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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设的延伸以及日益增加的对小汽车

的依赖，另外占主导地位的规划思想——

尤其是现代主义——已经将公共空间、步

行活动和作为居民聚会场所的城市空间置

于非常次要的位置上，以至于城市无序蔓

延，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城市公共空间

被迫让位，社会公平被忽视。这势必与我

国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宗

旨背道而驰。

21世纪初，我们看到几个新的全球挑

战的轮廓，强调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性

化维度为更为深远的目标的重要性。引导

我们的城市规划向世界大多数人的方向转

化，并让人们普遍意识到，城市生活和城

基于可持续原则的欧洲城市人性化发展
的经验及启示
◎ 王珞珈

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交通和通信技术

迅速发展，中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然而总的来看，城市规划是有问题

的，粗犷的城市发展模式，随之而来的是

城市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可更新资源的

不可替代以及传统城市生活和人性化维度

的缺失。城市的第一位特征在于，他们越

依赖于周边的环境，就越显示出适应周边

环境变化的脆弱性[1]Ⅵ-Ⅶ。我国城市目前这

种低效的发展模式和人性化维度所遭遇的

状况是相当严重的，大规模的郊区开发，

摘  要：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的无序扩张，人性化场所和社会公平公正

的缺失，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城市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保障社区的人性需求和社会需

求。探求一种基于可持续准则的城市人性化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探讨为何对城市中人

的关心，是成功获得更加充满活力的、安全的、可持续的且健康的城市的关键。重点介

绍欧洲城市人性化发展的实践及方法策略与经验教训等，以期为我国人性化城市的塑

造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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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中对人的关注必须在城市与建成区

的规划中起到重要作用。如今，对成功获

得一个充满活力的、安全的、可持续的且

健康的城市的憧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

迫在眉睫的理想。回顾世界城市的发展

历程，美国曾出现过严重的“郊区化”现

象，导致城市不断遭受道路入侵和交通拥

挤，以及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所造成的腐

蚀性影响。这些弊病的积累给行政管理带

来巨大难题。而洛杉矶就曾被恰当地称为

“什么都不是的城市”。与美国不同，欧

洲的城市像伦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着

庞大中心的村庄的集合，比起那些缺乏人

性维度按功能机械划分的大饼式城市，更

有凝聚力和适宜居住。

未来城市人性化发展必须以关注使用

城市的人的更大的需求为关键目标，旨在

改善城市公共交通，提倡步行，优化城市

环境，节约资源，增加城市空间的社会职

能，满足城市使用者的广泛需求。其结果

应该是：一个密集型和多中心城市，一个

多样化的综合城市，一个易于交往的公正

城市，一个适于步行的城市，一个开放美

丽的城市，其中的艺术、建筑和景观能让

人感动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1]Ⅺ。以下将从

几个方面对欧洲城市人性化发展的实践进

行阐述和分析，从中得到我国未来城市可

持续和人性化发展的启示。

一、注重开放思维空间

与世界范围内城市及城市空间被视为

消费主义者的舞台不同，欧洲城市的公共

领域普遍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学

家迈克尔·沃尔泽曾把城市空间分为“单

一”思维空间和“开放思维”空间[1]9-15。城市

中封闭的居住小区、郊区化独立的工业区、

大学校园、大型购物中心、技术企业园区、

办公区等提供的都是单一思维的空间。单

一思维空间观念体现了一种认为城市空间

是满足一种功能的思想，它通常是政治和

商业方面为满足个人有限需求处于权宜之

计考虑的后果。充满活力的街道、具有人

行尺度的广场，街边的廊道、住宅的前院等

则是开放思维的空间。它旨在提供一种多

样性的、人人都能参与并享用的空间。

欧洲城市建设的大量实践证明，开

放思维空间能培育一种融合、互让、紧凑

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并能有效消除社会贫

困和社会隔阂。希腊的雅典人公认他们城

市的重要性以及公共空间在鼓励他们时

代的道德和智慧的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

广场、神庙、竞技场、剧场和它们之间的

公共空间既是希腊文化壮观的艺术表现，

又是它丰富的人文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巴

黎，既能享用大尺度空间带来的特殊功

用，又可感受街边咖啡店的生气勃勃，构

成生活邻里的工作场所、商店和家庭的混

合，使生活在广场和街道上更好地延续。

与此类似，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把建设

1992年奥运会设施的计划进行了更为远大

的改革，重新整治街道，创建150个新广

场。改造废弃的工业码头，使城市与海岸

连接，由于看到城市的长期改善给他们带

来的利益而愿意接受公共的领导，认可公

众利益的重要性。几乎在同一时期，为了

改变因单一由办公和高层建筑集聚的墨尔

本内城产生的冷淡和衰败，1994年至2004

年的改造将重点转向城市公共空间，深入

市民生活，摒弃单一的功能区划。改造中

的新广场包括建筑艺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联邦广场，河畔上小的拱廊、巷道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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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开放为市民聚会和逗留的活动场所。

二、提倡多样性的交通体系和步
行城市

一座围绕着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而和谐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从环境上追

求可持续形式的人性化的城市。它丰富了

城市公共生活并提高城市的效率——如

何根据城市中人的行动能力而设计，不允

许汽车主导社会的尺度和生活；如何使城

市的街道重新纳入市民的生活，并且使市

民们无需驾车出行即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

求；以及如何充分把握各种社会问题尤其

是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使城市充满

活力并可容纳多样性的活动。

在这方面，欧洲城市给我们提供了很

多值得借鉴的例子。20世纪末为了重新设

计伦敦的公共领域，政府投资从私人交通

转向公共交通，试图实行以公共交通和步

行为导向的计划。改变道路的走向，修建

地道或把道路步行化，把整个伦敦的公共

空间都解放出来。从地图上即可看出伦敦

所拥有的壮观的公共空间和地方公园等

伟大的历史遗产，进而用供人步行和自行

车骑行的宁静道路把它们联系起来。再例

如，斯特拉斯堡先进的交通政策：城市中

心禁止私人汽车通行，建立精心设计的轨

道系统，市民可以按时租用自行车或小型

电动车。结果使选择公交成为大众认为十

分高效明智的出行方式。

哥本哈根作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在提倡公共交通和步行体系方面是又一

个典型实例。独特的自行车文化是哥本哈

根多年来邀请民众骑车出行而得到的具

有重要意义的结果。为了塑造一个健康的

城市，使步行或骑车能成为正常日常活动

方式的一部分，哥本哈根在几十年间重新

规划了街道网络，按照精心考虑的步骤将

机动车路和停车场移走，从而给市民提供

更安全便利的骑车环境。整座城市现在被

方便、高效的公交系统和自行车系统服务

着，因为汽车环境的改善，新的自行车文

化正在生长且愈演愈烈[2]13-18。

三、倡导明确的空间规划和城市
发展模式

与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模式决然

不同，如在美国，城市按功能加以分区，导

致城市的无限扩张和蔓延增长，城市活力

降低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正和人权的缺

失。欧洲城市普遍具有紧凑和多样发展的

特性。欧洲城市通常由一套层级分明的空间

规划来控制和引导。建设城市充分分析和

把握各种社会问题同时注重社区发展。欧

洲城市采取的取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重新解释了“紧凑城市”模式——在这样

一个密集而多样变化的城市中，经济和社

会活动相互重叠，城市围绕位于公共交通

节点的社会的和商业的活动中心发展，这些

中心又相应作为邻里发展的焦点。每个邻

里各有自己的公园和公共空间，并且提供多

种多样、相互重叠的私密和公共的活动。

伦敦的城镇、村落、广场和公园的历

史结构是典型的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大规

模的交通系统可以为邻里之间的联系提供

高速的穿城交通，而与地方性的交通各司

其职，这样在邻里中心的公共空间内，交

通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地方的公交系

统更加高效，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和愉

悦感也大大增加。鹿特丹也提供了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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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负责和以众多社会意识为目标的榜样。

政府规定城市内部和周边的土地为国家所

有，这些土地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供社区使

用，而不是什么人有能力就能购买。城市

的目标是像细胞结构那样去发展，分裂和

复制成3000~5000人的综合性邻里，邻里

内包括工作场所、学校、商店和住宅，至

少每一个社区包含三分之一从邻近社区迁

来的人口，以保证整体的社会连贯性。

四、基于人性化尺度的建筑及环
境设计

当今城市规划的决策几乎都是在图版

或屏幕上进行的，有关尺度与比例的传统

知识逐渐被抛弃，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经常

以一种远离人们所感知的有意义的且舒适

的尺度与规模加以建造。与现代主义对城

市的人性化维度所产生的混乱不同，欧洲

许多规划师和建筑师热衷于传统的城市结

构和街道模式，他们尊重人性化的尺度并

试图以人而非车的尺度为设计前提。城市

中大多数公园、广场和街道都是在多年日

常活动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

以一代人的体验、经验传承为基础，并成为

城市的标志。但是，哪怕从低层次来看，建

筑、雕塑、铺地、街道小品或信号标志的细

部处理都是以人的尺度和触觉为前提的。

作为一个具有活力和人性化的城市，

威尼斯几乎样样具备：紧密的城市结构，

安全适宜的步行空间，能容纳多样活动的

公共空间，活跃的建筑首层及精美的建筑

细部——都是基于人性化的尺度。尽管有

众多的街道、巷弄和广场，但人们依旧感

受到基本的结构是简洁而舒适的。因为它

提供了最短捷的路径和少量但重要的空

间，其中又伴随着令人满意的步行线路。

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已赋予城市生活错

综复杂的网络，并且它还在朝着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进行着。在丹麦狭窄的街道和

小型亲切的空间中，人们能够在周围近距

离范围内看到建筑、细部和人。在人们可

能经过的地方，适宜的分布着商店、咖啡

馆、餐饮、纪念物和公共的、多样的功能

空间。使人们乐于体验对不同街景以及建

筑文化的吸收，参与城市社会生活，因为

这种场景对他们来说是温暖的、受欢迎的

且丰富多彩的。

五、注重市民权及公众参与

活跃的市民权和生动的城市生活无疑

是一个城市优秀的文化特色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城市建设是为了凸显人们共有的家

园，它应包括所有的城市使用者，而不是

以满足个体的有限需求为重点。人们应该

自觉地唤醒自己从属于城市的意识，体现

对城市建设的个体责任感，并为取得自己

对所生活的城市的民主控制而努力。这方

面欧洲各地都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例子。

在法国，不只是政府办公楼需要举行

设计竞赛和方案公示，每一项公共项目，

如医院、学校、城市广场、剧院，交通整

治或整个新区的规划或都需要举行。有

鼓励人才的竞赛，也既有重要的国际性竞

赛，使城市的居民产生了采取未来进一步

行动的可能性。

六、启示

尽管中国与欧洲城市有着不同的发展

历程，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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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

城市建设理论，在城市建设和实践中汲取

有用的规划和设计元素，有助于推动我国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对人性化城市的

塑造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平等是

人性化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城市的粗犷式发展正面临

着严峻的资源、环境与人口挑战，以及由

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失衡，都在损害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离建设人性化城市

的目标越来越远。对可持续发展的呼声已

经唤起人们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新考

虑，我们必须选择一条适宜的城市发展之

路，对生态的破坏程度降至最低，居住、

食物、教育、健康和期望得以均匀分配，

环境和建筑形式相平衡，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保障适应现代城市需要的全新的市民

权，恢复生动的都市生活，以此建立人人

共享并共同参与建设的城市。

2. 公共交通引导开发是促进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如果一个城市的交通绝大部分能通

过公共交通或步行发生，可持续的城市形

态就会被加强。良好的公共交通使得城市

更具竞争力和更充分地使用能源，同时增

加对人性化维度的关注，恢复城市丰富多

彩的公共生活，使城市更具邻里气息而变

得生动美丽。总之，比起汽车的行驶和停

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街道和广场

能够再度成为社会交往的空间[3]18-19。

3. 完善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引导是以人

为本的城市发展的制度保障

城市当局应通过不同层级的空间规划

对城市各个发展阶段进行规划引导，寻求

对城市发展变化的管理。同时加强公共领

域和进行恢复传统生活的城市再生计划，

即城市设计最基本的任务应该是在单体建

筑的设计之前建立街道、广场、开敞空间

等公共空间结构的设计“准则”，以使风

格各异、新旧用途的建筑能够和谐统一并

与活动之间产生连续的视觉联系[3]18-19。确

定一个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透明的税收政

策，比如土地税收政策的制定该朝着城市

土地的优化使用为方向，而不是导致城市

的无序蔓延。申请上报的开发项目应该在

平衡社会、环境、资源等多方面影响的基

础上，对于那些将产生社会隔阂、环境污

染、拥挤或缺乏人性化维度的项目应不予

批准或课以重税。

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应能提供这样

一个框架，它不仅能实现积极的变化，而

且能让市民有机会参与能对与他们的城市

未来密切相关的发展规划并做出自己的贡

献。重视公众参与，真正的公众参与是改

变人们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

同时城市的权利和市民的参与权利及智

慧，能够平衡国家政府的低效率。诸如城

市交通、公共空间、居住、垃圾处理、环

境污染等重大决策，必须形成一个从市民

到邻里、到地方再到城市，最终到国家的

自下而上的等级体系。

4. 紧凑性和多样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模式

1973年，雅典宪章将功能主义推到极

点，在这套传统的规划理论体系中，充满

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宏图大略，并没有多少

紧凑性和多样化的自发因素[4]。如果说紧

凑和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倡导多样性和包容

性，那么单一功能的发展方式则是排斥这

种综合性。正如凯文·凯利所倡导的：城市

必须具有这样的潜力，它能用参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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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的规划和分析模式来替代我们现行

的排他性的、线性的规划和分析模式。

城市正如蜂群一样，尽可能提供一

个多样性的结构，并具有作为群系统的

优势，它是有弹性的、演进性的并且具有

与越级的可适应性。作为一个系统，正如

凯文?凯利所描述的，它具有最大的包容

性，即使发生大的故障，在更高的层级中

也只相当于一个小故障，因而得以维持系

统的稳定。它不靠权威产生控制，它信奉

复杂[5]24-25。相信那些有着紧凑和多中心的

结构、良好的公共空间的混合、方便快捷

的公共交通系统、易于交往和具有生命力

和灵感的城市，是对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性

化的最好诠释。

结语

先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以及人性

化城市的实践都已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回

报，城市设计也在慢慢转型。鉴于现阶段我

国城市化发展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环境

问题，未来城市发展和环境模式应该从欧

洲城市建设中汲取经验，使可持续发展和人

性化维度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这一途径，

我们共有的城市——人类的居所，才能重新

被编进自然的循环。一个充满活力、安全、

可持续性和健康的城市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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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ation on Humanized Cities from European Experience Based on Sustainable 
Principles
Wang Luoji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disorder of city ex-

pansion, as well as lacking of humanized places and social fair and justice, people almost forge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town is to guarantee the human and community needs. It is the key to 

achieve a more energetic, saf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city through searching for a way which is 

based on sustainable criteria with the humanized concer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strategies and 

lessons of practices from humanized cities in Europe, with a view to China’s construction of hu-

manized and sustainable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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