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以“微创”
方式进行改造，
让老旧街区从“活起来”
到“火起来”

旧城活化：怀旧之旅也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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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梦瑶

城市

·

海口骑楼老街是摄影爱好者的热门取景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旧城活化 | 激活城市记忆

旧城巷陌综合相
连，街坊阿婆“吱呀”一
声推开木门，几乎分不
清谁比谁更苍老。
揭开旧时海口的
面 纱 ，只 需 从 高 楼 林
立的商圈回到琼台福
地 、南 洋 骑 楼 或 是 三
角池……
一片片老旧街区
串联起城市文明“编年
史 ”，也 在 海 南 旅 游 板
块中占据不可或缺的
地位。
就像人 在 社 会 中
的成长一样，城市升级
也总是伴随着新老交
替。
“ 新 陈 代 谢 ”下 被
逐渐边缘化的旧城，该
如何重新焕发青春？
海 口 通 过“ 微 创 ”方 式
进 行 释 放 、缝 合 、激
活，正让这些老旧街区
从“ 活 起 来 ”到 古 城 游
“火起来”
。

每天早晨，62 岁的莫玉汝都会在
海口新华南路店铺卷闸门“哗哗哗”开
启的声音中醒来。新华南路紧挨着东
湖，从她家的窗户就能远眺到海秀商圈
繁忙的景象，可谓身处在海口真正的
“黄金路段”。
但就是这样的“黄金路段”，莫玉汝
的女儿孙晨却怎么也不肯搬回来住，原
因很简单：住得不舒服。
“ 推开窗户，湖
里的水都是臭的，每次出门经过东湖路
时几乎都要堵车，道路太窄了，而且路
面也坑坑洼洼。”挑起家门口的毛病，她
几乎
“刹不住车”
。
莫玉汝一家的老房子，位于三角池
片区。30 年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
消息传开后，一波波来自全国各地的

“闯海人”揣着自荐信涌向三角池一带，
她可谓是在家门口见证了这段激情澎
湃的岁月。
“毫无疑问，三角池就是那一代闯
海人的记忆图腾，直到现在都经常有人
过来旧地重游。”去年年底，当听闻政府
要在这里有
“大动作”时，莫玉汝与街坊
们几乎是一片惋惜之声，
“ 都觉得肯定
要拆掉了。
”
坊间的猜想没有落地，城市管理者
用“修”替代了“拆”。东湖的水清澈干
净了，乱糟糟的广告牌不见了，入水草
坡和亲水栈道替代围栏，暖黄和暖白的
灯光勾勒夜景基调……在尊重原有肌
理的前提下，用一套
“微创手术”进行改
造，仅 120 天就让三角池片区面貌彻底

变了样。
“比起修复，其实拆了重建要容易
得多。可城市更新也要区别对待，这类
有着历史文脉和特殊意义的地方就应
该保留下来，留住老百姓的城市记忆。”
在海口市副市长冯鸿浩看来，要将旧城
活化，前提就是不拆楼、不迁户，修缮其
外表，提升其价值。
修缮外表，并不是让建筑披上千篇
一律冷冰冰的
“皮囊”，而是用循序渐进
的城市更新方式弥补旧城区的衰老，拉
近人与城、人与街、人与建筑、人与历史
的距离。同一个城市，方圆十几里，既
有几百年前的小酒馆，也有昨天才建好
的高楼。在旧城更新的背景下，代表着
一段历史的旧建筑就是让城市“丰富”

起来的关键。
穿过关帝巷，古井旧庙见证府城千
年变迁；踏访骑楼老街，斑驳建筑承载
南洋浮沉往事；仰望红色钟楼，指针滴
答诉说港口兴衰……旧城巷陌串联起
城市文明
“编年史”，哪怕你只是初来乍
到的外地游人，站在这里几乎也能一眼
望穿城市的
“五脏六腑”。
都说海口老街区满载人情味，这人
情味中自然少不了舌尖的满足。博爱
北路的老盐柠檬水、水巷口的辣汤饭、
义龙路的盐焗鸡、西天庙的古早小吃
……不起眼的胡同巷陌里承载着人们
记忆中的味道，那蒸腾着的热气与香
味，以及舌间滚动着的惬意，构成一幅
幅如画的市井风情图。

每一处整治改造无不是从市民游客的
生活、出行方便出发。
旧貌换新颜，并非什么都要新。而
今在居仁坊小巷深处，会看到明代的关
帝庙、清代太阴太阳庙与民国的中山纪
念堂依旧保存完好。
“干净舒适，还很有
文化韵味。”来自台湾高雄市的游客李
添发走进居仁坊，
频频点赞。
像居仁坊这样的背街小巷，
在海口市
有几千条。按照
“修旧如旧”
的理念，
在补
齐城市建设短板的同时，
不同建筑形式的
民居与庙祠大院都被一一保留下来。
社区网络的稳固，是街道生命力的
一个重要所在。在过去的旧城改造中，
不乏
“连根拔去”的案例，尽管保留了老
建筑，但却将原来的业态彻底改变，穿
行其间反而寂寥。位于龙华区的大同

里，过去数十年一直是老海口的制衣一
条街。如今改造过后，老街的“生态系
统”完全没有遭到破坏，不同之处在于
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
“白天一个样，夜晚一个样。”几年
前的海口，一到夜幕降临，街边的桌椅
板凳便会纷纷冒出。2017 年，海口将
夜市改造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基础
设施按照“净化、绿化、彩化、亮化、美
化”的要求统一升级，通过借鉴台湾等
地夜市建设经验，
建成 10 个特色夜市。
无论是以琼山古建筑传统文化特
色为主的美食街，更显年轻活力的海大
南门小吃街，还是音乐、扎啤陪衬下的
金盘夜市，升级改造后的海口夜市依旧
承载着记忆中的味道，而今更成为市民
游客
“夜游海口”的新去处。

出了几间仿旧样式的咖啡馆、电影吧，
骑楼老街文化茶馆、骑楼 1896 时尚餐
吧、国新书苑也纷纷入驻。除了文玩
店、小吃街、工艺品小店，骑楼老街还有
了第一家民宿——还客 1921。这家由
老汽水公司改造的民宿，摆放着主人收
藏的火山石盆、民国玻璃、旧时床板和
青苔屋檐等 100 多件古董物件，让游客
入住时仿佛融入南洋真正的历史场景。
在还客 1921 创始人王禄清看来，
传统历史文化类的景区景点大都有距
离感，而游客对这种
“瞻仰式消费”并不
买账。
拉近游客与骑楼老街的距离，
可以是

邂逅一家经营特色伴手礼的小店，
也可以
是一场摄影展、
书画展或各种文艺活动。
今年国庆，骑楼老街推出海南公仔
戏、八音演奏、小丑表演等系列文艺节
目；
今年中秋，
一场主题为
“最忆是骑楼、
月遇市集”的活动在骑楼老街中山路拉
开帷幕，熙熙攘攘的市民游客围着摊位
人头攒动；
今年 4 月，
非洲鼓、街舞、街头
篮球在骑楼步行街频频上演，孩子们逛
市集淘到泥塑、
皮具与衍纸工艺品……
本土民俗特色商业形态激活老街
文化生命力，而今骑楼用食、住、行、游、
购、娱的多元化体验，正重新聚集起人
气与生机。 （本报海口 11 月 7 日讯）

外媒代表参观骑楼老街，了解海南
文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修旧如旧 | 开启怀旧之旅
古旧斑驳的巷陌老街一路绵延，一
的元素。
座座紧紧挨着的院宅建筑，是旧日的温
始建于明朝的居仁坊，数百年来一
情与繁华。
直是海口政商荟萃之地。然而随着城
在旅行者的记录中，藏身海口老街
市发展演变，这条百年小巷却不可抗拒
区的古井牌坊上镜率尤其高。仿佛踏上
地“衰老”，不仅成为城市化过程的缩
泛光的火山石板，就能穿过悠长的岁月
影，更是一系列城市化问题的集合体。
长河，获得可感知可触摸的城市记忆。 “道路坑洼，黑灯瞎火，一下雨就严重积
不只是景点，旅游更追求一种多元化的
水。”谢荣花在这里工作了 7 年，对于居
体验，
寻找老城记忆当然也足够特别。
仁坊的凋敝没落深有感触。
以微改造的方式修旧如旧、建新如
能否给居仁坊注入新鲜血液，让人
故，留住城市记忆，成为海口探索老城
重新回到这个百年街巷中？对于 2015
区多元活化改造的一项具体举措。
年海口开展的
“双创”工作，居仁坊的街
从新华南路拐进居仁坊，一街烟
坊们可谓是寄予厚望。从“脚下修路、
火随即抛在了身后。两个老爷子坐在
头上亮灯”开始，居仁坊投入资金 400
门口下棋，炒菜洗碗的声音与饭菜香
万元，改造小街小巷道路 15 条，将社区
从半掩的门里一起飘出……锅碗瓢盆
所有道路铺上石砖，并对居民区破旧老
碰撞到一块儿的声响，是这里最鲜活
房屋、断墙残壁进行修复与立面改造，

外国友人在骑楼老街品尝海南特色
小吃清补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改造后的海口居仁坊环境大改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丰富业态 | 重聚人气生机
下南洋，曾是上世纪海南人充满希
望而又饱含痛苦的选择。而随着一批
批华侨衣锦还乡，一座座借鉴当时南洋
建筑风格的骑楼也在海口矗立起来。
对于老海口人而言，骑楼是活着的
历史。在外地游客的眼中，这里则是一
片难得鲜活的人文景观。
“ 几年前来海
口，第一站就去了骑楼。”25 岁的瞿姗
还记得，那时候的临街骑楼风格杂乱无
章，想找家咖啡店歇歇脚也无果，令她
颇有些失望。
延续海口城市记忆的骑楼老街，该
如何复兴？在主持骑楼街区修缮与活
化工程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看来，
“ 与古为
新”是必须一以贯之的理念。
重新设计已完全破坏并建有现代
建筑的骑楼，部分破坏的骑楼对楼板、
梁、墙体进行加固，保存较为完好的仅
需对外立面进行加固。对于骑楼的活
化改造而言，形体改造只是第一步，功
能填充才是关键。
两侧的“正兴选铺”
“德兴布厂”
“会
文书局”
“大亚酒店”等老字号店铺重见
天日，乐器店、手工业品店、家居用品店
及凉茶店生意依旧红火，传统业态仍旧
保留的老街，
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
再细细逛上一圈，会发现檐廊下冒

本土民俗特色商业形态激活老街文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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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鼓、街舞、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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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频 上 演 ，孩 子 们
逛市集淘到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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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对府城关帝巷进行修复，营造
更宜居的环境，
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多元化体验，
为老街重新聚集起人气与生机
骑楼老街区的中山路步行街长约 300 米 ，2017
年游客接待量达 46.7 万人次，
比 2016 年增长 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