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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历史与新旧文化的协调问题。本文旨在研
究城市更新的政策下如何更好的将场地文化记忆保留与发展,就江心洲葡萄园改造项目为例,探讨本地
块在更新设计过程中“葡萄记忆”在场地中的保留延续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并着重探索场
地特有历史文化的发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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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Site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Jiangxinzhou Vineyard Reno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Wanying Pan Ping Feng Yanwen Xue Haonan Shi Shilin Xu
Art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Jinling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has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new and old culture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how to
better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 site cultural memory under the urban renewal policy, taking Jiangxinzhou
vineyard reno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it discusses the reten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grape memory" in the
site renewal design process and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the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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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环境与防止污染事故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点源污染源的治理,环境污染虽有了一定缓解,但
还未达到完全控制,甚至某些环境要素还有恶化趋势,局部污染事故和纠纷仍不断地上升。由此造成环境
生态、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产和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以至文化精神生活诸方面损失都很大。因此迅速
降低污染事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关键词] 依法调处环境污染事故；自然灾害；危害型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Some Problems of Mediating and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According to
Law
Yuanda Pang
Lianyungang Alkali Industry Co., Ltd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accidents. Through the
treatment of point pollution sources,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en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it has not been fully controlled, and even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a deteriorating trend, local pollution
accidents and disputes are still rising. This has caused great losses in environmental ecology,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terial production, human survival and health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 Therefore, the
rapid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ccidents is the nee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lso the need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Mediate and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according to law; natural disaster; Hazard type
目 前 ,在 我 国 环 境 法 制 尚 未 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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