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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摘 要J本文受有关新城市主义、可持续城市主义的两部 

著作启发，比较了其思想内涵的变化，指出了从新城市主 

义到可持续城市主义在价值观念提升、涉及对象扩大、研 

究内容综合等方面的城市设计理论思潮与实践的变化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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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was written inspired by tWO works of 

the new urbanism and sustainable urbanism，comparing the 

change of Connotation from new urbanism to sustainable at- 

ban ism．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e comprehensive aspects inc— 

luding value promotion and object expands from new urba- 

nism to sustainable urbanism，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urban design theory an 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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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化、气候变化、 

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等一系列新变化和新问题，都 

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运行状态产生深刻影响。城市 

设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也随之呈现出发散性的 

状态、多元化的思想、和全景式的包容等特征，如 

智慧城市、全球城市、生态城市等。 

近年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从事城市发展与规 

划设计等领域研究的学者Wigran Haas教授，非常注 

重对于这些闪光思想的收集。在2008年和2012年， 

他分别以 “新城市主义”“可持续城市主义”为框架 

主题，编辑出版两部学术著作，由著名的Rizzoli 

出版 社 发 行 ， 即New Urbanism and Beyond 

Designing ties for the Fu ture和 Sus tainable 

Urbanism and Beyond：Rethinking Ci ties for the 

Future(以下分别简写为 《NuB》和 《sUB》)。这两 

部书对 “新城市主义”和 “可持续城市主义”主题 

进行了多角度的和全方位的阐释。值得一提的是， 

主编邀请到都是当今在城市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学 者 ， 如 Peter Ca1thorpe、 Andr6s Duany和 

E1izabeth Plater—Zyberk(以下简称D／P—Z)、Peter 

Hall、Peter Eisenman等。在某种程度上，两部著 

作均可以代表特定时期的城市设计领域的理念发展 

与实践前沿。那么，短短4年的时间，从 (NUB~到 

{SUB}，城市设计的价值观念有何转变?认识方法 

有何提高?研究内容有何吸纳?某些代表性人物的 

思想认识和设计实践有何拓展?如何反映当今城市 

设计思潮发展的轨迹及趋势? 

一

、 城市设计理念的若干变化 

新城市主义和可持续城市主义在内容上存在密 

切关联。新城市主义本身就是以可持续发展和以人 

为本为核心思想的城市设计方法。从1993年第一届 

新 城市 主义代表 大会 (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的召开起，新城市主义理论诞生至今已 

经2O余年，其理论影响已扩展至全球范围，其设计 

实践也取得相当成就。但是，近年来关于新城市主 

义，指责其世俗化、符号化、异化的声音不断，对 

其批判愈加尖锐，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反思其发展 

状况。同样致力解决城市生态危机发展而来的可持 

续城市主义，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 

当前也存在理论争议和操作困难 那么，同样都有 

传播广泛的理论基础，也同样存在争议和困境的两 

个理论，编者依次编著两部著作，这向我们传递了 

什么? 

1．城市设计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现代主义到新城市主义是 “工具理性” 

到 “价值理性”的回归，那么新城市主义到可持续 

城市主义就是 “价值理性”的上升。在普遍追求科 

技进步的背景下，新城市主义开始关注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人的情感，什么是人的需要等人生价值问题。 

但归根结底，新城市主义旨在从中、微观领域，借 

由城市设计手段，实现其宜居、公平的目标；本质 

上，其依旧认为城市形态对社会行为有决定性的影 

响作用。 

编者Tigran Haas在 (SUB~中的理想则是以可 

持续城市主义掀起一场全球性的城市设计 “启蒙运 

动”。他认为政策和技术已经不足以拯救我们于生 

态和社会危机中，因为政策和技术或许能在一段时 

间内使其得到改观，然而，真正的改变必须是从源 

头发生变化，也就是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变。我们需 

要的是整个社会在道德、伦理乃至文化上的全新转 

变。当我们全体公民都审视自己是否必须要使用小 

汽车不是给小汽车粉饰上绿色的、可持续的外衣， 

这才是价值观念发生本质变化的真正开始。一面对 

现有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一面寄情于通过先进技 

术亦或城市设计策略去缓解城市问题，无疑是隔靴 

搔痒。 

2．城市设计的涉及对象 

在 {NUB)中编者特别强调社区积极份子和日益 

增加的中产阶级，而在 {SUB3中编者反复强调全体 

公民。尽管新城市主义提倡公众参与，但是实践却 

显得比较牵强。Rem Koolhaas也承认市场力在一定 

程度上取代了公众的发言权，新城市主义只是一种 

郊区艺术，迎合了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意图而已。在 

使用者方面，新城市主义虽然强调混合和社会公平， 

但是因为其造价高昂，无法造成真正的阶层互容， 

而是导致中产阶级的逐渐聚集。 

不同的是，可持续城市主义反复强调社会、环 

境、经济等所有方面的可持续，这个 目标必须依靠 

各个阶层的全体公民的共同参方可实现 。Tigran 

Haas9l用了Andr6s Duany的原文 “民主看的不是选 

票，而是真正的全民参与，这就是集体的智慧”。 

3．城市设计的研究领域 

新城市主义是以城市设计为核心的物质空间设 

计手段，虽然其融入了人文社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的相关思想，但是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物质空间形态 

设计。然而，当前的城市发展问题 曰益复杂，不断 

受到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的相关影响，已经远远超 

出了规划或者设计的控制能力与控制范围。例如社 

会分化、种族隔离、平民窟现象，都可以是在 “可 

持续的”新城市主义原则指导下产生的 “不可持续 

的”真实结果。所以TigranHaas认为提出 “新城市 

主义宪章”的三个方面 (公共政策、发展实践、城 

市规划和设计)，应该被放大到区域层面，研究范围 

必须从规划设计本身甚至城市本身扩展到社会、经 

济、环境等各个方面。 

二、 主要代表人物的表达与转化 

《NuB》和 《sUB》两部著作分别邀请了 72位和 

75位国际知名的城市设计学家，参与理论写作或提 

供 案 例 分 析 ，其 中 耳 熟 能 样 的 要 算 Peter 

Ca1thorpe，D／P—Z夫妇了。以他们为例，我们又能 

从他们各自的思想变化、实践导向发现些什么? 

1．D／P—Z 

D／P—Z提出的传统邻里社区开发 (TND)模式是 

新城市主义主要实施方式之一。在 (NUB~一书中 

D／P—z夫妇进一步阐释了其理论内涵，包括公共空 

间、邻里中心、社区紧凑度、不同阶层可接受的价 

格的多样性住宅等等，可以说还是物质空间设计的 

进一步说明。但是D／e-z在文章最后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现行的准则大多数是关于交通、广场、街道、 

建筑使用等内容，而我t1"]需要一些真正关于 “人” 

的准则，似意犹未尽，欲言又止。 

四年后，D／P—Z为 ~SUB}撰写了一篇关于迈阿 

密建筑大学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工作坊Center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Design发展的文章，起初该 

设计工作坊偏重通过建筑学解决问题，然 而在发展 

过程中发现建筑、规划、交通、公共管理等学科间 

存在着鸿沟，而城市设计是一个跨学科的行为，可 

以整合各学科间的间隙。所以该项目逐步开始吸引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参与到当地的社区设计及改 

造项目中，同时组织专家研讨、公众参与等活动。 

可以看出，D／P—Z通过参与教学改革，其物质空间设 

计更加关注多学科研究讨论以及公众参与的积极作 

用 (表1)。D／P—Z的新城市主义的城市设计，已经逐 

步将城市设计从微观的物质空间拓展到对社会和公 

共政策研究中，从而对传统的新城市主义理论进行 



改良和补充。再者，如果说D／P—z在 《NuB》中引领 

我们信服其理论，那么在 {SUB}中则引领我们实践 

其理论。 

2． Peter Calthorpe 

新城市主义代表人物Peter Calthorpe在 《NUB》 
一

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新城市主义中城市网络的经 

典观点，Calthorpe认为，城市网络不仅是不同类型 

交通工具的网络，还是开放空间的网络、场所的网 

络等等，这进一步丰富了其TOD的观点，并在最后一 

节建议不能只看到街区的尺度，还应该将街区置于 

城市建筑 I规划·设计 I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I PLANNING·DESIGN 

整个城市循环系统中重新定义 (表2)。 

紧接着在 {SUB}中Calthorpe就明确提出，发 

生在大都市地区的内城、郊区和自然环境三个组成 

部分的问题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必须从区域 

层面制定整体性的发展策略。因为，区域网络能从 

根本上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区类型 。另外， 

Calthorpe认为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 (即价值 

观)会直接影响城市的未来甚至地球的未来，如果 

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开始转变成老派美国人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取向，无论他们是采用高密度城市还是低 

密度城市，高楼大厦还是低矮小屋，我们所有人都 

会遇到大麻烦。 

Calthorpe~举了一系列推理来证实其观点，比 

如密集城市化一缩短通勤距离一减少碳排放一降低 

对国外原油依赖／降低空气污染一降低疾病率一减 

少个人治病支出，以及缩短距离通勤一减少公路建 

设／减少车祸一减少支出，或是构建安全步行体系一 

增加步行锻炼一降低肥胖率一减少疾病一降低治病 

支出。 

表1 D／P～Z{NUB}和 {SUB}中两篇文章内容对比 表2 Peter Calthorpe在 {NUB}和 {SUB}中两篇文章内容对比 

《 I聃● m 耐 l ‘Sm_岫lbk耽 m枷dB 哪 》 

望彝麓蜡 抟境档 和键市扩嚷 拄 瓣{}磷讨 ；挂 靛髓中嚣反磐 扮纂本 武 

霹 扩搬带鬻的皴龋l箍腌r长蘼碍霸勤 蒜坪掰 奶̂ 点 域碱鬻建羲 学骧维 |幸￡怿坊瓣 硷安陵撵臻过 
然、蒴镪纂张艘赡浅Iii 

传娩锥基期较予锥喊扩搬蹙霄优势 姥 棒 城啦蹬许避 瓣譬辩哲 ．谗i 撵墉藏单一舯建筑 艇 剽觏 
鼙魂点 避精 鼍链， 摊̂ 和广精ft缝、步 然、 翻 蠛啦谶计 鬻邋 砖接臂理等学树。肄椿̂ 赣 雉公众谶抒 

多样住宅 蛰搀辅动 讨。这辩的攘武墩辫 避姥 

翻熏点 鞠髓 阚避计，巾魁 蚺琏隧谶}量 学荤}蹙甏 公 黪岛 挫 斟|寸 教 馥攀 

磷抖采谳 捧嚣蘩 剁 

4．小结 

总之 ，通过对 {NUB}和 《sUB》两书的对比， 

我们能够整理出从 “新城市主义”到 “可持续城市 

主义”的诸多变化趋势：城市设计问题所涉及的对 

象，从专业人士等中间力量转移到全社会各个阶级； 

研究尺度从中微观的城市尺度扩大到宏观的区域统 

筹尺度；研究侧重点从物质空间的设计策略转移到 

社会 、文化、经济等跨学科的探索：方法手段从偏 

重技术层面的进步转向为全社会意识形态的提升与 

共鸣。应当承认，这种变化趋势是一种进步，一种 

令人振奋的价值提升。 

三、 从 “新城市主义”到 “可持续城市主义”的价 

值 

正如 Tigran Haas在 {SUB}开篇序言中曾引用 

的一句中国古语，“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知行合一”。面对今天我们所处的生 

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普罗大众至多处于 “闻之 “状 

态，Tigran Haas意在城市设计领域中使大众从 “闻 

之”走向 “知之”，再以求 “行之”。《suB》一书中 

所涉及的学科交叉探索、新兴技术运用、公共政策 

引导等，更加开阔了城市规划设计专业从业者的眼 

界，启发了多角度的思维模式。KTH News＆Events 

杂志评价 {SUB}一书，“大胆地将可持续城市主义 

比作启蒙运动，内容涉及广泛，不仅涉及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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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而是整个社会，其思想影响 

深远，可以从伦敦、纽约闪光的办公大楼到撒哈拉 

南部的沙砾小巷”。该评价高度肯定了其思想价值。 

而美国 Planning杂志十分中肯地评价此书：“该书 

很值得摘下阅读，但是要注意它并非是可持续城市 

未来的马赛克式图景，而是众多等待组合的美丽的 

玻璃碎片”。 

编者Tigran Haas大胆地将 (SUB}一书比作启 

蒙运动也不无道理。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一场神学权 

威到人权和知识改造自然的革命，那么编者所希望 

的是另一场从人可以改造 自然到敬畏自然的革命。 

编者作此比喻意在警示我们每一个公民反思 自己所 

处的现实世界，审视 自己是否能担当同时作为地球 

公民和城市设计工作者的双重社会责任。 

四、 结语 

根据编者官方网站消息，Tigran Haas教授正在 

筹划编撰第三部著作 {Architecture，Urbanism and 

Beyond：Imagining Cities for the Future》，计 

~2016年依然由Rizzoli出版社发行，三部编著可望 

成为相对完整的三部曲。在第二部 《sUB》一书中， 

编者和很多作者都表示 “人类不能完全解决人类历 

史上的最大危机和威胁”的忧虑与暗示。那么，编 

者在三部曲的终结篇又重新回到建筑，是否编者的 

态度也像库哈斯的～样，认为建筑师和规划师所追 

辚事l寨张 撑青繁 苣I葺一 

求的对城市的全面控制只能是乌托邦主义?当然， 

这只是作者对于编者编撰第三部著作用意的猜测。 

Tigran Haas的三部曲之最终篇，会带来怎样的思想 

撞击，我们将拭 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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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叉口规划 

规划镇区道路相交全部采用平交形式。 

(4)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1)公共停车场 

规划停车场面积1．82公顷，共设置2处停车场。 

公共建筑、文化体育场所、商场等建筑应按标准配 

备停车场或其它停车设施。 

2)加油站 

公共加油站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安全，有充足的 

安全间距。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径为 1 km，规划远 

期加油站为 1个，镇区北侧出入口处设置；同时对 

于现状已有的镇区东南侧的兵团加气站予以保留。 

五、 结语 

经批准的三台镇总体规划，是三台镇城镇发展 

建设的基本蓝图，是指导三台镇城市建设的法定文 

件和进行建设管理的基本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非 

经履行法定程序都无权做原则性的改变。实施总体 

规划是全镇人民的共同责任，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 

宣传规划，使社会各界充分了解规划，增强全乡人 

民的规划意识，以提高遵守、执行总体规划和有关 

法规的 自觉性，支持和参与规划实施的积极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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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挥对规划实施的监督作用，保证总体规划目标 

顺利实现。将三台镇建设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城 

乡一体化的吉木萨尔县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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