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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规划公开课是
长沙规划展示馆的品牌活动，
此次公开课首次将“课堂”搬
到历史文化步道， 由参观西
园北里和讲座两部分组成。

走进长沙市开福区西园
北里悠长的小巷， 历史气息
也扑面而来，左宗棠祠、黄埔
长沙同学会旧址、 李觉公馆
等唤起历史的记忆。 探访这
条老街的“前世今生”时，市
民代表们不时拿出手机或相
机拍照。

西园北里位于湘春路和
黄兴北路的交会处。去年，西
园北里启动历史步道有机更

新改造，以尊重历史文化、再
现历史厚重感为准则， 重点
修缮节点建筑、 更新文化业
态，来打造“留住长沙记忆的
历史街巷”。

今年3月，该老街改造完
成， 串联起西园北里历史陈
列馆、左宗棠祠、李觉公馆等
7处不可动文物，以及西园北
里历史陈列馆、 金石书画家
李力先生故居等15处人文景
点。而在古街深处，百年学府
明德中学和周南中学就坐落
在街道东西两侧， 这里的书
香在长沙的变迁中已弥漫了
上百年。

今明两年建成64公里历史文化步道
串联起老城区的“历史遗珠”，留住老长沙记忆 其中今年计划建成20.8公里

长沙历史文化步道具体
将如何打造？蒋建湘透露，《长
沙市历史文化步道规划设计指
引（试行）》（下简称《规划设计
指引》） 目前已形成了初步成
果。关于历史文化步道规划设
计与建设实施， 拟要考虑历史
人文要素、自然要素、现状道路
和建设条件等要素， 展现历史
文化风貌内涵和坚持以人为本
的理念， 同时兼顾目标上的多
元性和功能性的复合型， 包括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本土文
化的挖掘、步行空间的创造、游
憩活动的组织等， 提升步道的
综合服务功能。

据介绍，历史文化步道分
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历史步
道，一个是文化步道。历史步
道核心是在老城区，规划了45
公里，通过历史步道把两边的
建筑、故事、历史场景、传说、
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发生地还
有文保单位全部串起来。

据透露，在选线上，河东

主城市区历史步道总体结构
拟为“一轴一圈三环+网簇”，
“一轴” 即与湘江景观带平行
的历史步道示范线，从开福寺
路到湖南第一师范有6公里多
长，中间经过太平老街这条轴
线全线贯通，这是“一轴”。“一
圈” 即沿湘江-湘春路-东风
路-白沙路的环线， 是明清长
沙古城墙和护城河水系的范
围；“三环”指的是中山路以北
步道形成的北环、中山路到西
湖路步道形成的中环，以及西
湖路到白沙路之间步道形成
的南环，围绕历史资源较为集
中的区域形成一个环形结构；
“网簇”，即依托明清时期存在
的历史街巷，连接历史资源点
和遗存，形成网簇，凸显古城
肌理。

河西历史步道位于岳麓
山历史风貌区范围内，主要为
麓山南路、白沙液街巷 (滨湖
路—月华路)、牌楼口-东方红
-岳麓古爬山道。

城市不应只有宽马
路和高楼，还应有望得见
的山水与可延续的历史
记忆。7月7日，长沙规划
展示馆“城市+”规划公
开课首次将“课堂”搬到
历史文化步道，拾掇老长
沙记忆。据悉，按照长沙
正全力推进的城市有机
更新及“一圈两场三道”
工作，至2019年，长沙将
建成历史文化步道64公
里， 其中今年计划建成
20.8公里。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庞明钰

当天讲座公开课以“历
史文化步道的历史记忆”为
主题， 探讨了老长沙历史与
长沙历史文化步道的规划方
向。

“历史文化步道是以规
划的手段，联结、整合多个历
史文化遗产资源， 把旧有的
街道、街区、水系、祠庙、名人
公馆等历史资源点通过散步
道的形式连接构成一个完整
的历史文化保护系统及步行
旅游系统。”公开课上，湖南
文史名家陈先枢向大家讲述
了历史文化步道的概念以及
长沙老城区历史文化步道的
前世今生。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 国家注册
规划师蒋建湘表示， 长沙历
史文化步道， 是历史资源保
护的重要手段、 城市有机更
新的重要方法、 改善老城品
质的重要方式。

2016年， 长沙市城乡规

划局编制的《长沙市历史步
道规划设计》获批，拟通过历
史步道串联起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主要历史资源点，构
建网络化步道系统，打造长沙
乃至国内首条历史步道，成为
长沙城市记忆的名片。

据介绍， 西园北里是长
沙首条历史步道的首发段，
该步道分段实施， 目前除西
园北里、 书院路两段已实施
外， 其他路段根据上报情况
都已完成施工图， 接下来将
进入施工招标阶段。

而按照长沙正全力推进
的城市有机更新及“一圈两
场三道”（“一圈”是指15分钟
生活圈，“两场” 分别是停车
场、农贸市场，“三道”是指人
行道、自行车道、历史文化步
道）工作，到2019年，长沙将
建成历史文化步道64公里，
实现城市历史保护与现代文
明的有机融合， 其中今年将
建成20.8公里。

城市规划“课堂”搬到历史文化步道

长沙首条历史步道西园北里、书院路两段已实施

长沙历史文化步道如何打造？

至2019年， 长沙将建成
历史文化步道64公里， 其中
历史步道45公里。长沙具体哪
些地方将建历史步道？ 根据
《规划设计指引》，今年长沙计
划建设历史步道20.8公里。 具
体为：

芙蓉区：东牌楼、化龙池、
登隆街、都正街、铁铺巷、香铺
巷、广安坪巷、瞻王宫巷、千总
巷、清香巷、高正街、人民西
路、苏家巷、东白果园巷、西白
果园巷、青石井巷、蔡锷中路、
犁头街巷、走马楼路、藩后街，
共计5.6公里。

天心区：妙高峰巷改造工

程、白沙路六位一体特色支路
改造工程、黄兴南路规划复兴
工程、长沙剧院街(青山祠巷)、
白沙街、马益顺巷、熙台岭巷、
太平街、坡子街、书院路、天心
阁周边，共计8.6公里。

岳麓区：麓山路(王家湾-
溁湾镇)，共计5.3公里。

开福区：通泰街、寿星街
(通泰街-营盘路)、西园巷、泰
安街、三贵街、永清巷，共计
1.3公里。

《规划设计指引》还提出
了2019年的具体建设计划，
明年计划建设历史步道24.2
公里。

长沙这些地方或建历史步道

关注

本报7月8日讯 昨日小暑，俗话
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蒸之前，
总要洒点水。今天，长沙又下了场不
大不小的雨。 洒过水， 就要加点火
了，据气象部门预计，9日开始，我省
高温将卷土重来，达38℃左右。

省气象台预计，9日湘北小到中
雨， 局地大雨， 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天；10日湘北局地有阵性降雨发生，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11至12日，
受台风“玛莉亚”外围云系影响，湘
东阵雨， 局地大到暴雨；13日湘南、
湘西局地阵雨，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天。气温方面，9至15日高温发展，最
高气温将达38℃左右，不过11至12
日受台风影响，高温稍有缓和。

针对湖南天气形势，专家提醒，
今明两天仍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9日起高温发
展，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
及时补充身体水分， 避免长时间户
外活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通讯员 张倩

降雨减弱
“蒸煮模式”开启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从长沙人
保财险理赔中心了解到，自7月5日
起， 长沙人保财险公司在长沙市推
出了16项车险理赔便民新举措，包
括全面推广理赔资料网上提交、节
假日在主要交通枢纽路段布设服务
站等。

单证多、流程长、索赔困难等，
可以说是目前保险公司的通病。为
解决这一痛点， 长沙人保财险公司
全面推行方便车主网上自助理赔的
多项举措。 用户通过中国人保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手机APP提交索赔
资料，全天24小时不受限。比如，车
辆驾驶证、行驶证等，不用再提交复
印件了，上传照片即可；事故案情清
晰则免去提交事故证明；对2000元
以下小额车损案件， 客户无需提供
修车发票。“万元以下的非人伤案
件，不用填写和提交纸质材料，凭一
张身份证就能理赔。”长沙人保财险
理赔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 潘显璇

长沙人保财险推出
16项车险理赔新举措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从中铁
二十五局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
造工程项目部获悉， 7月7日凌晨4
时许，长沙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
改造工程主线高架坪塘大道段首
桩历经4小时灌注完成。 此次灌注
的主线高架桥17-1号桩基为主线
在潭州大道上灌注的第一根桩基
础，设计桩径2.2m，设计桩长36m，
孔深约达38.9m， 桩基采用旋挖钻
施工，钻进施工过程顺利。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杨宇
实习生 庞明钰 李红

湘府路河西快速化
改造坪塘大道段首
桩灌注完成

7月7日，市民探访西园北里历史步道。作为长沙首条历史步道的首发段， 今年3月，该老街改造完成，今
年五一小长假正式开街。 记者 陈月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