改建成仓库、
堆场等进行无证经营。村民们多次
反映，职能部门也多次清理整顿，
但治标难治本，往往是风头过去没
多久，各种乱象又死灰复燃了。两
年前，庄市街道利用万市徐村高速
立交桥下空间，建起了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的运动场地，包括篮
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健身步
道和儿童乐园，辐射周边 7 个村，
服务数万居民。

韩春家住桑田南路立交桥下。
他说，以前那里停车位特别紧张，
下班晚了经常找不到车位，现在桑
田南路立交桥下打造了一个可容纳
上百辆车子的停车场，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周边的停车难题。韩春口
中的桑田南路立交桥下空间，环境
得到改善提升。

在慈溪市掌起镇长溪村有一处

桥下空间，它隐藏在 G15 沈海高速
公 路 延 伸 段 下 ， 有 2700 多 平 方
米。这里一直是不受村民待见的地
方，但如今，已经成为集篮球场、
老年排舞广场、休闲走廊、停车场
于一体的综合休闲场所。

永丰桥下有一个公共停车场；
中兴立交桥下，部分改成了仓库和
卸货区；甬江大桥桥下空间改造，
与周边的“玉米楼”、宁波书城、
江厦桥、灵桥等串珠成链，连成
了一道蜿蜒美丽的休闲长廊，已
成为市民游玩必至的一个网红打卡
点⋯⋯除了已经打造成功的桥下空
间，宁波接下来还有一批桥下空间
将完成改造升级。绕城高速 （天童
南路西侧） 部分桥下空间将启动最
新的桥下空间改造体育公园项目，
改造面积 7000 余平方米，届时市
民将拥有更多可选择的健身场地；
中兴立交桥、宁南立交桥等桥下空
间资源，也将探索惠及各方的可行
模式，让更多“沉睡”中的桥下空
间“苏醒”过来；环城南路铁路桥
桥下空间，正在打造成为一个高
端、时尚的综合性体育公园，目前
该项目在施工建设中，预计今年
10 月完工投入使用。

更多的桥下空间被利用

最近一段时间，记者开车跑了
海曙、江北、鄞州、镇海、北仑、
余姚、宁海等地，发现道路、停车
场、市政环卫、公园绿化、临时建
筑、公交首末站、堆放杂物、活动
设施等是当前桥下空间利用的现
状。从桥下空间占用情况看，主要
有三种情形：经营性的，如废品收
购站、木材市场、汽修点、驾校、
水果摊、洗车场等；公益性的，如
停车场、公共厕所、治安岗亭等；
施工单位建设的临时施工用房，如
环卫及市政设备停放点等。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一种城市
空间资源，桥下空间有的归园林部
门，有的归市政部门，有的归高速
养护部门，还有的产权归村镇所
有，一些桥下空间的凌乱分散，与
其权属复杂、利益多元、长期缺乏

专门管理不无关系。
“桥下空间利用，在国内尚属

新兴课题，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
保障中心负责人王正一说，宁波
桥多，情况各不同，要想把原本
消 极 的 桥 下 空 间 打 造 成 积 极 空
间，不仅要捋清楚权属关系，还
要多部门协同作战进行科学规划。

“桥梁属于公共设施，桥下空
间属于公共空间，且存在交通分
割、空间局促、边角阴暗等特点。
因此，利用时需要进行整体规划，
综合考虑桥梁的设施安全以及与周
边环境、设施的配套协调。”宁波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名设计师说，
桥周边未来规划、桥体走势、建设
立柱形状等都是影响桥下空间规划
利用的因素。

空间利用需要整体规划

桥下空间被打造成健身场地。 （丁安 李佳静 王博 摄）

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下宽阔的空间，有部分一

不小心成了城市角落里的“伤疤”。桥下空间一直以

来都是管理“盲点”，部分桥下空间私搭乱建、污水

遍地，甚至被用来储存垃圾和易燃品，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

我市桥下空间主要集中在大桥、高架桥和高速公

路桥下。据不完全统计，由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

责养护管理的高架桥超过 85公里、桥下面积达 130万

平方米，大桥桥下空间面积 25.7 万平方米。这两年，

宁波市本级和各区县 （市） 尝试对桥下空间利用进行

探索，将桥下空间变成了公园、停车场、文化长廊、

休闲运动场所，打造了一批既能提供惠民服务又能让

人眼前一亮的美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