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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摊 

大饼”式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很多城市问题， 

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如何在保障人口稳定增长 

的情况下，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城市 

功能、有效提升城市环境，显得十分重要。 “紧 

凑城市”最早由Dantzig和satty提出⋯，其目 

的就是解决当时西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城市无 

序扩张问题。该理念主要强调城市发展的高密 

度、多用途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 0。然而， 

紧凑并不是拥挤，不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活质量 

为代价的城市空间的压缩 ，而是在 自然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前提下，有节、有度地合理利 用土 

地资源，实现功能的复合混用和各项活动密集 

化的城市集约空间效应 。 

随着中部崛起和环鄱 阳湖城市群战略的实 

施 ，江西省省会南 昌市作 为区域发展核心，发 

展势头 良好 ，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曾于 2006年 

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世界十大 “动感都会” 

之～。然而，南昌市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审慎对 

待城市扩张。2009年，南昌市通过了对地处城 

市中心边缘 的赣江江心洲——扬子洲为期 10年 

的严格控制开发建设的决议。该决议经反复论 

证，认为在当时规划建设用地充足的情况下， 

应当从战略角度控制用地储备，从而将58平方 

公里的区位优良的扬子洲片区 “冰冻”十年。 

此举正是避免盲 目扩张，提倡城市 紧凑发展 的 

良益之策。 

1研究背景 

1．1社区紧凑更新 

我 国学者李琳认 为， “紧凑”并不是一种 

具体的特定的城市形态，而是一种城市发展策 

略。韩笋生认为，紧凑城市应理解为一种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在形态、空间，包括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城市建设手段。强调在城市活 

动强度城市容量 方面 的集约和集聚，实现城 市 

运行的可持续 。可见， “紧凑”是一种导向， 

这种导向可以贯穿在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 ，即 

从宏观的城市 总体规划到微观 的地段级修建性 

详细规划设计： “紧凑”是一种评价手段，可 

以服务干 “规划一实施一评价一反馈”这一城 

市规划的全过程。社 区作为城市最基本的构成 

单元，其土地使用的效率、生活组织的集约化 

程度以及生活环境的品质均直接影响到整个城 

市生命体的健康与否。南昌市的旧城中心区及 

城市边缘 区由于历史原因 “紧凑度”普遍不高， 

对于这些旧城 、旧村的再开发， “紧凑更新” 

是非常重要的规划理念和技术导引。 

社区紧凑更新的重点在于土地的高效利用、 

功能的适度 复合、交通 的合理组织、社区活动 

的积极支持以及环境品质的有效提升。当然， 

研究表明站在 “经济～社会一环境”多目标的 

角度来看待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系的话， 

我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不存在简单的线性 

关系，二者非同步演进。当城市紧凑度下降时， 

城市效率下降较明显，而紧凑度的提升不一定 

有效提升城市效率 。这就要求我们在考虑社 

区紧凑更新时，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 

多方面因素，不能一味追求紧凑而导致居民生 

活空间环境品质和社会活动质量的下降。 

1．2万溪村社区更新项 目概况 

万溪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现有 

农业户口村民3800余人，共需更新安置住宅面 

积约45万余平方米，配套设施用房约 15．2平 

方米。2015年，该旧村一期已完成更新安置住 

宅面积 23万余平方米 ，配套设施用约 8 2万平 

方米。本期为2016年开始的二期更新安置项目， 

用地位置与一期项 目相毗邻并位于一期项 目用 

地 的东北侧。具体位置为广州路 以南、新溪桥 

路 以北、高新大道 以西，整个用地由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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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三个相邻的地块，分别为CN404一B03、 

CN404一DO1、CN404一DO3地块，项 目占地面 

积约 210 2亩。 

项 目所在的青云谱区位于南昌市东南部， 

具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脉，自古 

就有 “城南胜地、人世蓬岛”之美誉。历代文 

人墨客多栖息于此，其中以明末清初大画家八 

大山人 【朱耷 )最为著名，如今梅湖景区的八 

大山人纪念馆 已经成为南昌市一张充满魅力的 

城市名片。不仅如此，青云谱区非常适合居住 

和生活 ，在～项 关于南 昌市宜居满意度调查的 

研究 中，青云谱区在 周边环境、物业 管理、邻 

里关系、绿地、休 闲、公共设施、交通通畅度、 

中心便利度、生活出行便利度、治安等方面于 

南昌老城区中名列前茅 0。因此，进一步提升 

青云谱区的城市空间品质，保护原有的生态和 

文化资源， “紧凑更新”显得尤为重要。 

万溪村社区更新项目是根据南昌市推进旧 

城改造工作的指示精神确定的旧改重点项 目之 

一

。 为保证青云谱 区拆迁项 目顺利推 进，确保 

拆迁户能够早 日住进干净舒适、配套设施齐全 

的安置小区，南昌市推进旧城改造工作指挥部 

办公室会议研 究决定建设青云谱区十字街二划 

(万溪村社区更新 )项目，该项目建成后主要 

用于全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安置房，并且确定由 

南 昌昌南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有 限公司作为 “青 

云谱区十字街二期(万溪村旧改安置小区)项目” 

建设业主。 

：：： ；： 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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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位分析 (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2分析定位 

2．1基地现状分析 

项目用地共分为三块 (分别为CN404一B03、 

CN404一DO1、CN404一DO3 )，整体 用 地 位 于 

广州路 以南，高新 大道以西。两条 30米宽 的 

城 市规划路 “十字交叉”将整个项 目地块定位 

于此。这两条规划路分别是南北走向的佛塔路 

和东西 走向 的金鹰 路。CN404一B03地 块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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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 交叉” 的东北 面，CN404一DO1地块位 

于 “十宇交 叉”的东南面。位于佛塔路东面， 

并且与之平行 的为南北走 向的 1 5米规 划路。 

CN404一DO3地块就位于这条规划路与金鹰路 

交叉口的东南面。CN404一B03地块呈矩形，面 

积 为 57864 7m ，用地性质为商业、商 务、居 

住用地。根据上位规划及控规资料，广州路 以 

南、CN404一B03地块 以北为一条商务办公带， 

因此 ，CN404一B03地块的功能布局应当尽可能 

与该商务办公带进行衔接和呼应。CN404一DO1 

地块 呈扁矩 形，面积为 39802 3m ，用地性质 

为居住用地。CN404一DO1地块西侧为城市公园 

用地 ，该公园位于整个十字街安置片区的中心， 

作为整个 安置区的公共绿地中心，该地块 对提 

升整个安 置区的人居环境品质 是十分有利的。 

因此，本次规划应当最大限度地将该城市公园 

景观渗透到居住组团当中去，使之用之于民， 

享之与民。CN404一D03地块呈长条形，用地面积 

37438．9m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用地东侧毗 

邻昌东工业区佛塔村幸福家园。 

整个用地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 ： (1)地块 

划分较为紧凑，地势相对平坦，有利于社区的 

紧凑更新和规划建设。 (2)生活氛围浓厚，非 

常有利于新社区的发育和城市更新的健康生长。 

用地 周边 以大片的居住组团为主，具有 良好的 

生活基础。尤其是用地南侧为青云谱区十字街 

一 期安置项目——万象华城一期，该项目规模 

45万 m ，2300多户，并且拥有6万m 的商 

2．2规划指标解读 

从项目用地性质来看，该社区更新项目在 

居住用地的基础上，混入 了商业、商务用地 ， 

应当充分考虑多功能的有机复合，形成功能空 

间良性互动，紧凑发展。项 目用地容积率分别 

为 CN404一B03地块 ≤2 8，CN404一DO1／DO3 

地块≤2 2，从规划容积率来看，本项目应当以 

布局紧凑的高层建筑为主，尤其是住宅的户型 

设计一方面 要充分考虑南昌市夏热冬冷的气候 

特点，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集约化设计以便提 

高得房率。项目建筑密度为CN404一B03地块 

≤ 35％，CN404一DO1／DO3地块≤ 25％：绿地 

率 为 CN404一B03地 块 ≥ 25％，CN404一DO1／ 

DO3地块 ≥25％。从建筑密度和绿地率指标 

来看 ，规划要求新社区应当具备良好 的绿化环 

境和生活品质。因此，相对于旧村用地的低层 

高密度来说，新社区应满足高层低密度的布局 

方式 ，使社 区向高空紧凑发展。规划条件还对 

社 区服务 配套用 房进 行 了详 细的规 定，其 中 

CN404一DO1地 块 内需 配 套 1 2班 幼儿 园，用 

地面积不少于 4320m 。另外还 需建设 1470m 

的社区用房，包括居委会200m 、社区服务 

站 300m 、社区文化活动站 450m 、警务室 

20m 、社区医疗服务站 100m 、社区养老服务 

用房 400m ，配建垃圾转运站一处，建筑面积 

不少于300 m ，这些服务用房与社区紧密结合 

可以减少居民的长距离出行，减小城市交通压 

力 

图2 用地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业配套，为本期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动力。(3] 

项目用地阁边景观资源丰富，有利于环境友好 

型社区的发展建设。其中 ，用地西侧规划中的 

占地2公顷的城市公园，将成为本项目最重要 

的景观资源。(4)项 目周边是成熟的城市建成区， 

人气旺、配套健全、交通便捷，具有良好的发 

展潜力。 随着整个更新项 目的推 进，该片区势 

将成 为南昌老城又一个旧貌换新颜的典范。 

2．3规划理念 

项 目所处地块位于南 昌市青云谱区的发展 

区域，享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社区配套、 

优质 的教育资源，为旧城更新奠定 了良好的基 

础。并且在更新的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项目 

所处的区位资源，协调与周边城市与建筑 的相 

互关系，为老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因此， 

规划提出了以紧凑更新为导向的 “高起点 ·高 



品质 ·高效能”的设计概念。 

高起点 项目承接从老街坊到新住区、过 

去到未来、资源与共享的城市使命。因此，高 

起点地进行项目建设，避免土地的浪费和重复 

建设是城市紧凑更新的首要条件。规划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提升老城区空间品质， 

该项目的建成应当对老城区的交通和城市功能 

起到良好的促进和提升。 (2)充分体现触媒作 

用。该项 目的建设可以带动南 昌广州路片区的 

快速发展，老城区原先交通拥堵、用地效率不高、 

城市面貌相对混乱的现象将得到大力的改善。 

新的住区将更加注重城市形象与内涵的双重提 

升，经济与民生的全面协调以及人居和环境的 

和谐共生。 (3)积极完善城市肌理的生长。该 

项 目的投入和生长可以促进青云谱区与南 昌城 

市核心区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 

方面全面对接，促进城市肌理的健康发育和日 

渐成熟。 

高品质 项目正处于城市更新的动态发展 

的过程当中，因此应当充分考虑到城市未来的 

空间品质 ，为未来城市的生长和发展留有足够 

的空间和余地。本次规划在建筑功能格局、城 

市 景观通廊 的延伸、城市道路交通的组织、城 

市公共资源的均好性等方面作了较为充分的研 

究，旨在保证城市未来健康发展的前提下解决 

自身问题。项目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与周 

边地块的关系，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积 

极协调与周边地块的关系，保障周边地块良好 

的人居环境品质。项 目还充分考虑到用地商业 

价值的挖掘与提升 ，旨在为社区居 民以及周边 

城市人群提供 高质量、有品位的公共服务 ，包 

括商业、办公 、社区配套等。同时 ，如何将用 

地与北侧广州路沿线的商务办公区融合在一起， 

实现用低价值的最大化和品质化是十分重要的。 

高效能：在土地资源愈发紧张的今日，土 

地使用的高效性显得尤其重要 。适度的混合 

用地功能，步行化社区交通，便捷化社区配套 

可以更好地提高用地及交通效率。因此，项 目 

在规划设计当中，应充分考虑社区配套、商业、 

教育资源与居住功能的 良好结合和渗透 完善 

交通组织、避免交通瓶颈 、安全引导社区人流， 

塑造一个生机勃勃、充满生命力的优质社区。 

高效能的公共配套设施是本项 目的特色之一。 

规划依据万溪村村委会的意见以及特色空间塑 

造手法，在佛塔路沿线重点布局一条公共设施 

配套产业 带。该产业带北起广州路商务办公区 

南至万象城一期，既很好地利用了沿街 商业价 

值，又形成了与居住组团相对独立、相辅相成 

的空间格局 。这条产业带同时还将社区活动用 

房、幼儿园等生活配套用房串联在一起，形成 

一 条高效的城市活力纽带，有力地带动了紧凑 

社 区的形成和发育。商务办公、沿街 商业、社 

图3 总平面图(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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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活动、幼儿园、党员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便民服务等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催化新社区 

成熟发展的活力要素。 

3规划结构与空间格局 

3．1规划结构 

紧凑社 区需要紧凑的空间结构和格局。规 

划设计将三个独立的地块有机的组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紧凑的整体。规划突出 “一轴，一带， 

三组”的空间结构 ： 

一 轴 ：即贯穿整个项 目用地的 “S”形景观 

轴线。该轴线北起CN404一B03地块主入口， 

经过 CN404一D01地块，南至CN404一D03地块。 

整个轴线流畅舒展 ，将三个地块紧密的组织在 

一 起，同时形成了很好的视觉通廊和通风走廊， 

为每一栋住宅引入了丰富的景观、新鲜的空气、 

充足的阳光和舒适的环境。该景观轴虚实结合， 

既将绿化和水景自然的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 

整个住区内的观景步道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整 

个轴线稳定有力、收放 自如、富有张力和凝聚力。 

一 带 即沿佛塔路南北走向的公共配套设 

施带。这条轴带是集办公、沿街商业、社区配套、 

幼儿园于一体的复合轴带。该轴带最大程度地 

利用了佛塔路沿街商业价值，同时将住区与繁 

忙的城市交通隔绝开来，与住区动静分离、相 

得益彰。该轴带的最北端为独栋的办公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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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夜景 鸟瞰图 (图片来源 作老 自终 

图7 整体街廓效果图 (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该综合体与北面的金融办公 紧密结合，充分延 

续了广州路的商业价值。同时，高耸的双子塔 

楼与开放的商业广场共同形成了地标性的城市 

节点。其余商业建筑均为独栋并沿佛塔路依次 

向南延展开来。社 区活动用房也顺势沿佛塔路 

展开，既有利于对外开放，同时也方便三个地 

块的内部使用和资源共享。该轴带最南端为占 

地 4320m 的 12班幼儿园，幼儿园出入口开向 

南面的 1 5米城市支路 ，避免了对城市主要道路 

的交通干扰。幼儿园相对居中的位置 既兼顾 了 

三个地块居民的方便使用，又能够直接对外开 

放。幼儿园场地阳光充足，并且西临市民公园， 

环境优 良，舒适宜人。 

三组 ：项 目用地 自然划分为三个 大组 团， 

分别是 CN404一B03组团，CN404一DO1组团和 

CN404一DO3组团。三个组团既相互独立，又相 

互联系。 “S”形的景观轴线将三个组团有机、 

紧密地联 系在 一起。各组团内的建筑均 以高层 

住宅为主，整体空间布局按照南低北高、西低 

东高的原则进行设计。这一方面保证了充足的 

楼栋间距以满足住宅良好的日照通风，另一方 

面也将小区内的中心景观最大限度地渗透到每 

个楼栋，形成景观的均好性。这样的布局方式 

在满足紧凑布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了 

充足的景观空间。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 ，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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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广州路、高新大道、佛塔路、金鹰路等城市 

主次干道上的建筑空间丰富灵动、充满韵律感。 

各组团内部 分别设置了各 自的中心花园 ，三个 

中心花园紧密围绕景观主轴，遥相呼应、相映 

成趣。 

3．2功能布局 

规划十分注重功 能的有机复合。紧凑 的功 

能发展模式有利于环保与节 能，减短人们 的出 

勤距 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强调住 区人居 

环境的特色，构建和谐社区⋯。 

3 2 1公共配套设施布局 

方案在充分采纳万溪村村委会意见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用地的经济性与科学性，积极延 

续广州路商务办公区的商业价值，沿佛塔路自 

北向南布置带状的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 

施地 上建筑 面积 共约 7 2万平方米，包括高层 

写字楼、大型商业、沿街商业等。规划充 分考 

虑项目分期建设的可操作性以及经济效益，以 

灵活丰富的建筑界面和大小结合的建筑体量， 

构成有序而富有变化的城市服务空间。同时， 

产业街区以人性化的尺度、浓郁的产业氛围、 

经典的建筑风格为特色，兼顾各种商业空间需 

求，形态丰富、高低错落。从用地商业价值来讲， 

佛塔路北端承接广州路商务办公区，商务价值 

最高，适合布局体量集中的综合性产业建筑． 

其余配套功能以沿街独立小型商业的形式布置， 

层数 2层为主，依次 向南展开。整个公共服务 

轴带一方面科学的体现 了用地的商业价值 ，另 

一 方面也将喧闹的商业空间与静谧 的住宅空间 

进行了分隔，起到了良好的空间过渡作用。 

3 2．2住宅规划 

紧凑型住宅套内空间组合一方面注重各功 

能空间组织排布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 需根据具 

体的居住者类型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本项目 

住宅共 2280余套 ，方案采用向空中发展的紧凑 

布局策略，因此住宅建筑设计为 18层 一28层 

之间的一、二类高层建筑。住宅套型种类包括 

面向不同居住需求的一室一厅一卫约 60m (占 

15％ )：二室 二厅一卫约 95m (占 25％ )， 

三室二厅二卫约 126m (占 5O％ )：四室二厅 

二卫约 156m (占 10％ )。套型布局南北通透、 

功能明确、空间紧凑、尺度宜人。每栋住宅均 

环绕中心景观布局，既满足了居住建筑采光通 

风的要求 ，又实现 了景观资源的最大化。 

3 2．3幼儿园规划 

方案在CN404一DO1地块内规划了幼儿园 

一 处，幼儿园占地 4320m ，共 12个班。幼儿 

园位于 CN404一DO1地块的西南角 ，此处选址 

既可以对小区内部开放也可 以对外直接开放。 



小 区居 民步行就可以到达幼儿园，既安全又便 

捷。幼儿园主入口设置在南面 1 5米的城市支路 

上，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城市主要道路的交通 

干扰。幼儿园活动单元全部朝南 ，阳光充足无 

遗挡。南侧的室外活动场地规划了3O米跑道、 

沙坑、儿童游 乐设施、班级集中活动 场地等幼 

儿园康体设施，满足了幼儿的教学需求和健康 

成长。 

3 2．4社区活动用房规划 

对居民各项活动的支持是紧凑社区必备 

的 条件之 一。项 目社 区活动用 房主要设 置在 

CN404一D01地块内，包括村民活动中心、社区 

文化活动站、党员活动室、社区养老服务用房、 

社区服务站、居委会、社 区医疗服务站、警务 

室等。这些便民设施保障了居民安全、和谐、 

亲切的社会交往和良好邻里关系的形成。规划 

还按照青云谱区旧改办 《安置房规划设计征求 

意见 》的要求设计 了城市 管理服务站 (包括垃 

圾转运站和公厕等 )，设置在 CN404一D03地 

块最南端，临城市道路，既方便垃圾的清运又 

避免了对住 区的干扰。整个社区活动用房 以资 

源共享、便 民利民为原则进行设计。既考虑到 

三个地块各自的需求，同时也考虑到管理的统 

一 性和一致性。社区活动用房全部沿街设置， 

内外兼顾、方便灵活、便于管理。 

3．3规划分析 

3．3．1交通组织 

规划提倡人行优先、公交优先、人车分流 

的紧凑交通组织。鼓励地块内部人行化的交通 

组织 方式。通过对用地现状和周边城市交通的 

分析，三个地块的主要出入口均设置在 1 5米的 

城市支路上。3O米宽的金鹰路交通繁忙，道路 

交叉较多，因此其沿线只考虑人行出入口。各 

个地块 内部分别由一条 6米的环形消防车道作 

为主要路径，并且车道两侧均考虑1 5米的人 

行道。整个环形车道集消防通道、交通联系、 

景观步道于一体，并充分与各楼栋相互贯通和 

衔接，形成了高效简洁的交通骨架结构。社区 

内宅前小路1．8～2．5米宽，蜿蜒的小路将各个 

休闲花园、健身场所和中心景观紧密的联系在 

一 起，充满视觉变化和趣味性。 

三个地块分别结合高层住宅和中心景观设 

计了地下停车库，面积共约 84000m ，可停车 

2300多辆。每个车库出入口均为 7米宽双向出 

入，且均直接与城市道路衔接，使车流直接引 

入地下车库。另外，CN404一B03地块在综合办 

公大楼附近单独设计了针对公共配套服务区的 

车库出入口。立体化的交通停车组织最大限度 

保障了紧凑格局下社区的环境品质和安全性。 

3 3 2绿化景观系统 

紧凑社区绝不是以牺牲环境代价而换来的， 

因此在更新过程 中营造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此次 

规划方案优劣的关键。万溪村社区更新规划突 

的设计理念。项 目最大 限度地降低建筑 密度 ， 

提高绿地率，在塑造社区内部景观的同时，充 

分利用周边景观资源，将城市开放空间与社区 

开放空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用地西临2公 

顷的市民公园，高层住宅利用宽大的楼栋间距 ， 

可以使市民公园的景观很好地渗透进地块内部。 

贯穿整个项 目的 “S”形景观主轴以及三个组团 

中心景观区，共同构成了景观系统的核心骨架。 
“

一 轴三心”的内部景观格局结合外围的城 市 

景观资源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步换景移的优 

质人居环境。 

3．3．3建筑形体设计 

作为 旧城更新项 目，旧貌换新颜 的同时应 

当尊重周边建筑形体组合和造型，使之融八周 

边城市空间。万溪村社区更新的建筑风格充分 

考虑与用地相邻 的一期项 目建筑风格 ，以一期 

项目建筑风格为蓝本，进一步采用优化的装饰 

风格，既现代简洁又不失细节与精致，可谓 “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整个建筑风格主要有以下 

几点考虑 (1]与万象一期建筑风格相协调 ， 

统一中不 乏自身特色。住 宅墙面色彩以淡米 色 

为主，穿插以深咖啡色墙 面，突 出经典大气、 

干净挺拔的形象。 (2)简约的装饰风格丰富而 

不乏质朴 ，庄重而不乏生活气息。简单硬朗的 

线条，省略繁复的雕琢和装饰，该风格给人略 

带时尚气息的同时，不乏浓浓的生活情调。尤 

其是在线脚的处理上，本方案在最合理的建筑 

造价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万象一期略微复杂的 

横 向线脚 ，从而突出纵 向线脚，使得建筑更具 

典雅、挺拔的效果。色调在延续 万象一期的基 

础上 ，更加注重冷暖搭 配、深浅结合 ，典雅的 

色调与优美的绿化结合在一起，充分绽放出了 

温馨、时尚的生活气息。 (3)公共配套建筑风 

格与住宅在协调 的基础上加入对 比，尤其是作 

为地标的综合办公大楼体型简洁、线条挺拔， 

在实体中加八比例 适当的玻璃幕墙，透露出庄 

重自信、典雅高贵的建筑格调与气质，使得整 

个街区散发出充满活力、富有内涵的空间效果。 

整体沿街建筑高低错落、虚实结合、色彩穿插 ， 

形成了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的生动城市街景。 

出 “大景观、大格局、一轴三心、相互渗透” 图8综合办公大楼效果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R6c城市营造 I rl ， f帅 

结语 

以紧凑发展 为导 向的社区可以作为城市精 

明增长的基本单元，但紧凑不是目的，只是一 

种策略。我们在规划当中更应当注重的是社区 

经济性、复合性和高效性的发展内涵。尤其是 

在旧城更新的过程当中，社区发展既不能盲目 

的贪大求新，也不能无限增加建筑密度，降低 

居 民的生活品质。 总之，在 紧凑发展与环境 友 

好之间应当寻求适当的切合点。 

注释：感谢项 目组成员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第一设计所 

的张朋飞、蒙强、吴满英的付出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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