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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韵千年文脉 擦亮运河名片
- - 以徐州京杭运河主城区段滨水景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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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江苏高品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战略背景,深入贯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
的整体要求。针对徐州京杭运河主城区段滨水景观现状及早期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遵循文脉延续原
则、自然生态原则、空间层次丰富性原则,通过文化景观为魂策略、生态景观再生策略、绿色景观廊道
策略,打造一处集文化景观、生态景观、绿色景观为一体的徐州运河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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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ing the Millennial Context and Polishing the Name Card of the Canal
--Taking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of the Main City Section of Xuzhou Jinghang Canal as an Example

Pinglan Lu
Jiangs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Jiangsu's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protecting, inheriting and utilizing the Grand Canal" are thoroughly implemente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in the main urban section of Xuzhou Jinghang Canal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early desig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context continuity, natural
ecology and spatial level richness, and build a cultural landscape, ecological landscape regeneration strategy and
green landscape corridor strategy through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landscape as the soul, ecological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green landscape corridor Xuzhou canal culture belt with green landscape as a whole.
[Key words] Xuzhou Jinghang Canal; waterfront la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ecolog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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