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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闻

微风拂面，碧空如洗。9 月25日的北京

坊劝业场，艺术气息格外浓郁 , 北京国际设

计周“大栅栏设计社区”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大栅栏和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结缘始于 2011

年，已经走过 6 年的光辉历程。大栅栏始终

引领设计跨界城市更新，每年都备受欢迎。

与以往不同，这次活动以“设计更新中

国城市，设计点亮中国生活”为主题，在大栅

栏杨梅竹、北京坊等近 60 个地点举办 120

余场活动，给人们带来城市“新生活”的多

元体验。

在这次设计周期间，大栅栏的主要活动

包括“中国老城复兴之道——未来的城市，

更新的美好”主题论坛、“城心馆首展：老城

复兴的中国之道”和“2017 大栅栏领航员

计划—杨梅安筑”展览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老城复兴的中国

之道”展览是城心馆这座新建筑的首个展

览。展览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与居民生活方式

探讨、城市规划设计与更新建设，以及可持

续发展等多层面信息，并主要通过大屏展示、

VR 互动等多媒体方式展现，力图让观众更

直观、立体、全面、深入地了解片区的历史文

化变迁。未来，城心馆将长期作为城市更新

主题馆，及时展示中国城市更新领域以及城

市与艺术、设计、生活跨界融合的新动向，让

城市更新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

“2017 大栅栏领航员计划—杨梅安筑”

展览是以“杨梅竹－三井社区－延寿寺街”

为路径，讨论“安住、安驻、安筑”的主题。

北
京
国
际
设
计
周
：

大
栅
栏
设
计
跨
界
点
燃
老
城
新
生
活

也就是说，大栅栏原有住民如何安心地在胡

同里生活，街区的经营者、建设者等外部力

量如何在老街区安心驻留，老城软硬件环境

如何增强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

对渴望了解老北京文化与新城市生活

的人们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设计周

期间的劝业场已然成为集设计、文化、民艺、

生活方式为一体的体验空间，不仅展现消费

转型下的京城新商业潮流，还拓展衍生出更

多元的文化和更国际化的视野。

文
图  

本
刊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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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青山村村民用金属编制的艺术品 活动现场

建筑师以对话的方式探讨“老城复兴的中国之道” 城心馆首展

这是荷兰知名视觉艺术家Sigrid Calon的首次中
国个展。她在作品中探索布料用于艺术图形呈现
的可能性，反应人类在深不可测的混乱自然生态
中寻找秩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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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空间艺术季：当艺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玩的一次高级“跨界融

合”。活动特邀不同领域的嘉宾跨界交流，互

动探讨了“当艺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这一

主题。

黄浦江边的这个船台是由旧船厂废弃的

船台改造而成。它悬浮在广场之上，并与坡

道下方的另一个展览空间相连。在这个特别

的空间里，观众聆听建筑师与艺术家的观点

碰撞，领略各路嘉宾的思想火花，感受城市空

间与城市艺术的交汇，这与上海城市空间艺

术季的定位与目标不谋而合。

与一般的建筑及艺术双年展不同，上海

城市空间艺术季以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

为长期固定主题，以上海近年来的城市建设

及城市有机更新为线索，以各类城市公共空

间和人文环境为载体，采用时代技术和公共

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示国内外城市公共空间

建设领域的新理念、新实践、新成果，探讨和

交流不断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方式方法。

本届空间艺术季于 10 月15日开幕，将

于 2018 年1月15日闭幕，持续三个月。本届

空间艺术季由上海城市雕塑委员会主办，上

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文化广播影

视管理局、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活

动涵盖主展览、实践案例展、联合展等环节，

以实践、展览、市民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致

力于城市空间品质提升。其中，主展览以“连

接 thisCONNECTION ：共享未来的公共空

间”为主题，展出来自全球的知名滨水区与

公共空间整治案例，用以探讨滨水空间成为

城市公共生活发生地的可能性，关注后工业

城市滨水地带的再生与激活以及气候变化

下的弹性水岸设计。展览包括 4 大主题展和

12 个特展共约 200 个展项，近 200 多位设

计师、艺术家、建筑师等国内外参展人共同

参与。除了主展览之外，全市范围内还有 8

个实践案例展和 6 个联合展，以及 100 多场

SUSAS 学院活动。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本届空间艺术季的

主展场。这座坐落在浦东黄浦江畔的民生码

头 8 万吨筒仓，曾是亚洲最大的粮仓。由于

历史原因，粮仓多年废弃不用，沉寂多时。如

今，经由著名建筑师柳亦春亲自操刀改造，曾

经的废弃粮仓即将以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

展场的身份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成为上海城

市更新实践的大胆探索和案例展示。

9 月29日晚的上海，在陆家嘴滨江金融

城船台，举办了一场东方民族音乐与西洋弦

乐四重奏的唱和，让人们在欣赏黄浦江美景

之余，饱餐听觉盛宴。这是为“2017 上海城

市空间艺术季”主展览举办的“艺术季节面

面观”推介会，也是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和

Shanghai Urban Space Art Season: When Art Integrates into Urban Public Space
文︱本刊记者  

部分参展人

“2017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宣传海报

黄浦江畔的8万吨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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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绩溪县家朋乡，有一座当今皖

南罕见的“十姓九祠”千年古村落，尚村。这

里不仅有中国最美徽派梯田，也有在驴友中颇

具盛名的饭甑尖。新安江、青戈江等三江源头

在此交汇，沟圳交织成明暗相间的水圳网。漫

步村里，常常闻水声但不见水影，别有一番韵

味；居其间则冬暖夏凉，舒适宜人。村内巷陌

交错，粉墙黛瓦的民居顺山势高低错落有序。

为了保护这个传统村落，让它的发展更

可持续，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传统村落保

护与发展规划团队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众筹活

动。在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许多参与众筹

的公众都亲临现场体验了尚村有名的月光豆

腐晚宴等一系列活动。

尚村是一个明清建筑遗存众多的船形村

落，以异姓聚居为主要特色。前街“高家老屋”

是村内高姓村民最早的聚居地。以老屋为中

心，周边徽派建筑分布密集，保护价值极高。

由于年久失修，高家老屋现已坍塌，仅留有部

分墙体和地面。结合尚村本地丰富的毛竹资

源，团队建筑师将在高家老屋遗址之上，以新

老结合的方式修建一座竹构建筑。这座建筑

将用作村内第一座简餐餐厅，同时兼有特色

农产品展示、村民议事、民俗活动表演等功能，

成为联结旅游者和村民的第一座桥梁。

本次众筹到的所有资金将交由尚村村民

自治组织——绩溪尚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理

事会管理，用于竹构建筑修建和餐厅筹建工作。

古村保护众筹：安徽尚村的月光豆腐晚宴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Crowdfunding: Moonlight Tofu 
Dinner Party in Shang Village, Anhui Province
文︱本刊记者

尚村全景

晒秋

在皎洁的月光下，品味舌尖上的徽派美食，尤其是来一
场尚村的“月光豆腐晚宴”，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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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竹木建构在北京交大学生活

动中心北广场依次亮相，它们或在疏密有序中

表达虚实之相，或在光移影动里展现曲线之

美，或在取舍之间传递竹简之寓，或在精粗之

第二届北京建造节：“理木・知筑”

中探索力学逻辑……围观民众有的静观、有的

抚摸、有的凝思、有的拍照……这就是第二届

北京建造节的活动现场。

这次活动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北京交通大

学联合主办，来自北京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14所京津冀高校、

中学的47组学生队参加了比赛。此次北京建

造节是继2016首届北京建造节之后，又一次

更高规格、更大规模的赛事。

“理木 ∙知筑”是这次建造节的主题。参

赛者以竹、木为主要材料，在两天之内从材料

的切割、交接手法、组合样式、叠加的层次等

方面入手，现场建造出特点鲜明，且能表达主

题的空间形式。在建造过程中，学生通过亲自

动手，对建筑材料、建造方式以及建造过程产

生感性和理性认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专业

视野都能得到较大提升。同时，建造节吸引了

大量的民众前来观展，营造了学生与公众互

动、全民参与建筑科普教育的机会。

此外，北京交大第六届创意文化节与本

次建造节同期举办。创意文化节是为拓展学

生实践专业动手能力、激发学生创意灵感而

搭建的展示交流平台。创意文化节以“艺旬

梦语，建忆华章”为主题，共设“诗 ∙衣”形象

设计大赛和“荟兰心”创意集市两项活动。两

项活动均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鼓励学

生品读传统文化，运用新手法、新理念制作出

具有时代特点的艺术作品。其中，创意集市设

有10组作品交易义卖区。学生们将自己亲手

设计制作的折纸、脸谱、手绘以及饰品等一一

进行展出售卖。创意文化节增强了校园艺术

文化氛围，更加展现了北京交通大学秉承“饮

水思源，爱国荣校”传统，以时代创新思维践

行“知行”校训的精神风貌。

The Second Beijing Construction Festival: Creating Works with Wood and Bamboo
文︱本刊记者 

竹木作品

“2017第二届北京建造节暨第六届创意文化节”开幕 创意作品 第二届北京建造节的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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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人居署就“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
执行主任访问北京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克洛斯博士于今年 5 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对华正式访问。在此期

间，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下，

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领导人齐聚中国参加论坛，就“一带一路”合作交流思想、发表

真知灼见。访问期间，克洛斯博士会晤数名高层官员，签署了三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进一

步加强了联合国人居署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克洛斯博士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国家城市

政策、城市土地使用、城市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在华期间，克洛斯博士还接受了中央电视

台记者的采访，在“一带一路”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人居署将支持中国与“一

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展开合作。

克洛斯博士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续签了互利共赢的《（2017-2021年）

合作框架协议》。陈政高部长承诺，中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人居署，并执行《新城市议程》。双

方同意通过新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合作。

克洛斯博士还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院长杨保军先生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人居署与中规院将合作推进城市政策及城市规划和设计。克洛斯博士在中规院发表了

题为“执行《新城市议程》”的主题演讲，指出《新城市议程》的关键问题，说明城市发展和城

市规划的未来，及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化挑战。杨保军先生、中规院副院长王凯先生、清华大学

教授毛其智先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石楠先生与克洛斯博士就他的演讲展开了高层

对话。

访华期间，克洛斯博士还会晤了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司长王胜文先生。这是双方首次正式

会谈，开启了人居署与商务部新的合作。王胜文先生介绍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的运营情况，

支持人居署申请该基金。

联合国人居署与摩拜公司共同促进共享单车成为可
持续交通解决方案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克洛斯博士与中国智能共享单车行业领先公司摩拜单车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夏一平先生签署了人居署与摩拜的《谅解备忘录》（MoU），致力于促进共

享单车成为各城市有效、智能、可持续的交通解决方案。签字仪式在克洛斯博士访问成都期

间于 2017 年 7 月21日举行。

联合国人居署和摩拜期待本次合作将使城市骑行更便利、普及、智能，同时促进城市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谅解备忘录》为合作提供框架，双方将携手促进并在全球推行共享单车系

统，并共同研究大数据，为城市和交通规划提供精确的出行模式分析。“摩拜采用的此项创新

解决方案与《新城市议程》息息相关，是城市交通的新范式。”克洛斯博士称。

在签约现场，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试骑了最新款的摩拜单车，对单车的舒适和安全及

摩拜使用创新技术使单车回归城市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Habitat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Executive Director Visits Beijing

UN-Habitat and Mobike Company Promote Bike Sharing as 
Sustainable Transport Solution

克洛斯博士愉快地试骑摩拜单车

克洛斯博士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先生分
别代表联合国人居署与中国政府签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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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住房项目在联合国人居署理事会会议上
获颁世界人居奖

联合国人居署第 26 届理事会会议上向获得 2016 至 2017 年度世界人居奖的住房项目颁

发了奖杯。西非的“一片屋顶、一项技术、一个市场”项目和瑞士的“不仅仅是住房”项目是

本年度这一著名奖项的获奖者。世界人居奖由英国建造与社会住房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合

作于1985 年创立。每年评选出两个获奖项目。评奖要求是该项目针对当前的住房需求，提出

切实、创新的解决方案，尤其关注提供条件良好、价格经济、面积充足且可持续的住房的项目。

“一片屋顶、一项技术、一个市场”项目在萨赫勒地区的西非五国实施，培训数百名当地

居民使用土坯建造拱状屋顶。这一技术取代了以往建房常常使用的不适当建材。使用这一

技术建造的 2000 多幢房屋更经济适用、更舒适。“不仅仅是住房”项目是欧洲规模最大、最

艰巨的合作住房项目，集结了50 多家合作机构，建造了十三幢环境友好型住宅楼。这个社会

阶层多样化的社区有 400 个住房单位，并提供零售商店、会议区域、大型共享空间等设施。

每年一届的世界人居奖是确认、表彰和推广住房项目优良实践的良好方式，这些住房项

目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全球住房的经济适用和可持续发展。

推进中国成都绿色城市空间和历史街区的发展

 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环境署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合作，开始对成都市绿地和少城片区的

发展规划进行评估。

 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环境署的专家组走访了成都198平方公里绿地中的四个不同地点。

随后与市政府召开了数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活动规划与实施的战略。会议期间还提出了如何

使绿地更加有利于环境以及如何设计不同地块让它们同时兼具多种用途等问题。绿地不仅能

遏制城市蔓延，缓解城市空气污染，还能在娱乐、城市农业、经济文化活动、就业等方面服务于

市民。此外，联合工作组还走访了少城片区。该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内城区，每年吸引超过200

万游客。市政府请求联合国在发挥社区优势方面给予支持，从而规避住宅贵族化、地价上涨、经

济活动过度掩盖街区文化功能等潜在风险。

两份评估报告将在年底前落实，旨在为成都提供一个框架，使两个重点领域的规划和实施

更有效率，更加环保，更加注重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喀麦隆将主办第二届中加非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加非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ICCASU-II）将于今年12 月12日至14日在喀

麦隆举行。ICCASU 联合主席阿里翁·巴迪亚尼（Alioune Badiane）于 5 月召开的联合国

人居署第 26 届理事会会议期间公布了这一消息。

据巴迪亚尼称，会议将为深入审查那些有利于非洲大陆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方式和方法提

供平台。巴迪亚尼透露，会前已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建章立制，对喀麦隆共和

国政府、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和联合国人居署之间的合作进行管理。

Cameroon to Host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adian, Chinese and 
Africa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CCASU-II)

Housing Projects Feted at Governing Council

Promoting Green Urban Space and Historic Neighborhoods in Chengdu, China

住房项目在理事会会议上被颁奖

绿地航拍图©联合国人居署  图︱Felix Vol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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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专家组会议为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探讨城乡定义

 联合国人居署于今年4月底举办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人居环境评价指标的地理空间

概念的专家组会议”。会议汇聚了识别建成区、确认和区分城乡地区等领域的首席专家。为发布

全球性报告而确定城市的标准化定义是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情况的必要条件，并有助于探

索城市扩张在土地指标上体现出的影响，包括基于农村概念的土地指标。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监测的过程中这一重要组成部分锻造了城市的新空间概念，也一直

是国家统计机构、公民社会组织、学术界、政策制定者等关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诸多评

价指标对于城乡间的分界都十分敏感。为了保障报告结果的可比性，需要制定全球统一的定义。

这将有助于各国之间和各国国内进行交流和比较。

本次会议提出了两种方法，用于定义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城市，确认城市的区域。第一种方

法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目前正在被欧盟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使用，得到了世界

银行的支持。这一方法已在全球应用。它以每公里格网的人口密度和城市规模为准。第二种方

法由纽约大学提出，主要依赖评估建成区密度，应用不同规则来创建统一的城市边界。这一方

法被用于编制200座城市的全球地图册，由联合国人居署和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合作编纂。目

前，这一方法在四个国家推行，用于绘制城市土地覆被变化。

欧盟委员会与纽约大学协作开展的测试表明，两种方法的重合度惊人。欧盟委员会联合研

究中心（JRC）以往的测试显示，排除空间分辨率和时间性的因素，两种方法的重合度很高。这

一惊人的结果意味着，两种方法正在迅速聚合，以类似的方式检测，指向统一的城市发展格局。

会议探讨了两种方法的聚合领域，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评价指标的关联等。

联合国人居署正在领导和协调与采集、汇报、监测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人居指

标有关的统计工作。一些国家的政府多次向人居署提出请求，协助他们为监测城市层面采集的

指标或住区一级的指标做好准备工作。

除了改进城乡地区的定义，专家组会议还致力于制定空间数据采集的工具和方针，同时对

比现有的各种方法。

定义“城市”为何重要？

当前，在许多国家，城市界限是行政和法律设定的，相应地降低了政策制定者决策的准确度

和有效性。城市界限仅仅依靠的是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准则来确定。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观

测站部门主管Robert Ndugwa先生认为，缺乏统一的城市定义带来了风险，使隶属城市（如某

市政府）而非整个城市范围的地区衡量指标有所偏差。

欧盟委员会区域和城市政策部门副主管Lewis Dijkstra认为，许多城市领导人常常把他们

所在的城市与其他国家的城市相互比较。当一座城市实际正在扩张，城市人口的向外迁移却可

能造成人口减少的错觉。这就阻碍了城市的适当规划。

纽约大学的首席研究员Patrick Lamson Hall 提出，纽约大学采取的城市范围测量方式

为界定城市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使许多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加系统化地监督其干预手段在城市

的投入和产出。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们来自联合国人居署、欧盟委员会、纽约大学、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美国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机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GORA 公

司、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EU JRC）、公民社会、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亚太区域委

员会（UNGGIM）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

人居署情报
UN-HABITAT Info

Brussels Host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DG Indicators

布鲁塞尔老城区的经典街景 图︱MarinaDa；
Shutterstock图片网

布鲁塞尔市地平线 图︱Matyas Rehak；Shutterstock图
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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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城市的规

模越来越大，也逐渐出现了交通拥堵、生态环境退化

等种种城市问题。建设被大众俗称为“地铁”的城市

轨道交通，是不少城市用来引导绿色出行以应对交通

拥堵、环境退化等城市问题的法宝之一。

统计资料显示，2016 年年末，全国有 30 个城市已

建成轨道交通，线路长度 3586 公里，车站数 2383 个，

其中换乘站 541个。除此以外，全国 39 个城市在建轨

道交通，线路长度 4870 公里，车站数 3080 个，其中

换乘站 827 个。当然，这个统计既包括地铁，也包括

轻轨等其他类型的不在地下运行的城市轨道交通。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要建设轨道交通而不是更多

地采用普通公共汽车呢？原因就在于，与其他公共交

通方式比，城市轨道交通运量更大、速度更快，也更环

保、更准时。所以，从政府的角度讲，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并鼓励大众通过这种交通方式出行，是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等问题的不二选择。

而从乘客的角度讲，如果乘坐城市轨道交通时要

换乘几条线路、换乘又不便捷，或者到地铁站和从地

铁站出来到要去的地方也不是那么方便，从而乘坐城

市轨道交通出行反而需要花更多时间的话，他们也就

不会选择通过这种交通方式出行。

讲到这里，你一定会发现：轨道交通车站的分布

和设计是多么关键！它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

众是否选择乘坐城市轨道交通，也会影响乘客的出行

体验。

那么轨道交通车站怎样布局和规划建设才是好

的呢？目前我们在轨道交通车站规划建设上存在着

哪些问题，又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外城市在建

设轨道交通车站方面都走过了哪些历程，又有哪些经

验可供借鉴？

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院的李凤军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郑

猛，这两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领域的专家；

并约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相关研究人员，

对北京这座我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在建设轨道

交通车站方面的状况，以及国外城市在此方面的经

验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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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站 图︱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
commons/5/57/Kyoto_Station_November_2016_-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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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 人居视点
F o c u s

Li Fengjun

Experts’ View: How to Plan and Build Rail Transit Stations

专家观点：轨道交通车站该怎样布局和规划建设？
文｜李凤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者按：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建设轨道交通来

应对交通拥堵、环境退化等城市问题。轨道交通车

站的布局和规划建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大众

会不会选择城市轨道交通出行，也会影响乘客的出

行体验。就如何布局和规划建设轨道交通车站及相

关问题，本刊采访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领

域专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凤军。

1、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建设轨道交通来应对交

通拥堵、环境退化等城市病，但乘客有时乘坐轨道交

通时需要换乘几条线，有时出站后到目的地也不是很

方便。那么，我们在布局和规划建设轨道交通车站时，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线网布局，目的是方便老百

姓出行。规划师在布局轨道线网时，要用轨道线网将

1.

2.

城市中心、副中心以及城市的各个分区联系起来，将

枢纽性的换乘车站设在城市中心、副中心以及城市的

各个分区中心等居住和就业密集的地方。

此外，对于城市中心地区以外的老百姓而言，方

便出行的内涵就是能通过轨道交通快速进城。在规划

李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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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某地铁站出入口设置

图︱http://www.onegreen.net/

4. 北京某地铁站出入口设置

图︱http://dt.piaojia.cn/beijing/
songjiazhuang.shtml

4.

3.

建设车站时就要充分考虑如何方便地接驳其他交通设

施，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对于在城市中心地区

的老百姓而言，一般情况下，城市轨道线网密度越大，

车站数量越多就越方便通过步行到达车站。

2、您刚才谈到了在线网布局的宏观层面上如何

去布局车站，我们在规划建设轨道交通车站时，在微

观层面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我们还要考虑车站与周边建筑的开发相结合。

在这方面，香港的做法值得借鉴。在香港，车站有十

几个甚至更多的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群多样、立体、顺

畅地衔接，这样就能很方便地把客流引到建筑群里面

去。内地在这方面尚有不足，亟待加强。其中编制相

关的标准规范至关重要，好在部分专家学者已经意识

到这个问题，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文件、导则。

3、在内地，车站与周边建筑的开发相结合，除了

缺少标准规范，是不是存在其他方面的阻力？

内地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阻力。一是观念陈旧。

按照传统观念，车站设在道路交叉处，各设四个口，西

北口、东北口、东南口和西南口。现在这种观念已经不

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二是用地困难。有的车站设在

道路红线以内，有的则设在道路红线以外。前者用地

属于市政用地，比较好办；后者属于单位用地或者居

住小区用地等，需要好好协调。车站口子越多，协调工

作越繁杂，有时又有工期限制，来不及做协调工作，就

只能放弃了。三是动力不足。香港运营模式与内地不

同。地铁运营公司往往要通过广告、房地产开发等方

式来平衡成本，这就需要通过轨道交通导向开发、车

站与周边建筑的开发相结合等方式来吸引更多人乘坐

地铁。而在内地，政府有政策性补贴，从而使得运营

公司通过各种开发方式获得盈利的动力不足。四是城

市规划与轨道交通设计部门沟通协调不够，存在“两

张皮”现象。两者的规划经常不同步,从而没有从根

本上对车站与周边建筑开发相结合做出安排。

4、您刚才谈到了在规划建设车站时，要充分考

虑如何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请您再展开讲

讲，车站要如何规划建设，才能让乘客方便、舒适地

换乘或者接驳其他交通设施。

乘客到地铁站和从地铁站到目的地，这段出行我

们俗称轨道交通的“最后一公里”出行。根据距离远

近，乘客可能会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者转乘其他公

共交通方式来完成这段出行。比如，出地铁站后，有的

乘客需要换成自行车出行，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布置自

行车停车场，甚至如何规划建设自行车道路系统。如

果要换乘公交或者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公交场站和出

租车上下客区怎么布局就很关键了。如果是步行的话，

步行环境好就会吸引更多人乘坐轨道交通，乘客也会

有更好的出行体验。由此可见，我们在规划建设地铁

站时，要通过空间的组织、换乘流程的组织等等，让乘

客实现快捷、方便的换乘。除此以外，还要对车站周

边街区的路网规划、交通组织进行统筹考虑。

5、对于那些换乘很不方便的车站，比如，有些国

铁与地铁换乘很不方便的车站，除了硬件方面的改造

以外，是否在制度上、管理上也有改善的空间？

确实可以从体制、管理方面着手。举个简单的例

子，在国铁与地铁的换乘方面，有的车站已经走在了

前列，乘客不需要出站，通过电梯到达不同的地层就

可以实现换乘。不过，也有乘客抱怨说，同一个车站

内，要安检几次，好麻烦。如果在管理上，能简化安检

程序，就会让乘客的换乘更方便、快捷。或者，如果

通过制度、技术手段的创新，能够解决不同交通方式

付费区分割的问题，就可以把国铁与地铁，或者其他

交通方式，设置在同一个站台上，这样也能改善乘客

换乘体验，提高出行效率。

1. 香港地铁车站与周边建筑开发
相结合  图︱东方IC

2. 香港地铁出入站刷卡机

图︱李凤军 摄



15 14 人居视点
F o c u s

Zheng Meng

Experts’ View: The Experience of Beijing

专家观点：北京的经验
文｜郑猛（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者按：北京是我国第一个 拥有地 铁的城市。

历经多年的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在支撑和保障北京

城市正常运行、方便城市居民日常出行方面，起到

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

城市群的目标下，如何提高轨道交通的吸引力或者

服务水平？如何构建舒适、便捷的接驳系统？带着

这些问题，本刊采访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

领域专家，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副所长郑

猛。

1、请您谈谈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的历史发展。

1969 年 9 月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站 - 苹果园）

的建成，使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地铁是城市轨道交通多种制式中的一种，也是目

前中国城市应用最多的一种轨道交通制式。“地铁”，

依其名称应是“地下铁路”，但在轨道交通专业中铁

路和地铁却是完全不同的制式。地铁通常也被理解

成“地下行走于轨道之上，服务于公众出行的一种公

共交通工具”。但实际上走出地面的这种公共交通工

具在轨道交通专业中也叫地铁，如北京建成已久的轨

道交通 13 号线。所以，我们把北京的“地铁”大致分

为两类：城市轨道交通和区域快线。城市轨道交通可

以理解为常说的地铁，区域快线可以理解为现在北京

到延庆区这样的市郊铁路。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末。北京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的目的从最初的战备保障逐渐转向城

市交通服务，但建设速度缓慢，平均每年建成 2 公里

多一点。这一阶段属于轨道交通发展初期。第二阶

段是从 2000 年至 2009 年。以奥运为契机，北京市大

力推动轨道交通建设，平均每年建成 17 公里多。这

是大规模集中建设时期。2010 年后至今是轨道交通

的高速增长时期。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缓解交通

拥堵为目标，北京市持续加大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年

均建成通车 50 多公里。

至 2016 年底，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

1.

郑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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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建设方式。其核心理念就是让轨道交通成为乘客

有效便捷组织生活的纽带。

三是构建以站点为核心通往目的地的舒适接驳

系统。这包括：舒适的步行系统最好是“全天候、24

小时”便捷和安全的；在北京还需要建设自行车接驳

系统；在目前北京轨道交通还不能有效全面覆盖建成

区的情况下，构建必要的地面公共交通接驳系统也非

常重要。

3、您刚才谈到构建舒适、便捷的接驳系统对提

高轨道交通的吸引力很重要，请您进一步谈谈，北京

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接驳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如

何去改善？

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

比较，在建设速度和安全性上要强很多，但也存在很

多问题。比如部分站点设置不理想、出入口数量不足、

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结合好的案例匮乏、人行系统和交

通接驳系统水平差等等。

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规

划设计理念落后且精细化不足、建设技术水平有待提

升、重建设速度轻服务水平、民众的“邻避效应”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轨道交通的规划和建设中去

逐步完善。

我们需要认识到，轨道交通始终是要为乘客服务

的，一切以“服务乘客”为核心的规划建设理念需要

强化，建设的科技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面对未来的

北京城市和北京轨道交通的乘客，北京城市轨道交通

还需要更进一步地发展才能满足要求，但无论如何发

展，更加人性、方便，更加让居民喜欢乘坐的轨道交

通才是我们需要的轨道交通。

达到 574 公里，工作日均载客超过 1000 万人次。在

支撑和保障北京城市正常运行、方便城市居民日常出

行方面，城市轨道交通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2、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绩斐然，在当前，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以

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下，请您谈谈怎样

提高轨道交通的吸引力？

虽然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已经成网、成规模，但对

于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而言，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依然

存在总体规模不足，结构不完善，服务水平与居民要

求存在差距等问题。其中也包括被乘客诟病的“最

后一公里”等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是

绿色交通方式的一种，其优势在于快速和准时。虽

然轨道交通具有快速与准时的优势，但相对于“门

到门”的其他交通方式而言，却也有一定劣势。因此，

为提高轨道交通的吸引力或者服务水平，需做到以

下几点：

一是在规划上，线路的走向要符合居民出行的空

间方向，减少换乘。

二是站点周边用地高强度混合一体化开发。这

样做的目的有两个方面：有效提高轨道交通直接服务

居民和就业岗位的数量；能够以站点为核心有效组织

和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

使乘客在出行中能够顺带完成其他要干的事。在这

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提高城市

轨道交通对居民出行的吸引力同时使轨道交通的发

展更可持续，往往采用“轨道交通 + 用地”一体化捆

1. 北京地铁线路图

图︱http://www.nipic.com/

2. 地铁出入口设置少

图︱东方IC

3. 北京地铁

图︱http://bj.city8.com/
life/35/5cFjQ0LYOF88jcO.html

2. 3.



17 16 人居视点
F o c u s

Lan Yajing

Overview on “Railway City Gateway” and “Subway” Transfer Modes

“铁路城市门户”与“地铁”换乘形式大集结
文图｜兰亚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铁路客运站是一座城市的门户。作为城市交通

系统中的重要对外交通节点，由铁路客运站换乘城市

其他交通方式的便捷与否，不仅关乎到每位乘客的出

行体验，也对减少客运站周边区域机动车的使用，减

轻周边区域的道路交通压力，提升整个区域的交通能

力，改善整体区域交通体验有着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乘客的快速集散，不知道你注意到没

有，许多铁路客运站都接驳了城市轨道交通（地铁）

这种相对来讲大运力的公共交通。那么，“国铁”与“地

铁”两个系统之间高效、便捷的换乘衔接就很关键了。

北京，作为全国客运的中心，是全国铁路最发达

的城市之一。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北京现

有主要大型铁路客运站均位于北京城市中心地区，且

均接驳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因此，对于“铁路城市

门户”应该如何与“地铁”接驳，我们可以先从北京

寻找答案。

相比于北京主要铁路客运站，巴黎北站、柏林中

央火车站、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东京涉谷站等

国外铁路客运车站的换乘形式更综合化、立体化、多

样化。

如果你没有切身体验过这些车站的换乘系统，就

请跟随我的脚步去看看。

北京“铁路城市门户”与“地铁”的接驳

北京站

北京站是北京最悠久的的门户车站，承担着北京

城市对外交通的重要作用。与北京站相衔接的地铁

线路是 2 号线。地铁 2 号线的出入口分布在站前广场

两侧。乘客需要出火车站，通过站前广场后达到地铁

乘车区域。这是典型的“站前广场换乘”。

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目前与地铁 7 号线和地铁 9 号线这两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衔接。它采用的接驳方式是“站

厅换乘形式”。也就是说，通过北京西站与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共设一个换乘大厅，实现铁路与城市轨道交

通的良好衔接。换乘大厅位于地下一层。乘客不用

出站即可换乘地铁，比较方便。

北京南站

北京南站，作为现代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其换乘

方式是综合化、多元化、组合化的。整体车站分为5层，

其中地下三层为地铁 14 号线站台层，地下二层为地

1. 北京南站换乘流线示意

图︱http://www.shsz.org.cn/
uploadfile/201511242041

55439.jp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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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n “Railway City Gateway” and “Subway” Transfer Modes

铁 4 号线站台层，地下一层为地铁站的站厅层，地面

为车站的站台层，地上二层为车站的站厅层。下了火

车要换乘地铁的旅客，乘扶梯到地下一层地铁站厅层

转乘地铁。

清河站

清河站，是规划中京张城际北京区域重要的高铁

车站，预计 2019 年投入使用。规划中，清河站与地铁

13 号线和地铁 19 号相衔接。其中地铁 13 号线，与清

河站采用“站台换乘形式”。也就是说，通过将地铁

13 号线引入铁路车站内，并将站台与铁路站台“同台

设置”，乘客无需出站，即可从站台一侧下车，在另一

侧上车。这种换乘方式能够实现“地铁”与“国铁”

系统的无缝衔接。

换乘形式大集结

从北京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铁路客运站与地铁

的换乘形式，有以下几种：站前广场换乘，站厅换乘，

站台换乘，组合换乘。

站前广场换乘是指通过站前广场实现铁路客运

站与地铁系统换乘衔接，是换乘的常见形式。通常，

地铁站出入口分布在广场周边。旅客出站后需步行

一段距离后到达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进行换乘。

站厅换乘是指通过铁路客运站与地铁系统共用

的站厅进行换乘。通常，乘客在铁路站台下车后，需

要经过共用站厅，到达换乘区域进行换乘。站厅换乘

的方式，能够将铁路客运站下车乘客及时分流，减少

站台上乘客数量，因此，能够避免站台拥挤。

站台换乘方式是快速便捷的换乘衔接方式。乘

客不仅无需出站，也不需要从“国铁”站台走到“地

2. 北京站站前广场换乘衔接轨道
交通2号线流线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北京火车站周边用地规划模
式与方法研究》

3. 北京南站换乘大厅

图︱https://ja.wikipedia.org/
wiki/北京南駅

3.



19 18 人居视点
F o c u s

铁”站台去换乘，而是通过两者共享的站台即可实现

无缝换乘衔接。这种换乘方式，能够极大减少换乘时

间，提高换乘体验，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除了上面实例体现出来的几种换乘形式，还有一

种换乘形式是通道换乘。它是指铁路客运站与地铁系

统通过设置换乘通道实现换乘衔接。通常换乘通道

设置在站厅之间或进出站口之间。采用这种方式，能

够进行灵活的设置，同时，对进出站的人流影响较小。

组合换乘是指采用两种或更多的换乘方式进行

“国铁”与“地铁”两个系统之间的换乘衔接。随着

铁路客运站由“单一功能”的对外交通节点，逐渐发

展为“多功能”的城市综合服务体，构建综合化、立

体化、集约化的铁路客运枢纽也成为未来发展的趋

势。通常，这种大型铁路客运枢纽会与多条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进行衔接，需要形成多层次、多方向的组合

换乘衔接体系，从而能够实现旅客快速疏散的目的。

国外铁路客运站更综合化、立体化、多样化的换乘形式

相比于北京主要铁路客运站，巴黎北站、柏林中

1. 柏林中央火车站换乘通道

图︱https://en.wikipedia.org/
wiki/Berlin_Hauptbahnhof#/

2. 巴黎北站

图︱http://www.raileurope.cn/
place/paris-gare-du-nord

3. 柏林中央火车站

图︱http://www.raileurope.cn/
place/berlin-hauptbahnhof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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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央火车站、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东京涉谷站等

国外主要铁路车站的换乘形式更综合化、立体化、多

样化。

巴黎北站

巴黎北站，作为巴黎最繁忙的火车站，是巴黎重

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承担国际、国内及市域等多层面

的客运业务。巴黎北站是一个综合化、立体化的综合

交通枢纽。整个车站分为 4 层。其中，地下 2 层为地

铁站台层，地铁（Metro）2、4 和 5 号线在此与巴黎北

站接驳。地下 1 层为铁路与地铁共用站厅层，提供便

利设施和服务，实现客流的转换。地面层，为铁路站

台层，通过地面站台层，可直接到达地下 1 层换乘区

域，换乘高效便捷。

柏林中央火车站

柏林中央火车站，作为欧洲最大的火车站之一，

是柏林的地标建筑之一。它于 2006 年在原址重建

并投入使用。柏林中央火车站是一座现代化、综合

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作为一个综合交通枢

纽，其换乘方式是立体化与多样化的。整个车站共

有 5 层。其 中，地 下 2 层 为 地 铁 站 台 层，共 有 包 括

S3、S5、S7 在内的三条城市快速地铁线路在此接驳。

地上 2 层为铁路站台层。旅客下火车后，可在站台

上直接乘坐电梯，由地上 2 层到地下 2 层换乘区域进

行换乘。

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

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作为英国最现代的火

车站之一，是英国伦敦重要的铁路客运站。车站主体

分为 3 层。其中，地上 1 层为铁路站台层；地面层为

铁路站厅层，提供服务设施及公交、小汽车接驳设施；

地下1层为地铁站台层，在此可方便快捷地接驳地铁。

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整体建筑具有维多利

亚时期建筑风格，壮丽秀美。它不仅是周边区域的交

通中心，也是周边区域的活力中心。车站作为该区域

的门户地区，向旅客展示了城市形象，同时，车站给周

边居民提供了公共活动空间，是居民聚会休闲之处。

东京涉谷站

东京涉谷站，作为东京信息中心（涉谷副都心）

主要对外交通节点，是一个综合化、立体化的交通枢

纽。涉谷站是东日本旅客铁道（JR）、东京急行电铁、

京王电铁等铁路系统上的重要枢纽，也是东京重要

地铁换乘枢纽。涉谷站，现有铁路线路 4 条，山手线、

东急田园都市线、东急东横线、京王井头线；换乘地

铁线路 3 条，地铁银座线、半藏门线、副都心线。涉

谷站整个车站有 8 层，地上、地下各有 4 层。其中，

地上三层为地铁银座线，地上二层为山手线，地下一

层为京王井头线，地下三层为东急田园都市线与地

铁半藏门线，地下四层为东急东横线与地铁副都心

线。整个车站虽然涉及线路较多，但指示信息清晰，

流线设计合理，因此相互之间换乘十分便捷。其中，

地上线路（山手线与地铁银座线）通过共用站厅进

行换乘；地上线路与地下线路可用电梯实现垂直换

乘；地铁半藏门线与铁路东急田园都市线之间，地铁

副都心线与铁路东急东横线之间，可同站台换乘，高

效快捷。

结语

随着铁路技术的不断革新，铁路逐渐从“普铁

时代”进入“高铁时代”。从上面我们列举的例子可

以看出，铁路客运站也已不再是“单一功能”的对外

交通节点，而逐渐转变为“多功能”的城市综合服务

体；换乘形式更综合化、立体化、多样化，从而为乘客

提供更快捷、舒适的换乘体验。

4. 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

图︱https://en.wikipedia.org/
wiki/St_Pancras_railway_
station

5. 涉谷站

图︱https://ja.wikipedia.
org/wiki/渋谷駅#/media/
File:Shibuya_station.jp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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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Qi

A “Kingdom” on Rail Stations

轨道车站上的“王国”
文图｜李琦（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问

题日益严峻。建设轨道交通系统，为公众出行提供高效、安全、舒适、大运量、低能耗、绿色环保的交通服务成为

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力措施。

轨道车站作为轨道交通系统中最直接服务大众的“窗口”，它的便捷、人性化程度 ( 比如与其他方式的换乘、

出入口与周围道路及建筑的衔接等 ) 直接影响乘客的出行体验以及轨道交通的吸引力。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车站，轨道车站越来越注重与城市的其他功能融为一体，形成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综

合体。有的车站同时还作为城市重要的旅游景点、购物中心、就业场所、演出舞台、聚会中心等等。更有甚者，

基于轨道车站打造了地下“王国”，创造了“混凝土下的神话”。

下面我们将带领大家了解日本、加拿大在建造便捷、人性化轨道车站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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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都站周边巴士线路示意

图︱http://www.openstreetmap.org/#map=16/34.9853/135.7601

3.4. 京都站

图︱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1/
JR_Kyoto_sta01nt3200.jpg/450px-JR_Kyoto_sta01nt3200.jpg

图︱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b/Kyoto_
Station_Christmas_tree_2016-11-19.jpg

3.

4.

2.

日本京都站

日本在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和布局研究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京都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实例。

京都站总建筑面积为 24 万平米，是集酒店、购物中心、

博物馆、餐饮和交通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体。同时，

京都被誉为通向日本历史之门，因而京都站枢纽也是

认识日本历史的重要门户，它的周边还分布了多个历

史景点。

京都站日服务人次达 38 万人。其成功的关键因

素之一是其完善、便捷的交通设施布置，以及各种人

性化设计，从而为乘客提供了方便、舒适、优美的换乘

体验。

首先，交通设施采用立体化布局，优化换乘流线。

京都站内集合了多条铁路、城市轨道线路，包括 JR 线、

近铁线、地下铁、新干线。设计师将不同方式的交通

流线布置在不同地层上，以避免冲突，合理分流；再根

据交通设施的性质就近布局，从而缩短换乘距离。JR

线的站台正对一层大厅设置，购票的服务台和车票自

动贩售机就近设置于大厅左侧，旅客可在一层大厅完

成购票、上车。乘坐地下铁的旅客，通过大厅正中的 电梯在地下二层购票上车。近铁电车的售票服务台紧

邻站台设置于地上二层，旅客可通过一层大厅右侧电

梯上楼乘车。京都站这种立体化的布局方式，以及站

内外合理清晰的旅客交通流线设计，大大提升了换乘

的效率。

第二，重视公共交通，强调公共交通的首要地位。

设计师将不同的公共交通设施的出入口分散布置在综

合体外部，便于乘客选择公共交通方式。车站的南北

广场分别设置了多条巴士线路用来集散铁路、城市轨

道的客流。

 第三，注重换乘时效。通过合理调整不同交通系

统之间的运行计划来缩短换乘时间。在发生晚点时，

提供实时、动态、准确的晚点变更信息，缓解乘客焦躁

不安的情绪，同时便于乘客安排合理的换乘出行方式。

1.京都站  图︱https://farm3.staticflickr.
com/2925/14153381195_9055a2a640_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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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通过人性化的设计，大幅提高接驳换乘的

舒适度。枢纽东侧布置了旅馆、剧场等，西侧还有百

货商场、美术馆等。丰富多彩的商业娱乐活动，将乘

客换乘等待的心理时长大大缩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京都站中庭空间的设计很有特色，建筑师通过设计巧

妙地消除了高层建筑的压抑之感。中庭地面东西两侧

的升高方式使半敞开的中庭空间通过“地形”变化将

各层的各种使用空间联系起来，实现了各功能区的融

合。各种植栽、喷泉、雕塑等景观元素被纳入行人集

散平台与广场，使站内乘客休憩、通行环境品质大大

提升，同时还能够方便不熟悉车站的乘客有效地定位

出入口的位置。

蒙特利尔轨道车站

蒙特利尔将轨道车站换乘衔接上升到一个“新”

高度。它以轨道车站为节点构建了庞大的步行衔接

网络，网络中融入了商业、休闲、娱乐等涉及生活方

1.2. 京都站行人集散空间及空中连廊

图︱http://blog.sina.com.cn/s/biog_7475le700100ukw2.html

3. 蒙特利尔轨道车站及其步行衔接网络

图︱http://s7.sinaimg.cn/large/001b6pKdgy6UyQdu2ISc6&690

4. 蒙特利尔地下城中精心设计的艺术空间 

图︱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0/
Les_Cours_Mont-Royal_Catwalk.jpg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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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的产业，进而形成了四通八达、活力十足的地

下城。

蒙特利尔地下城位于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

尔威尔玛丽区，长 17 公里，总面积约 400 万平米。地

下城通过 10 个地铁车站与全长 33 公里的步行网络，

连 通了约 2000 个 商 店、1600 多个 住宅 单 元、200 多

家餐厅、40 多家银行、40 家电影院及娱乐场所、40 多

个室内公园、2 所大学、2 座火车站和 1 个长途汽车站。

地下城环境宜人。蒙特利尔每年冬季长达 4 到 5

个月，夏季高温闷热。在这样的气候下，地下城为轨

道交通乘客提供了宜人的环境。每天有约 50 万人通

过轨道站点以及与站点紧密衔接的地下步行系统到

达站点周边的商业、办公空间。对蒙特利尔人来说，

工作、生活、娱乐均可以在这座“地下王国”中完成。

为了保持地下城的“活力”，吸引更多的轨道交

通乘客和步行者，蒙特利尔始终以鼓励和倡导使用公

共交通为原则，采取的措施包括：

（1）五个“连接”。一是把两条地铁线通过连续

的步行空间联系在一起；二是把社会文娱设施和地铁

联系在一起；三是把主要商业街和地铁联系在一起；

四是把同一条线路人流量较大的地铁车站通过步行

5. 蒙特利尔地下城中精心设计的艺
术空间  图︱http://cdn.blog.hu/no/
nokapultnal/image/dsc03243.jpg

6.

5.

通道连接在一起；五是把空置的大型地块和地铁联

系在一起。

（2）为行动不便者提供普遍适用的步行通道，最

优化设置人行道的开口和直接通道，确保街道和建筑

之间的便捷联系。

（3）使用清晰明确的标识系统来增强步行网络

使用者的方位感。

（4）充满人情味的精心设计以及无处不在的艺

术与时尚元素是地下城获得巨大成功的更深层次原

因。在地下城中，随处可见雕塑、休憩花园、地下 T 台、

博物馆、艺术长廊。这些元素使得地下城弥漫着浓浓

的艺术气息和人情味。此外，许多著名的景点、蒙特

利尔现代博物院等都可以通过地下城到达。

如何打造高效、便捷、人性化的轨道车站是几乎

所有轨道交通在建城市面临的难题。合理的车站设

计应包括各种交通方式的接驳设施相互补充、合理

组织，轨道车站与周边用地及建筑有机结合，从而使

车站功能与城市的其他功能完美地融合。每个“轨

道上”的城市应因地制宜，通过借鉴其他城市的有益

经验不断研究和探索，最终建造“合身”的车站“王

国”，创造自己的轨道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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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Weiming

“The Last Kilometer” to the Subway Station in Small-Scale Block

小尺度街区地铁车站“最后一公里”：
北京地铁亦庄线次渠站
文图｜申炜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



25 怎样规划建设一座好的车站？

北京地铁历经几十年的规划建设至今，已成为城

市公共交通骨干系统，日均客运量超过 1000 万人次。

然而，在北京乘坐地铁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到

地铁站和（或）从地铁站出来到要去的地方不是那么

方便、快捷，有时候甚至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比乘坐地

铁的时间还要长。这就是被乘客诟病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

北京已建成的地铁多沿道路敷设，车站集中于城

市主次干路，而且大部分设置在道路交叉口。以往北

京的城市发展又是以“宽马路、大地块”为特征的。这

也就意味着，很多乘客在乘坐地铁前后需要使用其他

交通方式（地面公交、自行车、出租车等），才能到达目

的地。乘坐地铁前后步行距离远，而接驳其他交通方

式又不便捷，就会导致上面提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016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推动发展开

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

拥有“窄马路、密路网”的小尺度街区，道路通达性

良好，同时也为轨道交通车站接驳提供了更灵活多样

1. 次渠站机动车净化区位置示意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亦庄新城站前区典型案例及
交通设计导则》

2. 次渠站周边现状道路及接驳设施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亦庄新城站前区公交场站接驳
系统规划研究》

3. 站前区街区功能分区及城市轨
道交通线站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亦庄新城站前区公交场站接
驳系统规划研究》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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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在未来“窄马路、密路网”的小尺度街区发

展模式下，如何发展精细化的接驳设计，优化接驳系

统成为轨道交通车站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北京亦庄新城站前区次渠站就是位处“窄马路、

密路网”街区的一个轨道交通车站。北京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研究人员结合站前区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工作，对次渠站的接驳系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可供

借鉴的措施。

次渠站

北京亦庄新城站前区次渠站是已建成的亦庄线

和在建的轨道交通 17 号线的换乘站，也是实现站前区

与亦庄新城和中心城联系的主要对外轨道交通车站。

目前的次渠站

目前，车站位于潞西路和东小路交叉口北侧，是

亦庄线临时终点。车站共设有四个出入口。车站周

边尚未开发，仅有两条道路服务接驳客流。车站周边

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临时停车空间，然而，由于停车

需求较大，道路两侧均有机动车占道停靠。

小尺度街区的轨道交通车站

次渠站所在的站前区位于亦庄新城东部，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站前区既是通州管理范围下引导发展

环渤海区域高端企业的总部聚集区，又是亦庄新城重

要的产业、高端服务区，区域发展战略地位较高。

为进一步提高地区的建设品质，2011 年环渤海

总部基地管委会组织了该地区的国际城市设计方案

1. 国外有轨电车主导的道路空间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亦庄新城站前区典型案例及交
通设计导则》

2. 亚特兰大MARTA交通枢纽概
念布局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亦庄新城站前区典型案例及
交通设计导则》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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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由此产生了小尺度组团式街区用地布局规划。

规划提出的地块尺度约为 130m×100m。这是北京

市较早引入小尺度街区理念的地区之一。

按照规划，次渠站位于站前区核心商务区的中心

地带。地处小尺度地块内，车站周边规划道路以支路

为主，具有鲜明的“窄马路、密路网”的空间格局。

高效接驳系统为乘客提供良好接驳体验

在“窄马路、密路网”的空间格局下，为了把次

渠站建设成为一个拥有高效接驳系统，为乘客提供良

好接驳体验的轨道交通车站，规划设计研究人员想了

很多办法，提出了不少可供借鉴的措施。

设置机动车净化区，避免交通拥堵

次渠站周边地区是高密度开发的商业活动区域，

交通出行总量高、密度大，是区域内重要的交通聚集

区。在路网密度较高且道路较窄的情况下，机动车、

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在此区域形成混乱交通流，造成交

通拥堵。同时，由于车站周边土地利用强度高，机动

车停车困难，易造成停车空间缺乏、机动车乱停乱放

的现象。

为改善车站周边出行环境、提升出行效率，规划

设计研究人员提出，围绕次渠站，构建由 9 个地块围

合的“九宫格”机动车净化区。区域内只允许地面公

交、步行及自行车绿色出行，严格限制小汽车进入。

原规划中心地块的社会停车场重新布局，调整至机动

车净化区外围，地块间的机动车停放区域通过地下空

间联系。

设置公交专用道，实行机动车和地面公交单向

行驶

为防止机动车和地面公共交通在核心商务区内

交通组织混乱，核心商务区内建立地面公交和机动车

分行的道路体系。利用车站两侧南北向规划支路设

置公交专用道，东西向道路设置分时公交专用道。由

于车站周边规划道路较窄（红线宽度仅 20 至 25 米），

在保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顺畅的条件下，采用机动车

干道双行、支路单行，地面公交单向循环的交通组织

形式。同时引入有轨电车系统，服务次渠站与亦庄火

车站、核心商务区及站前区其他组团的接驳联系。

自行车骑行和步行友好

利用站前区规划的由绿地（湿地）和水系构成的

“哑铃”型生态资源腹地，设计跨组团连续的自行车骑

行专用道。通过自行车骑行专用道，串联站前区南北

向主要组团。自行车骑行专用道全线沿公园绿地滨水

而建。在次渠站周边设置公共自行车（含共享单车）

租赁停放点，为次渠站提供绿色、便捷的接驳设施。

依托连续的生态绿地形成行人景观广场，为地铁

乘客营造环境友好、绿色生态的步行空间。在车站周

边，打破原有的道路红线边界束缚，结合道路两侧建

筑退线对步行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及铺装，构建与建

筑联系紧密、开敞舒适的步行空间，为乘客提供直接

畅快的购物环境，增强街道活力。 

车站与周边用地一体化混合开发，实现多层次

立体化交通空间联通

次渠站位于站前区核心地带，可通过车站设计建

设整合周边用地资源，在车站周边形成高度耦合、集

约发展的土地开发模式。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车站

周边地区将是站前区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区域，通过

功能混合开发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乘客提

供实现出行、购物、休闲等复合功能的城市空间。

机动车净化区“九宫格”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可整

体打造，并与亦庄火车站地下空间局部联系。公交枢纽

等接驳设施的布设也由传统的平面形式转化为立体化

建设。从而在车站地区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联通

体系。乘客可以便捷地从车站进入周边建筑内部或者

从周边建筑内部进入车站，并且乘坐其他公共交通。

后记

在未来“窄马路、密路网”的小尺度街区发展模

式下，轨道交通车站如何建设高效接驳系统为乘客提

供良好出行体验？北京亦庄新城次渠站的规划设计

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中我们可以体会

到，位处“窄马路、密路网”小尺度街区中的轨道交

通车站的建设，需要与周边地区统筹考虑，为乘客提

供一个有活力、绿色出行的城市空间。

3. 亚特兰大MARTA枢纽站前连
续景观广场构想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亦庄新城站前区典型案例及
交通设计导则》

4. 旧金山跨海湾交通枢纽中心
（TTC）概念布局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亦庄新城站前区典型案例及
交及交通设计导则》

5. 滨水自行车骑行专用道

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亦庄新城站前区典型案例及
交通设计导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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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量时代的历史街区“再文化”逻辑：广州新河浦

“Re-Culturalization” Logic of Historic Neighborhood in the Stock Era: 
Xinhepu Area, Guangzhou
Wang Shifu, Cao Can

文｜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  曹璨（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曹璨（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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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量时代的历史街区“再文化”逻辑：广州新河浦

存量时代的历史街区

繁华市井、冷落喧嚣、岁月孤傲，叠合成历史街区形

形色色的表情。有第一眼的魅力或寂寥，也有第二眼的

情怀或落寞。些许惊鸿一瞥，便知“风花雪月”；些许驻

足深视，难断“千秋功业”。 岁月洗礼后的历史街区承

载各种情怀穿越的同时，更是当代文化诠释的代言人。

广粤地区的历史街区具有浓郁的岭南文化地方特

色，传统底蕴兼杂中西交融，又带着先行先试的一种闯

荡精神，是承载当地人文的沃土。

新河浦历史街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原东山区），

是“东山花园洋房”成片的集中地，以“东山小洋楼”著

称，是广州的旧豪宅区。广州近代的东山独栋花园洋房

与传统西关大屋素来有“富西关，贵东山”的说法，映射

出了广州多元文化的共存传统，代表了城市发展的历史

记忆与老广州的情怀。

漫步于广州新河浦的街巷里，看着光与影的交错，

恍惚间又回到了碎影里的古老流年。

 

广州新河浦历史街区初体验

回溯至20世纪20—30年代，新河浦地区环境清幽，

闹中取静，符合社会上流人士所寻求的聚居地禀赋。于

是，军政要员、华侨显贵、商贾名士纷纷在此结庐营宅，

包括别墅、官邸、欧式民居等各类东山洋楼诞生于此，西

方教会也在此设立学校和教堂，形成独特的近代异国风

情荟萃的建筑景观，提高了此处的居住品质。

新河浦建筑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理念，直至今日仍保

持了旧时独院式格局，民国水刷石、清水红砖墙、西洋建

筑特色等元素，形成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也保留着完

整的历史街区风貌。其中包括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

及东山“五大侨园”（春园、明园、简园、逵园、隅园）。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位于恤孤院路 3 号，是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在抗战时期，中共三大旧址被炸毁，现

仅存遗址。后政府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了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于是成

为新河浦历史街区内核心的公共休闲空间。

东山“五大侨园”中的春园是 20 世纪初美籍华侨

建造的三栋并列的洋楼，是中共三大期间，领导人毛泽

东、陈独秀、李大钊等居住及草拟会议材料的地方。现

今有一栋由政府作为博物馆进行保护管理，另外两栋分

别为新河浦幼儿园及私人使用。

东山的“五大侨园”，在东山洋房的建筑中较具代

表性。但个别也因年久失修或盲目改建而遭到破坏。

而其中的逵园却是小洋楼自主更新改造的成功例子。

逵园的业主怀着恋土情结在逵园精心经营，请来文物保

护专家对内部进行设计修缮，力求恢复建筑的历史原

貌。逵园内部功能进行了更新，一、三层作画廊展示，二

楼作咖啡厅。

类似逵园这般的旧建筑自主更新零星地散落于新

河浦的大街小巷里。各年龄段、各阶层人士都可在此零

距离感受历史留下的印记，体悟“老东山洋楼”的风情，

并享受现代都市休闲生活。

新河浦历史街区更新的 “再文化”逻辑

2006年，广州提出“中调”战略，在城市外向拓展

的同时开始强调和重视内城优化，城市从增量开发转向

存量再开发。历史街区置身于“存量时代”，无论是改

造、开发，还是更新、复兴，都要围绕着对其文化价值的

重新审视与认知。广州新河浦历史街区对“再文化”的

选择是，居民自下而上的文化微循环与政府自上而下的

文化保护行动的良性协同。

1.基督教东山堂

2.3.4. 逵园展厅及咖啡馆

5.东山花园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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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微改造

不少广州人都有“东山情节”。漫步在新河浦片区，

能感受到一股淡淡的老东山家常气息，人们都愿意把这

些古老的记忆附着在东山、西关这样的地方。不过，无

论是本底多么完好的历史街区，都会在物质衰败、维护

和渐进的业主更替、社区再构中经历时光的洗礼，也在

逐渐接受业主、租户、居民或者商家的改进。

一位广州本土设计师说过，广州的老房子有点“细

眉细眼”，不大气，有点功能性，有点小幽默，是生活化的。

新河浦街区的文化保育，便是家常化的生活休闲、文化

习性的再生产。街区的更新是居民及业主主人翁意识

的体现，他们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实现了街区“再文化”

的良性循环。

新河浦街区大部分建筑还是保留着居住功能，在自

下而上的更新中精准定位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契合

点，是其难能可贵之处。新河浦历史上富人集聚的宁静

安逸的文化氛围特质，正好适合打造满足现代都市人士

的休闲小憩需求的小资商业氛围。小洋楼的产权多为

私有，且业主自身具备改造更新的实力，也愿意去打点

自己的闲情雅致。因此新河浦自下而上的自主更新相

对顺利，也有较为稳定的更新动力。

于是，一些高档的小型西餐厅、会所、咖啡厅陆续

出现在洋楼里，装修独特，但都悉心地保护历史建筑的

外观以及内部的原始风貌，成为阳光明媚的午后游客稍

适停留，享受宁静生活的小资场所。

自下而上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不仅需要当地人的

热心参与，也归功于社会人士和各类具有精英思想的经

营者的参与，从而逐步打开了历史建筑紧锁的大门，改

变了历史建筑闲置残损的命运。

自上而下的微循环

 2000年 6月，广州市政府将新河浦地区纳入首批

“历史文化保护区”，并于 2006 年完成了《新河浦历史

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提出将历史建筑进行分

类分层次保护，并对街区的建筑肌理、传统风貌制定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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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园改造后的咖啡馆 

2.小洋楼改造的主题餐厅  

3.逵园洋楼外观

4.街区公共空间与简园外的黄色
外墙

明 确的 要 素 控 制 要 求。

这个保护规划作为新河

浦街区最有效的管理依

据，控制着街区内的有机

更新，使得历经变迁的

新河浦仍然保持了完好

的历史风貌。因其详实

的调研和尊重历史、尊重

科学的规划精神，广州市

报送的“新河浦历史文

化保护区保护项目”荣

获由世界大都市协会颁

发的“世界大都市奖”。

保护规划倡导“微

循环”式的更新理念，循

序渐进、审慎更新、提倡社区发展与居民参与结合。关注

文化内涵保育，充分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及人

文资源。严格禁止建筑的大拆大建，既强调对单栋建筑

的保护措施，也鼓励积极改善街区公共空间环境和公共

服务设施，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去带动激发街区的有机

更新。

政府部门的官方力量与理性保护无疑是历史街区

发展最大的动力。改善非私有物业和公共环境，修缮

历史建筑，恢复红砖洋楼历史风貌，改善市政道路交通

设施等措施起到了积极的维护历史环境的作用。对历

史文化保护区的开发利用更是慎重，只适当引入较低

冲击力的文化休闲型商业来丰富社区的服务功能并保

护街区肌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项保护基金援助施

放于“中共”三大会议旧址及其周边公共空间，进行修

缮更新工作，起到保护试点和带动的作用。

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居住，成为街区空间发展

的动力。新河浦也成为广州文化旅游的名片之一。旅游

产业带来的商机同样推动了住宅建筑向餐饮、娱乐、私

人展览馆等多元功能的转型改造。而新河浦处于市中

心的便利区位，也使其成为工作室、事务所的绝佳选址。

经过多年的沉淀发展，微循环的更新方式虽不如

单纯商业开发那样立竿见影，但也不会因剧烈的变化而

扰动甚至破坏街区社会结构，现今也在不断探索中逐渐

趋于成熟。

在新河浦地区，相对审慎的自上而下官方力量与相

对从容的自下而上民间力量，共同维育着街区文化，缓

慢地迎合着时代的变迁，精致慎重地辨识文化价值，理

性对待与街区文化的共生关系，很好地维系着街区活化

的步伐。而这些，都应该是规划师和大众值得去敏锐洞

察并悉心保护的物质空间领域的社会文化价值。

“再文化”反思

时至今日，历史街区的“存量提升”在广粤地区表

现出多元化的存在方式。“文化”的重塑受不同形式经

济发展动力的驱动，沉淀出各异的历史街区更新“样

本”。对其致敬也好、批判也罢，也都是如人饮水，冷暖

自知。有如佛山禅城的岭南天地，将历史文化作为商业

符号的再利用，街区一改旧时的粗糙模样，凭借“高颜

值”成为城市招揽休闲消费的交际花。有如广州荔湾恩

宁路历史街区将文化作为价值整体的再评估，部分绅士

化的商业空间与传统文化世俗温情的博弈正如火如荼。

也有如广州东山新河浦历史街区，凭借其超然的气质、

深厚的底蕴，或一些历史的幸运缘由，逃过了各时期建

设潮流的破坏，在政府、居民、社会组织的悉心经营下，

精描淡画，在漫长的岁月中酝酿，却也推动了街区空间

的不断优化提升，传承着历史演进的文化内涵。她低调

谦和，却也神采飞扬。反观当下的旧城更新模式，街区

文化饱受商业开发的嫁接与异化，浓妆艳抹的光鲜表皮

下是清晰的经济利益痕迹。如何去判断历史街区“再

文化”的方式，寻找合适的文化价值定位，是需要在这

慢慢时光中，持续反思摸索前行。

文化在历史街区的显性表现并非都是客观原真的，

有些时候它的外在表象是带着一些岁月的故事或者市

场的情绪。历史街区必然拥有感动到流泪的诗和远方，

且经久不衰。不过只谈文化、情怀是远远不够的，其中

也交织着空间作为商品的交易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冲突。无论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或是街区的业主和居

民，还是那座城市的市民，都存在着不同的对“再文化”

的价值判断。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谈判以及交

易过程本身就是文化的实态进程。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充斥、交织着

权力资本的掌控与文化情怀的保育，其规划和更新不是

线性的分析过程，不是顺着那根藤就能摸到的那个瓜。

存量时代下的“再文化”逻辑，需要作为规划师的我们，

不再仅仅局限于空间、肌理、情怀，更应思考如何将“再

文化”转换为街区发展动力的共识。搭建各方对话的平

台，规划师应该将政府决策、经济收益、数据分析、产权

制度、公众参与等都组织到这个共享协商的平台之上，

寻求一种在地共识的“再文化”逻辑。在这场博弈中，

没有输赢、无关对错，历经时间检验的答卷，才是最终

的文化话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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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樨秋满山塘去  一路清音到虎丘：
带你一起游山塘、说历史
Experiencing the Charm of Humanity History: 
Shantang, Suburban Suzhou
Xiang Bingjun

文图︱相秉军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走，和我一起去游山塘！

唐宝历元年（825 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为方

便排涝、便利交通，他组织百姓疏浚河道，沟通姑苏

城与城西北虎丘山的联系，堆土筑堤，时称武丘寺路

（唐时避太祖李虎讳，改虎丘为武丘）。这条水道便是

如今的山塘河，其堤史称“白公堤”。白居易有诗云：

“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

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日久天长，堤边逐渐形成了寺庙、会馆、牌坊、祠堂，

有了花市、庙会、枕河人家。“白公堤”变成了街，也就

是当今的山塘街，这里也成为苏州民俗生活样板区。

让我们从阊门开始，一路向西，“白相白相”①山

塘，体验姑苏郊外人文历史之魅。

阊门

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

阊门是阖闾大城八大城门之一，自古繁华，“最是

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元末，张士诚据苏州称王时，曾添建月城，以抗

徐达、常遇春大军。据说，当时战斗异常激烈，张士

诚至死不降，明军将士死伤惨重，攻城十月始胜。朱

元璋因此震怒，下令从苏州地区移民至苏北扬州、泰

州、淮安三府。至明洪武二十六年，移民已达 70 多

万。这就是民间所谓的“洪武赶散”。据南京大学潘

群教授分析，“洪武赶散”的主要动机有三：一是救“宽

乡”。元末明初的战乱，使苏北大部分地区凋敝，将苏

州人迁往“宽乡”江淮地区，有利于恢复该地区经济。

二是抑制江南地区豪强的势力，就像周庄沈万三的例

子。三是惩罚张士诚旧部。十月攻城，明军损失颇大，

朱元璋不仅对苏州课以重赋，还进行报复性移民。

①  
白相 ：江南地区 ( 包括苏州、无锡、上海等 ) 方言，就是逛一逛、玩一玩的意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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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贵桥

2.阊门

3.冈州会馆

4.安泰救火会

修缮了三进院落的建筑、备弄、池塘、亭台、轩榭等，

恢复了庭院式的会馆格局。

安泰救火会

水龙百遣横空射，倒卷黄河向天倾。

从来贤人心如焚，不必等至额尽烂。

沿街继续前行百余米，门牌号为 154 的是安泰救

火会。明清时期，苏州已是江苏政治商业中心，人口

稠密、街巷狭窄、屋宇栉比。民间有谚语说“南濠街

失火，烧脱小邾弄”，即是说一把火可以从城墙根烧

掉大半个山塘街。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苏州各

商铺业主捐资成立了民间救火会，俗称“龙社”。安

泰救火会成立于 1925 年，由时任苏州总商会会长的

贝理泰（号哉安，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祖父）倡建。

安泰—— “安稳如泰山”，隶属于当时的阊胥盘救火

会。因山塘街临河，后又集资购买了救火艇，组建了

“水军”。

在本世纪初的山塘街保护整治工程中，在其旧址

上恢复了安泰救火会，辟为消防展览馆。馆内陈设当

时的消防器材，如报警用的铜锣、火叉、铜皮做的头

盔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时的救火利器——水龙，人

工高压水枪。据介绍，水龙喷出的水柱可达 20 多米，

这在过去主要以 1~2 层房屋为主的地区，已能发挥

很大作用了。展览馆内还保存着石刻界碑和书条石。

其中两块书条石记载了当时集资购买救火艇一事，当

时出资者的姓名都镌刻在上面，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

史资料。

通贵桥

倚楼人悄小帘垂，通贵桥头暂泊时。

酿出山塘好风景，满堤稚柳细如丝。

出安泰救火会左转，有一单孔拱形环洞石阶桥，

扁砌青砖压条石栏杆，曰通贵桥。清代顾公燮《丹午

笔记》云：“山塘吴文端公一鹏与菩提庵前郭方伯某友

善，朝夕过从，造桥以便往来”。吴一鹏是明代吏部尚

书，郭先生亦为显贵，时人称桥为“通贵桥”。桥始建

于明弘治年间，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重建，光

绪六年（1880 年）九月再修。桥上有这两个时期的

石刻。一块石刻上刻有“里人吴三复重建通贵桥”字

样，是乾隆五十三年重建时所题。另一组题刻是“光

绪六年玖月吉旦”和“虎丘清节堂昌善局募资重建”，

是光绪六年九月再修时所题。

通贵桥造型优美，尺度宜人，桥跨径 7.2 米，长 19

3.

2. 4.

“洪武赶散”使阊门成为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移民

的出发地、集散之地。阊门也成为我国仅次于山西洪

洞大槐树之后的“寻根问祖八大朝宗圣地”之一。

现在，在阊门水码头，设立了“阊门寻根纪念地”

石幢一尊，另有朝宗阁、寻根驿站酒楼。移民之后来此

一解朝宗思乡之苦，从此再也不用梦中“上苏州”②了。

冈州会馆

草鞋半泾莎庭露，蒲扇轻回竹埭风。

胜日无因陪胜赏，只凭春梦到江东。

过渡僧桥，进山塘老街，有一处高大墙门建筑，

就是冈州会馆。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同业或同乡聚

会的地方，开始于明代前期，兴盛于嘉靖、万历年间，

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苏州地区的会馆，多数是以工

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类似外埠驻苏州办

事处吧，主要是供同乡、同行，聚会、祭祀、交流信息、

暂存货物的地方。

山 塘 的 冈 州 会 馆 始 建 于 清 康 熙 十 七 年（1678

年）。冈州，就是今天的广东新会县，曾因盛产芭蕉扇

而著名。所以，苏州人也把冈州会馆称为扇子会馆。

历史上，冈州商人在苏州经营有方，生意十分兴隆。

冈州会馆虽历经 300 多年沧桑，但沿街的门额、

东侧的会馆弄等大致保存完整。目前，在原址上保护

   “上苏州”：朱元璋从苏州将人移民至泰州、扬州、淮安等地。由于政治
和交通方面的原因，被赶往扬、泰一带的苏州人，再也没能回到故地。他们
无法排遣对故乡的思念。然而那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故土，只能成为梦
里的水乡了。最终由做梦回故乡引申为一句俗语“睡觉——上苏州”。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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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山塘的人文风情。2004 年，李政道博士参观完

玉涵堂后，欣然题词“文物化新，玉涵于堂”。

汀州会馆、东齐会馆

回到山塘街继续前行，即可见移建而来的汀州会

馆。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由福建上杭纸业旅苏

众商集资创建的汀州会馆，原位于阊门外上塘街 285

号。汀州会馆移建此处，现作为苏州商会博物馆，展

示苏州商会自 1905 年成立以来百年的风雨历程，近

现代苏州工商业发展的历史，也集中体现了苏州社会

亲商传统文化。

过汪氏义庄、郁氏家祠后，最巍峨耸立的建筑莫

过于东齐会馆，也就是山东会馆。清顺治年间，胶州、

青州、登州三地旅苏商人创建了这座山东会馆。因这

三州都在山东东部半岛，古属齐国之地，故称东齐会

馆。咸丰十年东齐会馆毁于兵火。现残存高大的门

墙和石碑，头门两侧墙高达 8 米，通体水磨砖细贴面，

檐下斗拱雕饰精细，垫拱板透雕极为丰富精美，有牡

丹、秋葵、兰梅竹松等花卉草木以及栩栩如生的骏马、

人物。该建筑规模宏大，做工考究，显示了当时山东

商人在苏州的雄厚实力，实属精品，可惜破坏严重，难

以修复。

桐桥

偶步桐桥侧，湖波照眼明。

深帘留燕小，短艇载花多。

七里山塘最负盛名的桥当数桐桥，古人诗咏桐桥

者不胜枚举。清道光年间，顾禄所作《桐桥倚棹录》，

更使桐桥流芳百世。这是一部记述苏州山塘虎丘一

带山水名胜、宅邸寺庙、民俗手工艺等的专著，因“是

书以桐桥为虎阜最著名之处，故名”。可见桐桥当时

的盛景与盛名。

桐桥架于由山塘河通往北侧十字洋河的支流上，

是当时山塘街上最高的单孔石拱桥，气势非凡。桥的

西侧有始建于宋代的观音阁，高大巍峨的东齐会馆。

清代毕沅《重过桐桥即事有作》诗云：“花里旗亭人唤

酒，桥边灯舫客吹箫”。可见桐桥当年繁盛景象。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桐桥胜景风光不再。1958 年沪宁

铁路复线修建时，填塞了通往十字洋河的支流，1964

年桐桥被拆除。

新世纪初，2008 年，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修

复工程中，苏州市政府恢复了桐桥周边旧迹，开挖了

河道，重建了桐桥，并修缮了桥边的观音阁。虽然重

1.玉涵堂

2.汀州会馆

米，水中倒影浑然成圆。桥西侧，鳞次栉比，民居枕河

而居，白墙黑瓦，一派江南水乡风貌。站在高高的桥

上，山塘河两侧美景尽收眼底，是山塘绝佳摄影点之

一。看桥上青年男女邂逅，听船娘吴侬软语吟唱。正

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玉涵堂

旧家人住溯山塘，解组归来别业藏。

访遍舞裙歌扇地，秋风吹老玉涵堂。

通贵桥畔的大宅，东杨安浜 16— 17 号，是明代

吏部尚书吴一鹏的故居。玉涵堂，俗称“阁老厅”，名

字取自孔子语“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

玉涵堂建成于明嘉靖十年，占地近五千平方，建筑面

积超过四千多平方，共四路五进，是目前姑苏城外最

大的古建筑群。其中路第二进砖雕门楼上的“状元

游街图”，雕有牌坊、旗帜、马匹、伞盖、宫扇等，状元、

榜眼、探花骑马神态各不相同，是苏州砖雕门楼中的

精品之一。中路第三进主厅即“玉涵堂”，面阔三间，

进深六檩，扁作梁，青石鼓墩柱础，轩敞古朴。

玉涵堂现被辟为山塘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史料陈

列馆和山塘人文风情馆，用砖雕、实物、图片、模型、

幻影成像、桃花坞木刻年画等各种手法，全面展示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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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桐桥远不如过去的高大，但当听到苏州评弹《玉

蜻蜓》中“桐桥拾子”那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时，你还

能在实地找到桐桥的实物，亦属幸事。

贝程氏节孝祠

七龄孤子看成立，百岁高门颂至今。

桐桥再西侧有一座“节孝”牌坊，是明代礼部儒

士贝启祚妻贝程氏节孝坊，现辟为“吴中贝氏纪念馆”。

馆中陈列有贝氏家谱，贝氏世系图，贝氏杰出人物介

绍，贝聿铭先生简介以及贝聿铭十大著名建筑图片等。

苏州贝氏在明嘉靖年间自浙江兰溪迁吴，在阊门

外南浩街行医卖药，至七世贝慕庭时，已是吴中巨富。

乾隆二年，贝慕庭感念贝程氏守节三十二年育孤成

才，方使吴中贝氏香火延续，经礼部奏报，乾隆三年旌

表“节孝”，且在山塘桐桥西侧立坊建祠。

2008 年，贝家祠堂修缮布展过程中，得到了贝聿

铭多次详细指导和建议。修复后的贝氏祠堂将牌坊

移建到了入口处，建筑由东西两路组成，东路为三进

辅房，西路为祠堂，占地约 68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20 平方米。

2009 年，贝聿铭之子，贝氏第十六世贝建中来祠

堂拜谒，表示将让子孙也来感受一下，找到贝氏 DNA

的心情，让他们来亲自接受传统美德教育。

半塘（彩云桥）

山塘七里集兰桡，水辔争先急橹摇。

花月平分三里半，船娘指点半塘桥。

 至此，我们已经走了山塘的一半，至半塘。

半塘也是大大的有名。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王

安石三难苏学士》写道，王安石曾经教训恃才逞能的

苏东坡，命对下联，上联是“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

半”。天资聪明、出口成章的苏学士这次却思索多时，

不能成对。

半塘，“半倚城郭半倚山”。它还是山塘明显的分

界处：会馆多在半塘以东，而大型祠堂多在半塘以西；

东侧两岸人家全依水而居，一派水城韵味，西侧夹河

桃柳直到山，几许田园水乡风光。

3.东齐会馆

4.贝程氏节孝祠

5.桐桥

6.彩云桥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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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塘彩云桥、野芳浜如今仅剩遗迹，风光全无。

继续前行，过古贞节牌坊群，有座皇亲国戚的祠

堂，就是怡贤亲王祠，俗称“王宫”。其山门临街面河，

为砖砌三屋脊一拱门牌坊样式，两翼为八字砖墙，极

为雄伟壮观。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这座宏伟的怡贤亲

王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改为粮仓，后又改为粮食局

干休所，以致内部建筑拆毁殆尽，现仅剩头门孤立孑

然，已全无昔日风光矣。

 

普济双桥

东望鸿城，水绕山塘连七里。

西瞻虎阜，云藏塔影立孤峰。

“王宫”对面就是普济双桥。大普济桥，跨山塘河，

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由普济堂药铺捐

资修建，后经多次重修。普济桥是苏州市区仅存的三

孔石台阶拱桥，全长 38.5 米，中孔高 9.1 米，两边孔各

高 5.3 米。它的边孔与中孔之比为 0.6，体现了“黄金

分割”这一美学规律，既使得整座桥显得与大自然和

谐，又使桥上部结构与桥墩受力分配更合理，造桥材

料与费用也最为经济，融美学、技术、经济与自然环境

于一体。

小普济桥横跨在山塘河支流庄前浜上，本名同善

桥，但被附近的百姓俗称为小普济桥，以致本名反被

人遗忘了。小普济桥是三节低栏石板桥，扁平轻盈，

似横笛枕流，野趣盎然，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板桥。

《芥子园画谱》在列举这种桥式时，特别注明“平板桥”

宜“杏花杨柳”，尤具画意。

大小普济桥高低不同、风格迥异。如果角度恰当，

透过飘逸的柳丝，大桥的圆孔正好把三个方孔的小桥

借景如画。在波光潋滟中，大桥雄伟，小桥野逸，掩映

成趣，顾盼生姿。

五人墓

来谒五人墓，杜鹃啼苦辛。

其声哀可感，令我泪沾巾。

五人墓是游山塘必去的地方。如果没有五人墓，

所谓苏州文化也就是柔软文弱的吴侬软语了，五人墓

是苏州历史文化的骨骼！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

也”。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五人墓碑记》，明末张溥

的这篇被收录于《古文观止》的名作，当属人人都能

背诵之文。而这五人墓就在山塘街上。

崇祯时，苏州百姓拆毁山塘街上的魏阉生祠，葬

1.怡贤亲王祠

2.普济双桥

3. 五人墓园之义风堂

4.张公祠

5.塔影园规划图

五人义骨于废基。1981 年重修五人墓时，将明代韩

馨 8 岁时所书“五人之墓”石碑移入享堂，将原位于

金狮巷的“大风堂”移入墓区北侧，将原来在青山绿

水桥之间甘露律院遗址内的“重修白公堤”石幢移入

墓区并建亭保护。

至 2009 年，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修复工程

时，在五人墓两侧，加建配套项目，取名义风园，是与

五人墓内的“义风千古”坊额、“义风堂”建筑，尤其

是五义士高风亮节的事迹保持一脉相承的关系。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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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祠（南社纪念馆）

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

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

过极具风雅浪漫的青山桥、绿水桥，前面是明末

抗清志士张国维祭祠，俗称张公祠。张国维，浙江东

阳人，曾任苏州、应天（南京）、安庆等 10 府巡抚，颇

有德政。崇祯十六年，苏州百姓为其建生祠，表其功

绩。不久。清军南下，张国维在浙东率军抵抗，失败

后投水殉国。

1909 年，南社选择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张公祠

举行首次雅集，宣告成立。南社，是 20 世纪初以革命

民主主义者为中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政治目的，以

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导文化思想的全国性近代文

学社团。2009 年，南社成立一百周年，首次雅集之地，

张国维祠堂也得到全面修复。入口处增设了门厅，按

形制恢复了“泽被东南”四立柱石坊，内设三个展厅，

通过照片、影像、实物等各种形式，全面展示南社历

史、成就和贡献。

斟酌桥畔塔影园

塔影园思昔，扁舟过从频。

重来欣得主，小坐倍宜人。

斟酌桥跨山塘河支流东山浜。一说因桥畔多餐

馆酒家而得桥名。斟酌的本义是筛酒，倒酒不满曰斟，

太过曰酌。斟酌畔旧时风景绝佳，凭栏而望，虎丘山

满目苍翠，绿水蜿蜒。桥东堍是花园弄，“其地多艺花

人所居，遍地种桂”。西堍便是著名园林蒋氏塔影园，

后来先后被改建为白居易祠、李鸿章祠。

塔影园，又名靖园、白居易词，以李鸿章祠留世。

塔影园原为明代孙肇祉别墅，起初叫海涌山庄，因凿

池及泉，池成而虎丘塔影现，遂改名为塔影园。清乾

隆年间，蒋重光购得废园重建，后俗称蒋氏塔影园。

塔影园咸丰十年毁于兵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江苏巡抚恩寿，奉敕为李鸿章在此建祠。

可惜的是，李鸿章祠后来一直为苏州幼儿师范使

用。1971 年后，陆续拆除了西部假山及鸳鸯厅，在挖

防空洞时填塞了水池西北隅，建造了 3 幢大楼及操场。

1983 年，水池虽经重新开挖，但仅恢复了原来的三分

之一，似乎永不见古塔倒影了……

转机出现在 2011 年，苏州市政府投资 8 亿元建

设苏州幼师新校。至 2017 年，苏州幼师在塔影园建

设的建构筑物均已拆除，拟恢复塔影园旧观。根据现

场的规划公示，计划恢复寒塘、清泉、白石、塔影在池、

倚竹山房、随鸥亭、浮苍阁、塔影浜、锦帆径、塔影桥、

云阳草堂等，并将新建历史陈列馆，通过 18 个展厅来

展示苏州历史文化故事。

再向前就到了望山桥，可以登虎丘了，我们的山

塘游也就此结束！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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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线和低线：巴黎的植被长廊公园

High Line and Low Line: Promenade Plantée, Paris
Zhang Yifeng

文图︱张一枫 （美国纽约注册（历史保护）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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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区东部的勒杜蒙绿色长廊Coulée verte 

René-Dumont，简称 Coulée verte，也被称为植

被长廊 Promenade Plantée，是一条由老铁路线改

造而成的线型公园。公园名称源自法国二十世纪的

农业生态学家和先行者勒杜蒙（René-Dumont），

由此可见公园建立之初对本土植物生态的重视，而且

这一关注点体现在了整个公园的植被选择上。

公园全长 4.5 公里。由巴士底歌剧院，沿着里昂

大 道 和 Daumesnil 大 道 平 行向东一直 到勒 伊 公园

（Jardin de Reuilly）的西 段 这 部 分 是 被 人 熟 知的

高架部分 Viaduc des Arts，也是最早改建的部分，

成为纽约高线公园的概念源泉。由于纽约高线的成

功开发，这段亦被称为巴黎高线。之后绿色长廊降低

到地面成为维瓦尔第路（Allée Vivaldi）的中央绿

带。然后继续向东，绿色长廊穿越若干隧道和沟渠，

部分降到地面以下成为低线。它在萨赫勒街（Rue 

du Sahel）分叉，向南的分枝是沿着过去的小环线

（Petite Ceinture）改 建 成 的 查 尔 斯·佩 古 伊 广 场

（Square Charles-Péguy），主干部分还是沿着文

森斯铁路线继续往东，最后终结于巴黎的环城大道

（Boulevard Périphérique）。

整个线型公园融合了沿线自然生长的植被区域

和经现代设计的新景观区域。在喧嚣的巴黎市中心，

它犹如一条安静的绿荫小道成为周边居民和游客放

松身心的好去处。

从废弃铁路到植被长廊

文森斯铁路线始建于 1859 年，连接巴黎巴士底

火车站和瓦雷纳 - 圣莫尔。它途经文森斯，也因此而

得名 。之后铁路线多次向东延伸，直至 1892 年延长

至 维 尔 纳 叶 塘（Verneuil-l'Étang）。1969 年 12 月

14日，该铁路线停止运行，文森斯以东的部分铁路整

合到快线 A 线，但巴黎至文森斯段则完全被废弃而逐

渐衰败，也使当时不景气的周边街区更加衰退。

这一区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历了更新

改造。1984 年，巴士底火车站被拆除，原址建造了现

1.

1.红色块为Promenade 
Plantée ，其他不同颜色色块是
周边不同年代建造的建筑
图︱www.comeetie.fr，
Promenade Plantée区域由作
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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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巴士底歌剧院。为了使这段废弃铁路作为一个

整体得到再利用，植被长廊 Promenade Plantée 的

设计是同期进行的。勒伊区域的设计开始于1986 年，

它将勒伊老的铁路仓库归入勒伊公园。高架桥下拱

券空间的改造在 1989 年开始，查尔斯·佩古伊广场

也在同年新建。

这条 4.5 公里长的公园在一段时间内是全世界唯

一的高架公园，直到 2009 年纽约高线公园一期建成。

高线和低线

高线部分（Viaduc des Arts）

高线部分 Viaduc des Arts 约有 1.5 公里，共有

70 个砖石拱券。桥高出地面约 10 米，桥下的拱券空

间被用作商业和艺术空间。

走在宛若城市天台的高线上，时而视野开阔风景

独好，时而又穿梭在老建筑之间仿佛穿过时光隧道。

周边的建筑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老建筑为主。周

边的植物有玫瑰、耐寒灌木、叶板、蝾螈、薰衣草、竹、

紫藤和常春藤、樱桃树、枫树、椴树等很多品种。老

建筑加上保留下来的 Viaduc des Arts 的石墙，以

及没有过多修饰的植被，让它在喧嚣的巴黎市中心犹

如一条安静的二十世纪初的绿荫小道。  

低线部分

过 了 勒 伊 公 园 转 入 平 地 区 后，Promenade 

Plantée 变成花园大道的中央绿带，或者街边公园，

与人行道自行车道混为一体。如果不注意，有人会以

为这条绿带就这样结束了，其实它向东还有一大半。

继续向东深入，地势越低，植被越密，绿色越浓。这一

段 的 Promenade Plantée 向 下 穿 过 两 个 老 铁 路 隧

道，成为与高线段截然不同的低线段。其两侧被 10 米

高的挡土墙包围，墙上满满的覆盖了爬藤植物，让人

仿佛置身森林峡谷之中，四周皆绿浑然不知身在何处。

绿色长廊上的花园和广场

沿着线型绿色长廊，间歇有扩展开来的公共花

园或广场。自西向东有贺克多·马洛广场（Square 

Hector-Malot），勒伊公园（Jardin de Reuilly），以

及查尔斯·佩古伊广场（Square Charles-Péguy）。

贺克多·马洛广场在高线段。若是从东向西走，会

先经过一片竹林，原本安静的小道更是静谧下来。随

着竹子走，向北向下延伸出一个半层广场。这是一个具

1.

2.

1.1907年巴黎明信片，里昂大
道全景。左侧的大型建筑为巴士
底火车站，正中间垂直于画面的
是里昂大道，大道尽端的尖塔是
始建于1350年的钟楼（Tour de 
l'horloge），现在保存依旧。
图︱www.cparama.com

2.贺克多·马洛广场是高线
Viaduc des Arts段的半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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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穿越老铁路隧道的Promenade 
Plantée

4.Promenade Plantée不同的
入口处的指示牌标注出了该段的
建成时间，历史简介，开园闭园
时间，每一段的游园规则也略有
不同。

5.高线部分的过街天桥和老建筑

6.平地区的街边花园

Promenade Plantée 给 人的 总 体 印 象 是 低 调

和自然。正因为最初并没有过度设计，而是充分利

用其作为城市遗产本身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改

造后的绿带才没有成为独立于周边、完全不同的东

西，才会和街区充分融合。毋庸置疑，Promenade 

Plantée 是沿线街区 1970 年代衰败状况改善的重要

组成部分。

巴黎的高线和低线，此高彼低，是遵从了城市立

体肌理的遗产保护，也是结合了城市整体关系的遗产

再开发。

有现代设计风格的小广场，由竹子围合，砖铺面，有规

则阵列的树木和座椅。再下半层，是一个街心公园样

式的公共绿地，连接着住宅区，又略高于街面，是个半

私密的共享花园，与周边街区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

勒 伊 公园大 约位于 整 个 Promenade plantée

的中点，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它包括一个很大

的圆形中央草坪，精美的梯田型的种植带和人行道，

儿童游乐场，雕像区，玫瑰花园和露天咖啡馆。

查尔斯·佩古伊广场位于近东端的分叉处，配有

儿童游乐场和多层流水池，是一个安静舒适的小公园。 

3.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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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明珠：南雄珠玑小镇

A Pearl of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Zhuji Town, Nanxiong City
Yang Qingdong

文 | 杨庆东（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在粤赣边际大庾岭的南麓，有一颗

美丽的粤北明珠。她的名字叫珠玑镇，

隶属于广东省南雄市。

珠 玑 镇 得 名 于 拥 有 千 年 历 史 的

“珠 玑 古 巷”。著 名的“梅 关 古 道”北

起南粤雄关，向南串连着中站城村、里

东村、珠玑古巷，直抵南雄城区。她有

着“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广东著名

的“文化之乡”和“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的美誉。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近年来，珠玑镇以建设全国建制镇

示范，以及广东省新型城镇化、省级新

农村建设、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为契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延续

传统古朴风貌，壮大文化旅游产业，提

升宜居环境品质，将自己打造成美丽的

粤北明珠。

珠玑古巷

鹅卵石铺成的古道两旁民居鳞次

栉比。很多大门的门额上贴着各种姓

氏祖居字样的红纸。屋内供奉着先祖

的排位，案上厚重发黄的族谱仿佛在无声地述说着家

族的世系繁衍和世事沧桑。这就是大部分珠江三角

洲居民的发祥地和祖居地，广东仅存的宋代古巷：珠

玑古巷。每年都有众多海内外珠玑后裔到这里寻根

问祖。

珠玑巷人精神孕育了独特的姓氏文化

珠玑古巷的形成，源于千年以来，在多个历史时

期，众多中原和江南氏族为躲避战乱灾祸或谋求更

广阔生存空间的南迁。曾有上百个姓氏的家族在此

地落脚居住。其后裔达数千万人，遍及珠江三角洲

及海外。

这些移民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

文化，为发展岭南经济和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

珠玑巷被称为“中华文化传承驿站”“粤人故里”“广

东第一巷”。

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多元文化在此交流融合，凝

聚成 “异姓一家、同舟共济、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的珠

玑巷人精神，孕育了独特的姓氏文化。姓氏文化不但

包含了中国人传统的本根文化意识和用姓氏团结家族

的理念，而且融合了丰富的民俗、民情、民风和民智。“姓

氏节”便是当地民间传承姓氏文化的独特节日，是宝贵

的文化遗产，群众广泛参与，几百年来盛行不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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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最美街巷

珠玑古巷现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是“广东省

最美街巷”之一。它北起凤凰桥，南至驷马桥，全长

约 1.5 公里。巷道曲直有致，路面以鹅卵石铺成，宽约

4 米。巷道两旁民宅、宗祠、店铺栉毗相连。巷内仍

保留着不同朝代的古楼、古塔、古井、古榕等古迹。宗

祠是姓氏文化的建筑结晶。多年以来，宗祠的修缮和

重建工作陆续进行，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姓氏文化祠

堂区，融合了广府、客家建筑等传统特色。

梅关古道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条跨越南岭中的大庾岭，连

通长江与珠江水系，再经海路连通海外的海陆“丝绸

之路”。这条京广官道在古代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梅关古道便是跨越大庾岭的

这段通道。珠玑镇内梅关古道北起粤赣两省分界处

的南粤雄关，往南经中站城村、里东村、珠玑古巷，直

抵南雄城区，长约 25 公里。

古道历史悠悠

梅关古驿道自秦代设关，唐代开路，明起兴盛，

清末衰落。史载，秦始皇曾派南征大军在大庾岭劈山

开道设秦关，亦称横浦关。当时山道狭窄、艰险难行。

唐开元四年（716 年），宰相张九龄奉诏开路，使险路

变通途。宋、元、明、清诸代，驿道经历多次维修和扩

建。历史上，此路作为南北水陆联运的枢钮，海陆“丝

绸之路”对接的要冲，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直至清末，

特别是雄余公路、粤汉铁路开通之后，梅关古道运输

通道作用才被现代交通线所代替。

在千年岁月里，它演绎了许多动人的传奇故事，

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桑。

大庾岭亦称“梅岭”，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赏梅

胜地。由于岭南岭北气候的明显差异，此处梅花会出

现南枝先开，北枝后放，界限分明的奇景，被誉为“庾

岭寒梅”。“一路梅岭一路诗”，张九龄、苏东坡、文天

祥等众多诗人在此留下诗词歌赋一千余首，为梅岭增

添了诗情画意，也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梅花文化。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年代，孙中山领导的两次

北伐皆由此挥师北上，毛泽东、朱德也曾率红四军转

战梅岭，组织了著名的水口战役，陈毅、项英在这里领

导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这里的山山水

水见证了革命者火红的峥嵘岁月与万丈豪情。

“中国十大古道”中的“最佳保护古道”

在“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文化遗产活化、文化

旅游兴起、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等新形势下，淹没在

2.

1.古代京广官道线路，红色段即
为梅关古道 图︱王薇绘制

2.聪辈村整治效果图

图︱《南雄市创建省级新农村示
范片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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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古驿道又重新引起了关注。梅关古道被纳

入了广东省六号绿道、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示范段，

入选了《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珠玑镇开展

了古驿道沿线地区的环境整治，保护修复沿线自然生

态环境、古驿道本体及沿线建筑遗存。2016 年 6 月，

梅关古道被评为“中国十大古道”的“最佳保护古道”。

古道上的清悠古韵

如今，从南粤雄关沿着上古风貌的碎石路南下，

在优美的粤北山水田园中，中站城村、里东村、珠玑古

巷、大雄禅寺等历史遗迹，就像被悠久岁月打磨的颗

颗珍珠，散发着清悠的古韵。

 南粤雄关最早 修建于宋嘉佑 八年（1063 年）。

现存关楼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重修，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楼建在梅岭顶隘口，砖石结构。

从关楼南下至岭脚段古驿道长约 1.2 公里，路面以鹅

卵石铺成，宽约 3 至 4 米。路旁溪水潺潺，两侧梅树

遍布，沿线有东坡树、六祖寺、接岭桥、诗碑廊、岭南

梅园、来雁亭等景点。整段古驿道沿线较好地保护了

自然和历史风貌。一路行走，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

中站城村内有中站古城。古城原称梅鋗城，始建

于秦末。今存部分城基、古碉楼、古驿道、古民居。里

东村的古街是保存较完好的一条宋代古街。街上有

古驿道、古戏台、古民居、古榕树等古迹。另外，古驿

道沿线还有聪辈村、灵潭村、里仁村等古村，具有粤

北古民居传统风貌。这些古村落，具有深厚的农耕文

化底蕴，形成了具有当地乡土特色的语言、戏剧、民歌

和风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香火龙、龙船歌、珠玑巷人南迁传说、双龙

舞双狮等。

 禅宗文化能提高修养、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是

1. 2.

3.

1.珠玑美丽小镇

图︱林光明摄

2.珠玑古巷古道沿线景观

图︱http://dp.pconline.com.cn/
dphoto/list_1861409.html

3.珠玑古巷双龙桥

图︱http://travel.gd.sina.com.
cn/news/2011/11/09/3553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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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唐代为纪念六祖慧能

途经梅关而建六祖寺和衣钵亭。南宋珠玑古巷旁始

建沙水院，后称沙水寺，是岭南古代名刹之一。沙水

寺被毁后重建为大雄禅寺。大雄禅寺占地 10 万余平

方米。整体布局依中轴线展开，建筑主次分明，错落

有致。主要建筑包括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

西方三圣殿、千菩萨殿、药师塔等。建筑风格继承了

宋代建筑特点，纤巧秀丽、装饰精致，园林景观具有

江南园林艺术特色。

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宜居品质

珠玑镇在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延续传统古朴

风貌的同时，通过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和打造文化旅游

品牌，壮大文化旅游产业，并且不断完善城镇公共服

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提升宜居环境品质，将自己打造

成一颗美丽的粤北明珠。

壮大旅游产业，强化发展动力

在旅游服务设施方面，当地开展了珠玑文化产业

园游客服务中心、珠玑古巷“百姓堂”、景区停车场的

建设和综合改造，以及南雄城区至珠玑镇区绿道和大

雄禅寺至聪辈村滨水绿道建设等项目。其中“百姓堂”

项目将打造全国最大的姓氏文化祠堂区。

在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方面，从 2014 年起，当地已

成功召开三届姓氏文化旅游节。通过文化交流、姓氏

研讨、祭祖恳亲、旅游观光、商贸洽谈等活动，全面提

升“中国姓氏文化名都”品牌。另外，梅岭革命遗址

修复重建已经完成，成为首批“广东省红色旅游示范

基地”；大雄禅寺第三期工程西方三圣殿已落成；聪

辈村、三佳村等乡村休闲旅游正在兴起。

文 化 旅 游 产业的 发 展，带 动了农 业 种 植 养 殖，

农 产品加 工、销 售 业的 发 展。在 水 稻、黄 烟、蔬 果

等传统种植品种以外，以三佳村生态农业园合作社

和灵潭铁皮石斛基地等为龙头，初步形成了以金银

花、石斛为主的特色中药材基地。在鸭、鹅等传统

养殖业以外，孔雀、山鸡等特色养殖初具规模。农

产品加工以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金友集团、板鸭厂

等为龙头，主要产品有广东省名牌产品“金友”牌

优质米、山茶油、山泉水、有机米酒、腐竹、国家地

理 标 志 产品 南 雄 板 鸭 等。南 雄已 被 列 入国 家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综 合 示 范 县（市），村 邮 乐 购 店 等电 子

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已覆盖包括镇区、村庄在内的主

要旅游景点，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农民增收和精准

扶贫。

完善城镇服务功能，提升宜居品质

珠玑镇重视提升城镇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近年来珠玑镇已经完成镇区

教育设施、市场、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中心广场、供水

管网、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以及生活垃圾中转站

及垃圾收集点建设。城镇生活环境更加宜居，城镇发

展更加有活力，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 

结语

珠玑镇，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农业古

镇，近年来，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文化遗产活

化、文化旅游兴起、南粤古驿道示范段建设等新形势，

依托当地特有的姓氏文化、梅花文化、红色文化、农

耕文化、禅宗文化等文化资源，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

导，打造出古镇的当今繁华。

5.

4.

6.

4.里东村古街整治效果图

图︱《南雄市创建省级新农村示范
片规划设计》

5.珠玑古巷南门楼

图︱ http://itbbs.pconline.com.cn/dc/
topic_21092691-13479744.html

6.驿道寒梅 图︱李子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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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帝忘记时间的英国乡村：伯顿水乡
文图︱孙洁（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Countryside in England Where God Forgets Time: 
Bourton-on-the-Water
Su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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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着一种古朴魅力。 

科茨沃尔德仅有 8.5 万人口，是英格兰人口密度

最低的地区之一，并且超过一半的教区不足 300 个住

户。然而科茨沃尔德每年吸引约 3800 万游客，并创

造超过 1.3 亿的经济收入，旅游业已经成为这里的主

导产业。无论任何季节，科茨沃尔德都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艺术家，甚至成为年轻人举办婚礼和

度蜜月的理想之地。根据 2007 年英格兰财富调查，

科茨沃尔德户均收入 6.08 万英镑，是伦敦和英格兰

东南部之外唯一进入英国前 20 强的地区。

伯顿水乡，顾名思义，这座村庄与水有关。蜿蜒

的温德拉什河（Windrush River）穿村而过，两侧

是琳琅满目的精品商铺、教堂、小酒馆、动物园和农

舍，河流串联了整个村庄的主要功能。河水清澈见底，

鸭子在悠闲嬉戏，低矮的罗马石桥连接着小河两岸，

河岸边矗立着葱葱郁郁的大树。坐在树下草坪野餐、

聊天、遛狗、看报则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活着的博物馆

伯顿水乡简直就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不仅

古老建筑、纪念碑、教堂、酒馆、雕刻等记录着村庄

正如英国著名记者吉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所言“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尽管英国是世

界上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但是这个民族仍然在骨

子里将乡村生活视为挚爱。无论是英格兰南部沿海地

区、中部峰区、北部湖区，还是苏格兰高地，英国境内

不同地域的乡村都有别具一格的风情和味道。其中，

位于英格兰中南部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s）被称

为“英格兰的心脏”。这片区域坐落在舒缓的科茨沃

尔德山坡上，主要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

境 内，也 延 伸 至 牛 津 郡（Oxfordshire）、沃 里 克 郡

（Warwickshire）、威尔特郡（Wiltshire）以及乌斯特

郡（Worcestershire），因而它并非一个特定行政区。

科茨沃尔德面积约 2038 平方公里，80% 是农场，

其间散落着上百个古老优雅并且各具特色的经典村

落。这里拥有浪漫的田园风光，灿若星辰的历史遗

迹，安静恬淡的乡村生活，因而科茨沃尔德被评为英

国 法 定“特 殊自 然 美 景 区”（AONB ：An Area of 

Outstanding Beauty）。它也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

大的特殊自然美景区，是英格兰境内仅次于湖区国家

公园的第二大受保护地景。在国际上，科茨沃尔德与

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一起被誉为“世

界最美的三大乡村”地区。而伯顿水乡（Bourton-

on-the-water），就位于科茨沃尔德的东部，享有

“科茨沃尔德的威尼斯”的美誉，也被多次评选为英国

最美丽的村庄。

灿烂历史与财富

科茨沃尔德名字来源于十二世纪一位盎格鲁撒

克逊的首领科德（Cod），他占领并拥有了这块荒野

（wold），因此合在一起便是（Cod ’s wold），又最

终演变成（Cotswold）。中世纪时期，科茨沃尔德因

盛产优质羊毛而闻名于整个欧洲，当时流行的谚语是

“欧洲最好的羊毛产自英国，英国最好的羊毛产自科

茨沃尔德”（In Europe the best wool is English 

and in England the best wool is Cotswold）。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使得整个科茨沃尔德被作

为牧羊的农场，科茨沃尔德也因羊毛贸易而成为最富

有的地区。富裕的羊毛商人斥资建造了大量教堂以

及私人豪宅。迄今保存下来的许多雄伟教堂和庄园

都是十四、十五世纪富农和富商所建。科茨沃尔德另

外一大特色就是拥有丰富并且廉价的石灰岩，因而当

地所有建筑都就地取材，使用这种温暖、蜂蜜色的石

灰岩。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如今科茨沃尔德愈发散

2.

1.

1.蜿蜒的温德拉什河穿村庄而过         
图︱http://you.ctrip.com/travels/
bourtononthewater60205/2195335.
html

2.温德拉什河上低矮的拱桥               
图︱http://you.ctrip.com/travels/
bourtononthewater60205/219533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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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汽车博物馆入口 

2.宛若迷你童话世界的模型村 

3. 1：9复制的模型村 

图︱www.taiwango.cn

的悠久历史，带你去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而且通过路

牌、画册、图书等形式多样的纪念品讲述自己的故事，

展示它春夏秋冬任性又从容的美。如果非要选择的

话，笔者认为最有趣味的三个地方分别是：汽车博物

馆（Motoring Museum）、 模 型 村（The Model 

Village）和鸟类公园（Birdland）。

汽车博物馆

汽车博物馆位于河流的上游，一进村庄就可以看

见。它同时也是玩具收藏馆。这里收藏了与汽车相关

的模型以及儿童玩具，最古老的藏品可以追溯到上个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经典的汽车模

型以及它们的图片和零件。大大小小的汽车模型绝对

会让收藏爱好者爱不释手，唤起儿童时期的欢乐回忆。

模型村

模型村是按照 1 ：9 的比例手工制作的伯顿水乡

微缩模型。据说建造模型村的大胆想法最初是新老

酒馆（Old New Inn）的老板提出来的。模型村于

1936 年开始建设，1937 年建成后首次对外开放，并于

1940 年全部竣工。整个园内所有模型都采用当地特

色石灰岩，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温德拉什河

两侧从老磨坊（Old Water Mill ）到老新酒馆（Old 

New Inn）和浅滩这段核心街区的河流、水车、古树、

纪念碑、拱桥等所有实物，甚至代表性店铺的广告牌

都被完全复制出来。超现实比例的奇特感觉让观赏

者仿佛置身于迷你的童话世界，不仅可以像观赏玩具

城堡一样了解伯顿水乡的整体形态，而且看到中世纪

教堂内栩栩如生的布道场景，听到教堂的钟声，以及

可以透过橱窗，欣赏到传统乡村家庭花园、客厅、卧

室里种种温馨的生活场景。参观模型村可以发现，一

些标志性的教堂、酒馆、桥梁虽然经过几个世纪的风

雨，但是丝毫未变，依然见证着伯顿水乡前进的历史。

另一方面，也会发现一些老住宅已经变成银行、商铺、

餐厅等。这种有趣的今昔对比不禁让人感慨光阴的

飞逝和岁月的静好。

2014 年模型村又增加了新内容：用七个不同历

史时期英国农舍的模型展示当地乡村建筑以及乡村

生活方式的变迁。特色的本土材质，传统的建造方式，

精湛的手工技艺，无不表达出对逐渐消失的农舍和传

统乡村生活的回忆。如今给人时空穿越体验的模型

村已经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单位。 

鸟类公园

顺着温德拉什河往下游走，不多远就可以到达一

个拥有500多种鸟类的公园。游客可以在那儿喂企鹅，

和猫头鹰亲密接触，还能看到闭目养神的火烈鸟。生

动有趣的科普知识可以让儿童了解各种动物，满足他

们对大自然的强烈好奇心，获得和动物零距离互动的

快乐。

受欢迎的旅游村庄

伯顿水乡目前旅游商业化的程度很高，旅游旺季

时游客数量超过村庄人口数倍。笔者去的时候虽然

正值寒冷的 12 月初，但是周末伯顿水乡依然招待着

摩肩接踵的游客，所有沿街的餐厅和咖啡馆几乎都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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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难求，而家庭旅馆早就被订完了。游客主要都是

英国本地家庭，对中国游客而言，伯顿水乡仍然保留

着它那份世外桃源般的神秘和纯净。

除了刚介绍的景点之外，在地道的乡村酒馆 Old 

New Inn 里追忆十八世纪的故事，感受工业文明初

期英国乡村的休闲娱乐氛围，或者带孩子去蜻蜓迷宫

（Dragonfly Maze）里疯狂追跑，亦或安静地参观超

过三百年历史的当地教堂，都是游客不错的选择。 

此外，伯顿水乡古老的手工陶瓷、香水、手套早

已成为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始素材，经过现代化的

再加工、重新设计和包装之后，均已成为颇具吸引力

的旅游产品。大大小小的香水店、瓷器店、羊毛制品

店以及手工艺店都值得一探究竟。 

4.

5.

4.十五世纪羊毛商人的庄园 

5.坐在河边的白发老人 

6.温德尔什河南岸的往来游客

6.

休闲的养老天堂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英国大部分的小城镇和村

庄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失，从夜晚的亮灯

情况就可以看出其空心化的程度。对伯顿水乡这类

距离大城市较远的村庄而言更是如此。从功能上讲，

伯顿水乡已经逐渐转型为养老型村庄。从切尔滕纳

姆（Cheltenham）乘 坐 801 路 公 交 车 前 往 这 里 的

时候会发现，车上 90% 的乘客都是老年人。另外，路

边正在建设的房地产项目都是打着养老的广告，甚

至伯顿水乡纪念明信片里出现的都是坐在轮椅里白

发苍苍的老太太和老绅士。其实，早在四十年前这

里就开始成为退休老年人喜爱的养老天堂，原因很

简单：一是宜人的自然环境，让人逃离城市高密度和

拥挤，隐逸于山水之间；二是浓郁的历史积淀，一花

一草都值得历经沧桑的老人回味人生，返璞归真；三

是悠闲的乡村生活方式，老人可以在院子里种植花

草和果蔬，亲近自然；四是有一定社会经济活力，伯

顿水乡旅游业人气很旺，足够支撑所有市政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的运作，从而保证这个村庄的人气，而

不至于太冷清。

后记

置身伯顿水乡——这个被上帝忘记时间的乡村

里，仿佛整个生活节奏都慢下来了，走走停停，细细

品味它安静淡然的气质，徜徉其中不觉忘记了时间

流逝。的确，乡村承载着英国人的精神寄托和怀旧

情结，是英国人释放城市生活压力，回归自然的心灵

归宿。

科茨沃尔德持续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来之不

易，不仅取决于这里独一无二的历史积淀、地理区

位和自然环境，而且更加依赖于基于自身特色的产

业经营以及持续的环 境 维 护。这不禁让作者想到：

中国也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国，灿烂的农业文

明留下了大量富饶而美丽的乡村，例如在以西递、宏

村为代表的皖南山区，以同里、盛泽为代表的苏南水

乡，以凤凰古城为代表的湘西山区等地的许多乡村。

然而它们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衰落

危机，大量古村古建筑正陆续消失。科茨沃尔德对

当下我国古村落保护与复兴具有重要启示：一是重

新认知当下我国乡村的多重价值，实现乡村与城市

功能的互补；二是通过乡村区域的整体保护和个别

村庄的特色经营，引导旅游、养老和创意产业流向

乡村。



50 51 人居杂谈  
C o l u m n

你愿意当一天街头音乐艺人吗！

 Stanley Yip

文图︱叶祖达

Do You Want to Be a Street Musician for One Day!

那炎热的一天我在街头遇上了桑德斯先生

今年七月，香港气象台预测全年气温会偏高，全

年平均气温有可能是香港自1884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的一年。 

我在一个酷热的下午，走过中环商业中心区，大

汗淋漓（当然没有心情再想这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

的影响）之际，却听到在人来人往、喧闹纷杂的行人

天桥角上 , 有一位外籍老先生拿着一把萨克斯管缓

慢地吹着，平板电脑播放着伴奏曲，萨克斯管的声音

与伴奏曲中鼓与低音贝斯的声音和鸣。他的演奏游

刃有余、丝毫不费力。我烦闷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

于是停下来欣赏他的演奏。我注意到，这个行人天桥

是商业中心区行人系统的一部分，连接了地铁站和香

港维多利亚港的海滨区，行人很多。老先生坐在他的

小凳子上，他所占用的不足 3 平方米的空间平常就是

市政管理部门摆放杂物的一个小角落。他没有影响

到任何行人，只是在低头吹着他的萨克斯管，打扮是

很随意的蓝色牛仔裤和白色衬衫。他的前面摆放着

一些收集了自创歌曲的专辑光盘，没有定价，旁边地

上的小牌子上写着：“欢迎支持”，还有一些简单印制

的名片，方便联系。

当时， 他只有一个停下来的听众（我）。

他的萨克斯管事实上吹得十分好，绝对是专业水

平。听了几首他的歌曲后，我大胆地走上前与他聊了

两句。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桑德斯，在香港这个异

乡已呆了一段不短的日子，是一位职业音乐工作者。

不善交谈的他并没有推广他的光盘，也没有推广任何

他的音乐工作。我离开前买了他一张光盘，保存了一

张他的名片。

桑德斯先生是一个我们在不同大城市的繁华地

段经常看到的街头音乐艺人。可能我们与他们的相

遇只是在那路旁的几分钟，然后就会匆匆离开继续我

们的行程。也许有些人还把他们的表演视为行乞行

为，在给他们小费时抱着的也就是这种态度。当然街

头艺人的背景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我对桑德斯先生，

一个演奏水平这么高的音乐人在街头表演，产生了好

奇心。回到家，仔细看看桑德斯先生的名片，上面有

他的联系方式与网上的简历链接。从网上的资料看，

他于 2003 年从美国来到香港，他的音乐工作包括了

不定时在购物中心演出，在不同的独立音乐现场作伴

奏演出，或协助一些音乐制作等，都是收入不稳定的

工作。

最触动我的是他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市伯克利音

乐学院①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伯克利音

乐学院是美国顶尖的现代音乐学院，人才辈出。学院

不仅是音乐天才的摇篮，也是全世界音乐家的圣地。

每年申请入读的人从全球各地而来，但学校不看正式

  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是一座位于美国波士顿的独
立音乐学院，建校于 1945 年。该校约有 5000 多名学生，是全世界规模最
大的独立现代音乐学院，以美国流行音乐与爵士乐闻名，并有资格颁发学位。
2015 年 12 月，伯克利音乐学院与波士顿音乐学院合并，并校后简称为“伯
克利”，全称为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

栏目主笔 / 香港规划师学

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城怡

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创始人

①



51 

那炎热的一天我在街头遇上了桑
德斯先生

学历或公开考试成绩，只看你面试和演奏测试结果。

你可能不知道，华语音乐界内不少知名的流行音乐家

原来都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香港地区的顾嘉辉、

鲍比达，台湾地区的翁清溪、张弘毅、王力宏，以及大

陆的王珏、熊汝霖、诺尔曼等。还有关心韩国音乐的

朋友肯定认识的著名歌手，以一曲《江南 style》风靡

全球的 PSY（本名朴载相）也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

当然，以音乐为事业的选择，可以成为知名的音乐家

始终只是极少数人而已， 但街头艺人中的确有不少

像桑德斯先生这样可以提供高素质音乐娱乐的高手。

无可置疑，很多街头音乐艺人为我们城市带来

免费的音乐。在繁忙的道路上和公共空间中，在我们

每人停步或走开的时空中，提供了我们随手可得的娱

乐。正如一个街头艺人在一次媒体专访时指出：在城

市中“我们常常要用金钱买空间。我们见朋友、去酒

吧饮酒聊天……都要消费。但是在这个空间玩音乐，

我们不用花任何金钱，观众的打赏也是随心的。我想

这种空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十分重要”。

你愿意当一天街头音乐艺人吗 ?

街头音乐艺人为我们那城市建设提供的硬件带来

人文的气色，更在我们那一张城市规划设计图上添加

了实在的生命力。那我们的城市如何对待街头艺人？

街头音乐艺人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面对的挑战

真的不少。在绝大多数的城市中，街头艺人被城市管

理者、警察、街铺业主，甚至部分市民看作为不受欢

迎的、制造噪音的、占用我们的公共空间的，甚至是阻

街行乞者。他们觉得我们城市内的广场、绿地空间、

行人道等地方，不能接受不受管制的音乐演奏空间。

地方城市管理部门可以随便拿出一大堆与公共空间

管理有关的条例或法则，把街头音乐艺人看成公共空

间的洪水猛兽来驱赶。

如果你是城市规划设计师，我想问一句：你愿意

当一天的街头音乐艺人吗？

你愿意带着 20~25 公斤的乐器和扩音器等“随

身行李”，在炎热的天气下不断转移位置，为了找一个

可以安身也有一定人流的表演角落？当你安顿下来，

表演开始，但围观支持你的观众并没有你期待的多，

很多更好像不懂你的音乐，反应冷谈，你还可以继续

坚持吗？好啦，就算人群很接受你，有不少的掌声与

支持，也有互动时刻，在感觉良好时，你看到远处有城

市管理执法人员或警察出现，便要准备被驱赶（和有

时不客气的语言对待），心理上会感到委屈吗？然后，

你重新站起来，拉着你的“行李”，再转移位置。

街头音乐艺人对社会的贡献： 从香港的桑德斯到台北

的周华健

香港中文大学在 2015 年完成的全港首个街头表

演者人口普查② ，从不同渠道接触街头表演者，发现

街头表演者当中只有少数人是以街头卖艺作为唯一

收入来源。由于没有协调空间资源，个别地区出现过

多表演者集中在一起的问题，令本地街头表演生态有

恶化趋势。同时，街头艺人演出次数达每周两次或以

上的受访者仅占一成多。超过一半受访者将街头表

演看成兴趣和娱乐。部分受访者希望以街头表演推

动本地艺术文化气息和争取大众使用公共空间的权

利。以上情况反映出，与某些城市管理者对街头艺人

的定位不同，街头表演的艺人主要并不是行乞者，而

我们的城市并没有主动促进这类表演文化的健康发

展，让城市成为具有多元艺术文化的地方。

街头音乐艺人具有多方面的积极社会功能：（1）

他们不乏高水平的音乐表演与创造者，具有促进文化

发展和传播的功能；（2）街头音乐艺术也是孕育地方

文化的土壤，让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探索具有当地城市

文化的表演形式；（3）街头音乐可以增强城市魅力，

在我们那混凝土堆砌的城市空间中添上独特人文气

色；（4）街头音乐可以促进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带动

其他额外消费。 

附带一提，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流行音乐歌手

②全港首个街头表演者人口普查 . 香港中文大学 , 2015-12-17. http://www.
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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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来至香港，后来在台湾读书的周华健 。他在

1984 年发行个人第一首创作单曲《谁曾说过》前，还

是学生，就曾在台北市士林区的民歌西餐厅演唱。作

为一个立足华语歌坛 30 多年的巨星，他的音乐具有原

创性并受到业界与市场的广泛肯定。但你可能不知道，

他于 2014 年担任浙江卫视节目《中国好歌曲》导师时，

在节目中揭露，他曾经是台北街头艺人执照①001 号持

有人 ! 

无论是香港街头的桑德斯先生，还是台北街头的

周华健，他们无疑在音乐职业发展的道路上需要受到

公众和社会的支持 ! 那我们这些可以影响城市公共

空间资源分配的规划设计师们，到底有谁关注过街头

音乐艺人？

音乐与城市规划：规划设计图纸上的只是虚线

如果街头音乐艺人是把音乐融入我们城市空间

的无名英雄，那我们的城市规划有没有关注过音乐在

城市发展和人文宜居环境营造上的角色呢？

在 城 市 规 划 的 文 本 中，看 不 到 包 括 推 动“音

乐”发展的空间规划目标，更不要提具体的规划设

计理念 和手段。“音乐”这个 词汇甚至不存在于传

统城市规划的范畴中。法定的城市规划条例、规划

编 制办 法与标 准，甚至 规 划设 计 导 则等 对 “音 乐”

都 是 默 不 做 声的。即 便 在 一 些 理 念的陈 述 上 有 提

到“音 乐”，那 在图上的 表 述 还 只是 虚 线 而已。问

题在哪里？ 

英国的建筑与城市环境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简 称 CABE）早 在 2008 年 发 表的《艺术 家与空间》

报告②中 ，就分析了在城市更新中如何引入创新人才

的问题，指出当前要建设宜居的城市，需要给城市注

入艺术和生命，要重新发挥城市空间在带动艺术想象

力方面的作用。但报告也指出，目前城市规划与建设

只注重硬件的投入，大量资源放在空间的规划、设计

和建造方面，那些影响到城市环境的专业人士，如建

筑师、规划师、测量师、土木工程师等人士，往往把城

市空间建设单一地看作一个“建设项目”。而只从“建

设项目”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我们无法创造出有生

命文化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在“项目”的思维模式

下，城市的硬件主宰着我们的决策，而空间设计变成

设计师的图纸，图纸上面的虚线并没有想过会与后来

的实实在在的文化软件（如音乐）结合。

那 么 有 城 市 在 尝 试 把 音 乐 纳 入 城 市 发 展 的 蓝

图吗？

音乐城市：让音乐文化进入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决策

MusicCanada （原 加 拿 大 唱 片 业 协 会，代 表

唱 片 公 司 的 行 业 协 会）与 国 际 唱 片 业 联 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代表国际唱片业协会）在 2015 年发表了

《音乐城市构建》③报告 ，首先提出将音乐作为城市经

济发展动力的“音乐城市” 概念和构建音乐城市的路

径图。《音乐城市构建》报告提出音乐城市的五个基

1.

2.

   1994 年 4 月，台北市正式通过实施办法，规定取得活动许可证的街头艺人，
可以在相关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在市区公共空间从事艺文活动。申请街头艺
人执照要通过实地表演评核。其他有类似的执照制度的城市还包括：上海、
伦敦、悉尼等。 
   Artists and Places. CABE, 2008. http://www.designcouncil.org.uk/
resources/report/artists-places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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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1）艺术家和音乐家；（2）音乐表演现场活动；

（3）公共空间和场所；（4）市民参与和观众；（5）音乐

经济的价值链，如唱片公司和其他音乐相关业务等。

其中强调，城市建设用地与公共空间是音乐离不开的

载体，音乐表演和空间与场所是多方面的，需要满足

不同阶段的活动需要，如学习、排练、录音、推广、表演；

音乐场馆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室内和室外的、各

种尺寸的空间（当然包括桑德斯先生在香港中环商业

中心区行人道旁的 3 平方米），目的是要满足每一位音

乐艺术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并

把这些空间融入市民文化、娱乐、休闲的领域。

实际上，推动把音乐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理念

早已在国际上展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

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致力于促进将创意

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目前，

该网络由 116 个城市参与，它们共同肩负着同一使命：

使创意和文化产业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核心，涵盖手

工艺与民间艺术、设计、电影、美食、文学、媒体艺术

和音乐七个领域，并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根据创意城市网络的相关标准（把“音乐”

正式列为城市发展建设主题），把六个城市选定为“音

乐城市”④。

我觉得音乐城市的理念可以再进一步延伸为将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它是一个把人文、情感、语

言、空间、身份等社会元素连接在一起的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充满生命力，打破行政边界，推动社会

发展，贯穿人类历史。而城市空间就是这个生态系统

的载体。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需要从这个角度思考：

我们的专业与规划工作可以为一个城市的音乐文化

和经济发展做什么？

我们需要再思考：城市空间规划不是为“建设项

目”服务，更不可以以为空间就是规划的目的，而忘记

了空间只是载体和手段，目的是推动人文社会多方面

内涵的体验和发展，其中当然包括音乐。音乐作为人

文和经济的发展方式如何可以受益于城市规划设计？

我们应该提出相应的问题，并通过了解音乐产业、音

乐工作者，而知音乐爱好者的诉求，寻找答案。其中

可以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通过建设用地资源的分

配，推动城市音乐产业发展，城市空间如何有效地支

持音乐人才发展和成长。

●在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理念和手段上，重新评核

公共空间如何可以主动推动音乐产业发展。城市管

理条例对利用公共空间作为表演场地的规定如何从

“管制”转化到“推动”？

●考虑音乐产业不同阶段的活动需要，包括正式

的和非正式的、室内和室外的、各种尺寸的空间的要

求，审视建筑条例对音乐表演空间和行业运营的限制

和规定是否合理。

让我们从街头音乐艺人的角度看我们城市空间，

重新考虑“音乐城市” 的概念如何可以在城市规划

与设计、城市管理决策过程中实施！城市规划设计师：

你愿意当一天街头音乐艺人吗！

1. 街头音乐艺人为我们城市带来
高水平但是免费的音乐

2. 他们在我们停步或走开的时空
中提供了我们随手可得的娱乐

3. 街头音乐艺人为我们城市带来
人文的气色

3.

   MusicCanada. The Mastering of a Music City. IFPI, 2015.  http://
www.ifpi.org/downloads/The-Mastering-of-a-Music-City.pdf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六个“音乐城市”包括：塞维利亚（西班牙）、博洛尼亚（意
大利）、格拉斯哥（苏格兰）、根特（比利时）、波哥大（哥伦比亚）、哈尔（滨
中国）。

④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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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ongjie

大江南北满眼都是

“百米住宅”，说好的地方特色呢？

文图︱王宏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Where is th
e Planned Local Identity when “New Town Housing” Pervades the Country?

近几年，高铁成了老百姓出行的新工具，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坐高铁

出门了。不知道您是否留心过，在很多城市，高铁经过的往往是新城区。

坐在高铁上一路走下去，每到一个城市，映入眼帘的大多都是新区一片

片、大同小异的崭新的板式高层住宅，一排排高大威武，很多都是百米

高层。这已经成了我国每个城市，特别是城市新区都有的景象——我

把它称为“百米住宅”。

高铁外的景象

54 55 人居杂谈  
C o l u m n



55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座城市的建筑，会发现，城

市中有住宅建筑、办公建筑，也有像图书馆、音乐厅、

体育馆等等这样的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建筑。与形

态更受瞩目从而形成视觉高潮的公共建筑比，住宅建

筑在城市中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更多的是起陪衬作用。

也就是说，它是整个城市形态的背景和底景。受不同

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

区，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的住宅往往有着自己当地

的特征。而这些百米高层住宅如雨后春笋般不约而同

四处开花，在大江南北、大城小镇，形成了“千城一面”。

这些高层住宅区，规模较大、体量庞大、高度巨大，已

经成了不得不重视的城市主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得从我们国家的住宅建筑发展历程来看。

我国住宅建筑形态的发展

“排排房”住宅

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多

是单位分配的宿舍楼。在那个时期，我们国家大多数

城市的住宅都是六层楼整齐排列，就是所谓的“排排

房”“兵营房”。这些“排排房”虽然也被大家吐槽，

说是“枯燥无味”“到处都一样”“找不到家”等等，

但是至少高度都和树木差不多，掩映在树冠丛中，给

城市整体风貌定下了平缓舒展的基调。这类房子南

北通透、进深小、采光好，居住舒适，有很多后来的商

品房不具备的优点。

“小高层”住宅和“点式高层”住宅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政府逐渐取消了福利

分房的政策，商品房进入了城市发展的舞台。最初，

开发商也是大多建设六层住宅楼。而到了 2000 年代

初期，开始出现了“小高层”住宅。“小高层”住宅大

部分在 9~15 层，南北通透，有电梯。这类房子成了时

尚的住宅产品，因为很多人愿意住有电梯的房子，也

愿意住高一点。

为了让建筑更高耸挺拔，开发商也开始建设塔

楼。这类住宅也被称为“点式高层”。相对于南北通

透的小高层住宅，塔楼住宅占地面积小，由此节省出

来的地面空间可以用于绿化也可以用于停车等。不过，

塔楼住宅南北不通透，在采光、通风方面要差一些。

总体来讲，在房地产发展初期的商品房小区中，

各类住宅建筑样式比较多元，有小高层板楼，也有各

式各样的点式高层。从城市整体空间形态来看，这一

时期，住宅建筑有了整体的拔高，但是由于形态丰富、

开敞空间较大、密度相对较低，并没有对城市的形态

有太多根本的改变，反而淡化了原来多层板式住宅的

单调感，丰富了城市空间形态。

“百米住宅”

在接下来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住宅建筑高度和

密度飞速提高，于是就渐渐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百米

住宅”。顾名思义，这类住宅建筑高度近一百米，是南

北通透的板楼。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百米住宅”的出

现是由于老百姓对南北通透型住宅的痴迷。想想也

很好理解，塔楼一个楼层几户人家，每户都不南北通

透，户型也是各种各样，完全不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居

住习惯。因此，板楼成了最好卖的商品房。

进入 21 世纪的第 10 个年头，房地产业高烧不退，

开始出现大量建筑宽度也很宽的百米高层。一栋住

宅建筑包括四五个住宅单元，一栋栋建筑像一个个竖

立的巨型扑克牌，方方正正、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

这样的百米住宅区密度很高，建筑间开敞空间较小，

环境拥挤和压抑。

 老百姓住在高空中往下看，感觉眩晕。而且，太

高的房子看着也有压迫感，像大山一样迎面扑来，心

脏不好的，不心悸才怪呢。这样的房子别说住着不舒

服了，就连在小区里、在马路上看着也不舒服啊！这

些百米高层住宅在大江南北、大城小镇的遍地开花，

也形成了“千城一面”，影响了城市风貌。我们下文

就仔细说说百米住宅对城市的负面影响。

百米住宅对城市的负面影响

这些齐平头的百米住宅，直观上感觉就是一片

“混凝土屏障”，对城市风貌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大家

可以通过图片来看看。

除了感官上和风貌上的问题，高层住宅还在其他

方面对城市造成影响。

街道空间压抑，难见阳光

道路两侧的高层板楼挡住了街道的阳光，让街道

成为阴影区，从而使得街道两侧树木成活率低，冬天

路面积雪难化，行人见不到阳光感觉不舒服。而且，

街道两侧高层建筑林立，让街道显得狭窄，也很有压

迫感，让人产生压抑心理。

对小气候的不良影响

大片百米住宅会对城市小气候产生不良影响。

一般而言，建筑物高度越高，对建筑物周边的风速、风

向的影响越大。如果建筑物对周边地区的风环境影

响比较大，有时会导致风灾的发生。

产生交通拥堵

高铁外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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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百米住宅，建筑密度高，居住人口多。众多

的居民往往会产生大量的交通和停车需求，从而增加

路网的负荷，导致停车空间的不足。

安全隐患

高层建筑的消防主要是靠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

但是，万一物业不维护（维护不善）或者不使用建筑

内部消防设施，要从地面来扑灭发生在建筑高层的大

火就会非常困难。这也就是前几天杭州纵火案悲惨

后果的部分原因。

既然百米高层住宅这么多硬伤，甚至是存在潜在

的致命硬伤，那为什么还会蔚然成风呢？

为什么会建百米住宅？

建筑师的说辞

去问建筑师。建筑师一肚子委屈：“这都是甲方

（开发商）给的设计条件，容积率和建筑限高基本上就

把建筑形态控制死了，没有设计发挥的余地了”。当

问到遍地百米住宅现象时，建筑师会辩解：“这个不怪

我们，我们是按照甲方（开发商）的设计条件要求做

的哦，谁知道其他地块也是建一样的房子呢？”这时

候才发现，某些在各种场合下被神化或者被男神化的

建筑师们其实把开发商给的任务书当圣旨，根本没有

抬起头超越设计边界在乎过社会的影响、城市的损

失。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建筑师。

开发商的对策

去问开发商。开发商很务实：“为了增加产品的

多元性，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高层住宅建小户型，

满足年轻人的需求；较低的住宅建大户型，布置在小

区内部，设计成楼王，价格可以卖得高”。所以，开发

商用足了规划部门批准项目时提出的规划设计条件，

来满足市场需求，争取最大化的溢价。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2010 年，为了集约用地，

国家规定不能建设别墅项目，要求居住区容积率不能

少于 1.0。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开发商想出的对

策是：在一个居住区里，一边是容积率 0.3 的别墅，一

边是容积率 3 的百米高层，这样平均容积率为 1，符合

规定。这种打擦边球的政策性房地产产品叫“高低

配”。这也就是很多城市，在荒郊野外的远郊地区还有

百米高层的原因。这样建设虽然满足了规划部门提出

的容积率和高度要求，但是形成了史上最丑身高差。

在这样的小区里，一边是强调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别

墅区，一边是密密麻麻的高层鸽子笼，别墅里的富人

一抬头，看到的是百米大板楼，一排排的小窗户里屌

丝们齐刷刷盯着他的生活。估计双方都不舒服吧。

规范政策等方面的要求

但 是 为 什 么 这 些 板 楼 偏 偏 要 是 100 米，大 约

32~33 层的高度呢？怎么不是 90 或者 110 米呢？这

主要是为了满足消防的要求。

去问消防专家。发现，2014 版《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提高了高层住宅建筑的防火要求，明确建筑高

度超过 100 米的居住建筑应设置避难层。如果设置

避难层，就会增加建设成本，也相应会增加公摊面积，

开发商就觉得不合算。因此，100 米成了开发约定俗

成的建筑高度最高控制线。

此外，开发商也要考虑满足抗震要求的造价和

建筑高度的关系。比如，在有些地区，80 米高是不同

1. 西安城墙外住宅

图︱http://www.lvmama.com/
comment/1406197

2. 南昌乌沙河沿岸

图︱http://www.lvmama.com/
comment/140619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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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级别要求的分界线。如果建筑高度超过 80 米的

话，抗震级别要求会增加，同样也会增加建设成本等

等。所以不管是 80 米高，还是 100 米高，开发商一般

都会在满足国家和地方在建设、管理等方面要求的情

况下，选择经济效益最高的建设高度。

问了一圈，似乎找到了答案：因为 100 米是满足

规范要求和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契合点。由此我们

可以看到，各项规范政策在我国住宅建设上打下的鲜

明烙印。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如此。1987 年颁布的

《住宅建筑设计规范》规定，7 层及 7 层以上的住宅，应

设置电梯。从那天起，全国都是 6 层住宅建筑了。我

们前面也提到过，2010 年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

知》，规定“住宅容积率必须大于1”。这样的“禁墅令”

也是产生大量的“高低配”住宅区的原因之一。由此，

有学者形象地说，我国的住宅建筑形式，特别是“百

米住宅”这种住宅形式的产生原因是，计划经济的壳

子里装的市场经济的瓤。

人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

其实除了前面谈到的种种原因外，我们还有一

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觉得我们国家“人多地少”，

房子盖得密一点也有道理。这个观念需要有所转变。

各个城市的总体规划里是按照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来分配居住用地，居住用地是满足需求的。而且我们

国家正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未来的人口总量会

减少，对住宅的面积需求相对会降低，建设用地的紧

张状态也将逐渐趋于缓和。所以“人多地少”的紧迫

性没有那么强烈了。更何况，我国有的城市已经出现

了住宅空置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向往更

舒适、宜居的多层住宅环境。因此，住宅的供给也应

该从满足“有屋住”到“住得好”了。所以，在很多中

小城市或者大城市非中心片区，百米住宅应该慎重开

发，逐步退出城市的舞台。

城市规划师在行动

面对百米住宅现象，规划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师

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地方出台了各种地方

法规。比如：武汉出台了《武汉市建筑管理审批指导

意见（试行）》，针对“高低配”的现象，提出一个范围

内的建筑高度差，既不能差距太大，也不能“齐平头”；

针对“混凝土屏障”，提出要疏朗通透，不要“一睹视

墙”。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像百米住宅这样

的高层建筑对城市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很多百米住宅已经成为现实。在空间这个

维度上，住宅建筑诚实地显示了这个时代的烙印。随

着时间的推移，百米住宅在城市、社会、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还会逐渐显现，如何减少其负面影响，更进一

步，如何避免这种城市现象的产生，需要我们去继续

思考和应对。

3. 某高层住宅

图︱http://img3.fdc.
com.cn/Newhouse/
xg/2013/07/17/17361098.jpg  

4. 贵阳某新区

图︱http://gy.house.qq.com/
a/20150715/022226_
all.http://club.autohome.
com.cn/bbsthreadowner
-a-100008-42706125-1.
html）

5. 唐山抗震纪念碑旁边的万达广场

图︱http://www.lvmama.com/
comment/1406197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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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缓解拥堵、保持驾驶成本低廉的城市

随着拥堵加剧，缓解这些瓶颈问题的急迫心情不

难理解。投资改善通行能力似乎能够解决问题。同时，

为了实现交通便利，同时又经济适用，简单的做法便是

维持低廉的车辆相关费用，即便这一做法主要使相对

富裕的人群获益。这些简单的对策在政治上具有吸引

力，与之配套的往往是过时的交通工程和规划做法。

实施了这些对策之后，结果将会怎样？澳大利亚

珀斯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例子能够向我们展示，过度

关注缓解拥堵和驾驶成本低廉，将会起到怎样的长期

作用。

珀斯是一座有 170 万人口的城市，每千人中拥有

700 辆车。这说明了极端汽车依赖的诱人陷阱。20 世

纪初的珀斯是一座小型的公交城市，也积累了财富。但

与大多数澳大拉西亚和北美城市一样，随着城市的发

展，渐渐忽视了公共交通的作用。进行了大规模的道

路投资建设后，它在1995 年的平均交通速度几乎达到

了46 公里 / 小时（参见表 2中与其他类型城市的对比）。

在所有的澳大拉西亚汽车依赖型城市之中，珀斯的驾

驶成本最低：中央商务区（CBD）之外多为免费停车；

不收取养路费等道路费用；同时在燃料使用、车辆保有

和购置方面均只需支付很低的税费。

总之，两个诱人的交通愿望在珀斯基本变成了现

实。那么结果如何呢？珀斯的工作地点分散、人口密度

极低。大部分人居住在独户房屋之中，花园的面积相

当之大。2005 年，私家车的使用量人均超过了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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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公里（参见图2中的图示说明）。

城市如此广阔、驾车如此便利，看起来很吸引人。

然而，其中隐藏着高昂的费用。尽管汽车成本低廉，但

对于低收入的有车家庭而言，远距离出行成本往往是

一项负担。在轨道交通线路之外的区域，公共交通并

不便捷，使得无车人群处于劣势。在人口密度如此之

低的地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也将花费巨大。

珀斯这一类型的城市深深陷入了高能耗的交通系

统之中，伴随着温室气体的高排放量（见表 3）。无论从

政治利益方面，还是从实际做法方面，珀斯的汽车依赖

困境均难以破解——汽车使用度高这一情况已经深深

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技术发展、产业和机构、停车

空间、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个人投资。为了应对

像珀斯这样高的汽车依赖程度，需要的是在社会富有

的条件下大量投入道路建设资金，并制定在几十年中

均能适用的、以汽车为主导的规划法规。而要带来转变，

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大规模的公共交通投资，

并且要持续数十年。

在人口超过 600 万、中等收入、发展迅速的吉隆坡

都市区，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工业

化迅猛发展以来，政府政策大多围绕应对交通流量增

长和保持驾驶成本低廉这两个方面制定。

大力发展高速公路的努力之下形成了密集的公路

网络，还有另外几条公路正在施工或列入规划。新建

建筑的最低停车标准已居于亚洲最高标准之列。设计

街道时关注的是机动车交通，传统街道的多个功能已

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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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公交城市汽车依赖型城市

交通饱和城市

公共交通发展有限的新近机动化城市

私家车拥有量迅速增多

交通投资低

停止发放汽车补贴、限

制汽车拥有量和/或使

用的增长

改善公共交通制度和投资

状况，提高能力与质量

在用地规划和开发中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

一些城市较早采取措施，改变

对汽车的认识与政策

一些城市努力接受车辆的增长

机动化；大量投资道路建

设、郊区化

汽车依赖“根深蒂固”

其他城市反应较晚

限制汽车使用、投资于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方式

但是多晚才算太晚？

一些城市不思进取

继续快速机动化

交通投资低长期顽固

的交通饱

和状况

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地带

（取决于优先发展汽车还是替代方式）

交通便利性低

交通便利性高

图 1、进入大规模私家车时代而未能提供有效公共交通的城市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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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规划中，吉隆坡寻求通过交通分流和限

制开发强度来改善城市中心区的拥堵状况。其规划原

则在于鼓励实现城市周边低到中等级别的密集程度，

而其发展模式阻碍了公交车的高效服务。吉隆坡的城

市密度按亚洲标准是较低的，但相比汽车依赖型城市

则要高出四到五倍。

吉隆坡未能改善拥堵状况，反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之中：出行距离更长、交通流量更大、道路容量更高、替

代私家车的其他出行方式日渐萎缩。公交车在车流中

举步维艰，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而使用者怨声载道。

追求低廉驾驶成本给这一切雪上加霜，却在政治

方面颇合时宜。征收拥堵费和限定停车等交通限制措

施的建议被提出，但每每在反对者诟病公共交通运力

不足后不了了之。而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台的

产业政策则明确倡导国产廉价车辆。表 1 展现了由此

形成的巨大汽车保有量。在燃料价格管控政策的作用

下，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试图降低燃料补贴的做法

不得人心，因而进展缓慢。慷慨的停车标准造就了廉

价停车。而当前的一项主要驾车成本则是用以收回私

营道路建设成本的道路收费。

为了应对拥堵的局面，吉隆坡从 20 世纪 90年代中

期开始引导大量资本投入建设通勤火车、轻轨、单轨铁

路和机场快轨，同时还开始兴建地铁系统。轨道交通

在其主要沿线大受欢迎，但与薄弱的公交车系统接驳

不足。经过几十年侧重道路建设的城市发展历程，人

们的居住区域较为分散，相对来说并不密集，较难发展

公共交通和其他配套基础设施。因此，轨道交通投资

不易对公共交通的份额带来影响（见表1）。

与许多交通饱和的亚洲城市相比，吉隆坡以汽车

为导向的趋势更为明显；然而，与珀斯等城市相比，它

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汽车依赖型城市。

旨在实现廉价且畅通的汽车行驶的措施结果令人

失望且具有破坏性，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包括吉隆

坡在内的城市是否还有机会转变方向？

新型公交城市的变通方案

采用公交城市模式是否能够有效避免或摆脱其他

交通饱和城市中已经出现的恶性循环状态？

区分旧有公交城市和新型公交城市十分必要。旧

有公交城市包括东京、伦敦、纽约或巴黎。它们的优势

在于，在大规模私家车时代来临之前便已形成了大型

的公共交通体系。

然而，亚太地区新近出现的正在机动化的城市大

多缺乏有效的公共交通体系。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新

型公交城市”概念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更为相关的

模式。

亚太地区的新型公交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也可

将首尔、上海和台北包括进来。如果提到世界其他地

区的新型公交城市，可举的例子包括南美的波哥大和

库里蒂巴，以及欧洲的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

这些新型的公交城市在不久前还处于交通饱和状

态。比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香港和新加坡的私

家车开始大规模涌现，而当时公共交通方式仍然欠缺。

新型公交城市与其他交通饱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他们

采取怎样的政策应对新出现的交通问题。图1、表 2 和

表 3中的亚洲公交城市群组集合了新旧两类公交城市，

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出新型公交城市应有的一些特

点：公共交通便利性为中到高级别（并且逐渐提高）；

私家车交通便利性中等；私家车使用费用高；人均的交

通负面影响低；每公顷的交通负面影响不大。

当前的绝大部分新型公交城市从交通饱和城市

转变而来，首先尝试的是适应汽车数量增加这一情况。

然而，它们迅速改变了策略，转而开始限制私家机动车

的增速。私家车的确在这些城市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更多地将汽车视作奢侈品，而非

必需品。

为减缓交通流量增长，新型公交城市的地方政府

和其上级政府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干预政策：

a) 居民停车限制（香港，20 世纪 70年代）；

b)中央商务区停车位总量限制（首尔和斯德哥尔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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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选定城市的公共交通（y轴）对应私人交通（x轴）（每年人均乘用公里数）



61 60 61 人居署出版物
U N - H A B I TAT

新加坡自1975年起征收）；

j) 基于牌照的驾驶限制（首尔）；

k) 工作地点交通需求管理（TDM）（首尔）；

l) 摩托车停车管理（台北自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实

行）。

这些干预措施大多是各城市在交通问题逐渐涌现

之初所做的反应。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们并没有因坐等

公共交通体系成熟完善而推迟出台措施。事实上，它

们推动了在需求高涨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汽车服务、同

时减缓以汽车为导向的城市布局改造，从而为公共交

通的成功投资做好了准备。

例如，香港和新加坡在 20 世纪 70年代初便开始限

制私家车的使用，远远早于地铁线路的建设——香港

地铁于1979年投入使用、新加坡为1987 年。上海的情

况与之相似：2002 年，目前总长 538 公里的地铁线路中

仅有 85 公里建成使用，而当时已经开始通过发放牌照

配额的方式限制车辆保有量，该举措也极大地延缓了

汽车数量的增长。

首尔的情况则较为独特。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首

尔中产阶级的收入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通常情

况下足以导致车辆拥有率激增。然而，韩国推行的政

策将汽车定位为奢侈品，并在1985 年之前严格控制汽

车保有量。在这一政策帮助下，首尔得以在私家车保

有量非常低的背景下发展早期的公共交通体系。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郊区轨道线路的升级改造，最早的几条

地铁线路在1974 和1984-1985年开通。 

公共交通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发展公共

交通不能仅仅依赖投资。大部分新型公交城市还提高

了公共汽车的道路通行优先权，改革了公共交通行业

的商业结构、规章制度和主要机构。香港和新加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力加强了公交车制度管理，确立服务

标准并推行区域特许经营。首尔在 2004年全面推行了

公交车改革，大力加强对私人运营公交服务的规划并

改善采购机制，实现了服务网络转变的目的。在南美洲

的波哥大和库里蒂巴均在快速公交系统中加强了对私

人运营者的服务采购和监管。香港和新加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设置使用公交车道。台北四通八达的公交

车专用道网络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而首尔在

2000 年之后也利用公交车专用道极大地拓展了其公交

车道网络覆盖。

绝大部分新型公交城市均大力施行以公交为导向

的城镇规划，或推行市场引领的以公交为导向的城市

开发，或二者兼而有之。香港、首尔和新加坡均通过战

c) 居民停车分类计价（香港、上海、新加坡和台北）；

d) 提高燃料税（香港、韩国和新加坡）；

e) 征收地方燃料附加费（波哥大和首尔）；

f) 就车辆购置和 / 或所有权高额征税（香港、韩国

和新加坡）；

g) 信贷限制（韩国，直至1985年）；

h)车辆购置或所有权配额（上海和新加坡）；

i) 拥堵收费（首尔自1996 年起对两个隧道征收，

城市群组
私人交通使用者每百

公里行驶成本
（1995 年，美元）

平均路网速度（公里 / 小
时，24小时 /7 天）

公共交通的总体平均速度
（公里 / 小时）

亚洲交通
便利性低的城市

15 21 17

亚洲交通饱和城市 34 24 19

亚洲公交城市 71 31 35

澳大拉西亚
汽车依赖型城市

34 44 33

城市群组
每行驶十亿公
里的死亡人数

每十万人中的
死亡人数

每行驶一公里
的污染物（千

克）

人均污染物
（千克）

城市中每公顷的
污染物（千克）

亚洲交通
便利性低的城市

105 10 .078 86 14,703

亚洲交通
饱和城市

46 18 .025 127 8,289

亚洲公交城市 24 6 .014 33 4,428

澳大拉西亚
汽车依赖型城市

11 9 .021 145 5,173

城市 每 1000 人中的城市汽车拥有量
公共交通方式所占份额

（占所有机动车出行方式的%）

1995 年 最新数据 1995 年 最新数据

孟买 21 44 81 67

上海 15 42 68 62

北京 43 142 53 48

德黑兰 95 170 28 28

雅加达 91 203 48 56

吉隆坡 209 314 32 19

香港 46 55 72 88

新加坡 116 112 37 57

首尔 160 227 42 71

台北 175 253 24 40

墨尔本 594 649 9 8

表 1、亚太地区选定城市的汽车拥有量和公共交通方式所占份额

表 2、选定城市的私人交通使用者成本、路网速度和公共交通速度，1995 年

表 3、城市交通导致的道路事故死亡和有害污染物排放

注：雅加达、吉隆坡、孟买和台北的摩托车保有量也非常巨大。本表中的数据来自于多个来源和年份。
来源：基于作者使用1995至2014年多个来源所作的数据分析。

注：数据来自国际公共交通联合会（UITP）千年城市数据集（1995）。私家车运行成本包括日常运行成本以及换
算为每公里基础上的维护和资本成本估计值。

来源：数据来自国际公共交通联合会（UITP）千年城市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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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规划将人口增长引向公交主导的新城区。这些城市

中的绝大部分均在已有的城区内实现了人口稠密地区

的填充式开发。台北将宽松的分区原则与地形限制相

结合，借助填充式开发保持了城市的人口密度与布局

紧凑。过高的最低停车位标准也是对人口密度的一项

主要影响指标。因此，在香港、新加坡和台北等维持较

低停车位标准或降低了标准的城市，城区密度更易于

保持或提高。

在交通饱和城市之中，人口密度高是导致车辆过多

的罪魁祸首；而对于公交城市而言，这反倒是一项财富。

其原因在于，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区之中，公共交通的

空间高效与私家车的极度空间低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新型公交城市也无法完全避免要求兼顾

缓解拥堵和维持低廉驾车成本的政治因素。但它们

当中的大部分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摆脱机动车游说团

体的影响，降低以汽车为主导的城镇规划标准的影响

（例如街道宽度标准、建筑物位置后移规定和停车要

求），减少以汽车为主导的交通规划工具的作用（例如

道路项目评估中的道路服务水平和对出行时间节约

的滥用）。

新型公交城市的备选目标

新型公交城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应

当以交通便利性为目标，而不是关注驾驶成本低廉和

无拥挤状况出现。这些城市正是在下列目标的带领下

走上了更为持续的便利交通发展轨迹：

（1）保持私家车的备选地位而非作为必需品

抵制将汽车作为必需品的观念，而是将其作为奢

侈品对待，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善其他交通方式。

从而为实施上述交通限制措施扫清政治阻碍，避免一

味关注缓解交通瓶颈，同时拒绝保持驾车成本低廉的

请求。及早采取行动比在车辆保有量大幅上升之后再

试图逆转要容易：汽车将迅速改变生活方式和城市结

构，并成为拥有者眼中的生活必需品。在仅有少数家庭

拥有汽车时，新型公交城市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

（2）专注空间利用率高的交通模式

新型公交城市倾向于大胆面对自身的空间局限，

甚至以此为契机，避免走上以汽车为主导的空间占用型

发展之路。作为岛上城市，香港和新加坡的空间局限

性十分明显。香港四面环水，台北周边多山。而在本已

地广人稠的首尔和上海，想打造更多的交通运行空间

则困难重重，而且成本高昂。备选方案是选择空间利用

率高的交通体系，关注人流和物流而非车流。

（3）追求方便到达而非快速行驶

为了使人们无需长途跋涉便能轻松到达多个目的

地，城市需要推行紧凑型的发展模式，从而使人们无需

私家车便能轻松到达所有主要的目的地。这也意味着

需要在正确的地点，比如核心区和公共交通走廊沿线，

培育高密度的人口。

（4）优化交通设计，增进城市宜居性

增进城市宜居性也有助于获得公众对新型公交

城市的重点政策的支持，当二者联系明显时尤为如此。

对于新型公交城市而言，打造环境优美的城市空间和

街道往往是交通限制措施给予的回报，能够深得人心。

波哥大、库里蒂巴、慕尼黑、首尔、上海和斯德哥尔摩设

置的步行区以及首尔清溪川恢复工程拆除高架道路所

形成的 6 公里公园绿地均属此类。

总之，专注于缓解交通拥堵和保持驾驶成本低廉

并非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们只会导致

城市交通更加饱和，最终成为汽车依赖型城市。随着

时间的流逝，要扭转这一局面将愈加困难，代价也将更

加高昂。

与此相反，决策制定者们应重点实现三个关键目

标：打造无需汽车便能便捷到达所有主要目的地的城

市空间；提供丰富多样的交通出行方式，使私家车不再

是生活的必需品；建立空间利用率高的交通体系，创造

所有人均能享有的交通便利，为当代和后世创造一个

宜居、包容的低碳城市。

节选自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
会 委 员会 发 布 的《亚 太 城 市 状 况 报 告 2015》(The 
State of Asian and Pacific Cities 2015)， 本 文 作
者 Paul Barter 为交通政策独立顾问。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40%以
上的城镇交通依靠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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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in China’s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mprovement 
Receives International Commendation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的人人享有水资源

和环境卫生行业部长级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旨在落实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六项任务，解决人人公

平享有水资源和环境卫生设施问题。全世界 50 多个

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部长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健康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出

席了会议。会议设主论坛和 3 个圆桌对话，澳大利亚

前总理陆克文主持主论坛。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

赵晖受邀出席会议，并作为大会指定的唯一一位在主

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的国家代表，全程用英语以翔实的

数据、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中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临

的挑战、政策措施以及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赵晖指出，为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

程，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六项任务——

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城

市相比，中国农村的供水、环境卫生设施还比较落后。

中国政府提出 2020 年要建成干净、整洁、安全、方便

的农村人居环境，还为此制定了《全国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十三五”规划》，明确了约束性目标，即 90% 的

生活垃圾、80% 农户的厕所污水、40% 的行政村的生

活污水得到处理，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85% 以上，有规

划管理的村庄达 90% 以上。

 赵晖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中国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一是政府强有力组织推进。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作出工

作部署；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会议推动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15 个部门建立协

调机制，地方各级政府参照成立协调领导机构。二是

多方筹集资金。2014 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用于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投入约 2200 亿元，地方财政每年

投入已接近 3000 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可提供数

千亿的政策性贷款。三是加强监管和指导。住房城

乡建设部等中央部门对各省建立了检查和通报工作

机制，省、市、县也建立了逐级检查机制；积极采取现

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监管设施运行。四是全面动员

群众。中央设立专项资金调动农民出资出力参与农

村环境整治项目；通过指导制定村规民约，逐步把保

护环境的要求转化为村民的日常行为。

最后，赵晖指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进展很

快，农民群众普遍受惠，对此也非常欢迎，中国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还有大量事情要做，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艰

苦努力。

赵晖的发言获得了全体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可，全

场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做法是发展中国家的楷模。陆克文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成就获国际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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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表示祝贺。他还通过微博用中文向全世界播送

了与赵晖交流的现场。许多国家的代表会后向赵晖

当面请教中国的经验。会议消息传到国内后，在村镇

建设系统和各市县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为参与这项深得人心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进一步增

强了工作的干劲儿和信心。在随后世界银行组织召

开的各国财政部部长会议上，中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成就再次得到赞许。

中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成就引起世界瞩目，这

要归功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归功于住房城

乡建设部等部门的强力推进，归功于全国村镇建设

系统的努力和辛劳。我们将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到

2020 年建成一个干净、整洁、安全、方便的农村人居

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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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处都市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被市

场经济浪潮席卷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

有“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她们就是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的安昌镇和阮社村。弥漫其

中的安静与祥和浓得化不开：小河缓缓地

流淌，人们就近在门口的河水里浣洗，老人

们聚在一起认真地闲聊，喵咪慵懒地凝视

着远方……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诠释着什么

是甜甜的“乡愁”！当经济高速飞奔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她们多投注一些阅读的

目光，是不是应该为这类地方的保护再多

贡献一份力量。

水乡

Water Village

文︱本刊记者 摄影︱姚朝辉

Yao Z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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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组织

学术团体

国际桥梁

公益机构

规划师家园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是城市规划领域的全国性
学术团体和职业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优秀学
术社团，民政部 4A 级社会组织。其业务范围包括：
就城市规划问题开展国际国内学术活动，推广先
进技术，参与论证、咨询与决策，编辑出版学术
刊物、专著、科普读物和其它出版物，开展注册
规划师继续教育，代表我国加入有关国际组织，
并参与组织国际合作事务，维护城市规划工作者
合法权益，表彰奖励先进。

学会的前身是 1956 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建
筑学会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历任理事长分别是
王文克、曹洪涛、郑孝燮、吴良镛、周干峙、仇保兴。
现任理事长由孙安军担任。

学会下设组织、青年、学术、标准化和编辑
出版五个工作委员会，居住区规划、区域规划与城
市经济、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历史文化名城规划、

行业平台

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小城镇规划、国外城市规划、
工程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生态规划、城市安全与防
灾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
影像、城市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实施、山地城乡规划、
乡村规划与建设、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城市更新、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二十一个专业学术委员会。学会办
事机构为秘书处，下设编辑部、咨询部和联络部。历任
秘书长为安永瑜、周干峙、夏宗玕、石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是我国在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
师学会的官方代表，是世界银行注册的咨询机构，与主
要国家的规划组织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有着密切的
业务联系。

学会出版《城市规划》和《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城市规划英文版 )》、《人类居住》、《城市交通》、
《城镇化》和其他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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