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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意义上的可持续交通发展策略着眼于运输系统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 

强调可持续发展能源的重要性及优化策略，但本质仍以交通本身为主体。健康城市 

理念的提岀，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发展角度。基于健康城市理念，伦敦实行 

了交通战略、健康街道策略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研究，对我国现阶段的健康城市发 

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健康城市；可持续交通；高密度城市；步行计划

1背景及意义

1 ■ 1高密度城市区域的健康问题

高密度城市区域是指因商业、贸 

易、金融、交通等城市功能而出现密集 

紧凑状态的城市地区，通常表现出高密 

度的环境特征，即建筑与城市物质环境 

的高密度，并伴随人□高密度。作为生 

活、成长和娱乐空间，高密度城市在公 

共交通承载力不足及高人□密度压力 

下，交通模式发生极大改变，城市物质 

结构也发生剧变，由于对速度、运动和 

效率的过分强调，由交通引发的各种城 

市健康问题不断恶化 道路交通事故 

对生命安全的威胁、空气与噪声等环 

境污染、过长通勤时间造成的家庭问 

题、依赖机动车而缺乏运动带来身体疾 

病⑴、交通拥堵增加的经济成本和精神 

压力、公用设施和空间使用上的竞争冲 

突、因私密性减少及控制感丧失而出现 

的心理焦虑⑺、交通不发达造成的区域 

隔离及社会不公平等。其中许多负面影 

响落在未拥有汽车的社会群体上⑶。如 

何改善和解决高密度城市居民的健康问 

题已成为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

1.2健康城市理念

传统意义上的可持续交通发展策 

略着眼于运输系统对环境和气候的影 

响，强调可持续发展能源的重要性及 

优化策略⑷，但本质仍以交通本身为主 

体。健康城市理念的提出，为可持续城 

市发展提供新的发展角度。世界口生组 

织于4 992年提出：健康城市是由健康的 

人群、环境及社会有机组成、协调发展 

的整体，能改善环境，扩大资源，使城 

市居民互相支持，可发挥最大潜能的城 

市⑸。健康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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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其目标是把健康问题囊括在 

城市政策制定者的议事日程中， 

使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Q生健康 

规划，以提高居民健康。健康城 

市理念的提出，为d持续城市发 

展提供新的发展角度。

1.3可持续交通策略

交通作为实现人与物移动的 

基本工具，与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密切相关⑹。传统意义上的交 

通规划仅以运输为主要对象（包括 

公路、水路、航空等交通工具，或 

用于容纳交通工具的基础设施）。 

其主要探讨从A点到B点的各种线 

性连接方式，目标是提高运输系统 

的机动性及高效性。

20世纪初，人们重新认识健 

康交通方式对城市的价值，思考实 

现有效交通与日常生活的平衡与共 

融。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 

的生与死》中建设性地批判了以机 

动车为本的现代城市规划弊病。 

杨•盖尔的《交往与空间》、芦原 

义信的《街道的美学》等著作也提 

出以街道活力为导向的交通与城市 

规划。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师和决 

策者意识到，从人本角度出发，为 

城市区域步行者提供优先空间，该 

区域往往成为城市中最具活力的吸 

弓I点。

2伦敦健康可持续交通策略 

研究

2.1伦敦市长交通发展战略

伦敦现任市长萨迪克•汗 

（Sadia Khan）于204 6年当选。

按照大伦敦政府法案，市长职责 

包括制定含交通战略在内的8项战 

略，以促逬经济、社会及环境发

二类糖尿病

冠心病

翘部骨折

死亡

展。201 7年伦敦公布新版交通发展战略草案征求意见稿。20彳8年3月，新版城市 

交通发展战略正式出台。新版交通发展战略是世界上首个将“健康街道、健康市 

民”作为核心主题的交通战略。其重视以步行、骑行及公共交通为目标的可持续 

交通系统，并提出长远目标，即在2041年前，伦敦城中出行80%依靠慢行交通 

（步行、骑行）与公共交通实现。到2041年，每个伦敦市民至少有20min/d的健 

康出行⑺。

2.2街道与健康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是当今时代的健康威胁之一。对于大多数伦敦市民而 

言，保持健康最简单的方法即日常步行或骑行。每天2次的快速步行或骑行 

足以达到建议的运动水平。在“健康的伦敦街道 优先发展步行、骑行和公共 

交通，打造健康城市”报告中指出每天步行或骑行对健康的有益影响。报告还指 

出，积极的短途步行或骑行有利于心理健康，能提升自我价值、情绪和心态，减 

轻压力。散步可减少焦虑和抑郁症状⑻（见图1） O

1）从健康角度出发步行是伦敦居民进行体育运动、改善健康状况最便捷 

的方式。如果每位伦敦居民步行20min/a,则能减少16亿英镑NHS （英国公立医 

疗系统）治疗费用；每6起过早死亡中将有1起得以避免；10%的中风和心脏病得 

以避免。

如果所有伦敦市民步行 

或骑自行车每夭20min. 
将能够节省 An林

每天运动的人可以 

「患病几率：NHS治疗费用在25年里, 
会减少以下因素：

酸部骨折

85,000 ▼
痴呆

19,200 ▼
抑郁症

18,800 ▼
心血管病

16.400 ▼
中风

6700 ▼
二类糖尿病

4,800 ▼
结肠癌

1,500 ▼
乳腺癌

1,300 ▼

抑郁症

35% 〜50% ▼ 20% 〜30% ▼

阿尔茨海默

20% ~ 35% ▼ 20% 〜35% ▼

乳腺癌

▼36% ~ 68% ▼ 20%

结肠癌

20% ~ 35% ▼ 30% 〜50% ▼

图1伦敦交通发展战略中指出步疔和骑车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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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环境角度出发步行不产生碳排放，有 

利于伦敦环境健康。如果伦敦每天每个年轻人步 

行1英里往返学校，则每人每年减少57kg的CO?汽 

车排放量。

3） 从社区角度出发更多人选择步行可增加 

人与人的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

4） 从良好增长角度出发步行对于支持伦敦 

人□快速增长极为重要。

5） 从效率角度出发步行是最节省空间的交 

通方式，能更多地利用街道，破解交通拥堵问题。

6） 从经济角度来看步行可为街道带来生机 

与活力，促逬本地经济繁荣。

2.3 健康街道策略

为实现让更多人选择步行、骑车或公共交 

通出行目标，伦敦市长交通战略草案提出“健 

康街道策略” （The Healthy Streets Ap

proach） 。其将市民健康及街道体验作为决策优 

先考虑的对象，首先着眼于创建步行、骑行和公 

共交通所需的城市街道网络，减少汽车依赖（见 

图2）；其次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乘坐体验， 

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围绕城市 

慢行街道规划，释放新的居住和就业场所，让人 

人受益于健康街道（见图3） o

健康街道策略创造性地推出“十项原则”指 

标，用以评估和提升街道的宜人性，以期把街道打 

造成为令人愉悦、安全和具有吸引力的场所（见图 

4,5）。“十项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1）人人都是步行者伦敦街道应欢迎所有人 

步行、逗留，成为活动场所。

2） 乐于选择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 成功的交通系统设计 

能让更多人频繁和主动地选择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3） 清洁的空气改善空气质量，人人受益，减轻健康的不 

对等。

4） 人们感到安全可让生活在该街区中的人们在不同时间 

段都感到安全和舒适，不再担心道路危险。

5） 不过于吵闹减少交通噪声，改善街道氛围。

6） 易于穿行马路提高穿行马路的易达性，鼓励步行出 

行，增强街区间的联系。

7） 有停留和休憩场所停留休憩场所的缺乏会对特定人群 

的行动产生限制。

8） 有遮荫及避雨设施提供遮荫避雨设施，可让所有人在 

不同天气状况下使用街道。

9） 人们感到放松如果街道未被机动车占用，人行与自行 

车道不拥挤、脏乱，将吸引更多的人步行或骑行。

10） 来自视觉和活动的吸引街道行程的趣味性、活动性及 

景观建筑环境的艺术性使人更愿意使用街道。

图2步行、骑车与健康街道菱略

图3位于伦敦肯辛顿宫和海德公园之间的展览路，改造后，去除传统马 
路元素，呈现宽敞、平坦的“灵活街道空间”

易于穿行 

马路

人人都是 

步行者
洁净的 

空气

有遮荫和 

避雨的 

设施

人们感到 

放松

来自视觉 

和活动的 

k吸引

不过于 

吵闹
人们乐
择步行. 

骑行和 

公共交通

有停留和 

休息的 

场所j

图4 健康街道策略的“十项原则

ir«币任宅-16



图5 健康街道

3结语

在伦敦市长交通发展战略的开篇语中，沪迪克•汗坦言：“我的愿景是让伦敦成为更公平、环保、健康和愈发繁荣的 

城市。交通是这一愿景的基石。为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伦敦必须让步行、骑行和绿色公共交通成为最具吸引力且切实可行 

的出行方式。这些积极、高效和可持续的交通方式不仅对伦敦居民的健康和福祉大有裨益，还有助于全面缓解伦敦交通拥 

堵，促进对极具价值街道空间的有效利用。”

人□持续增加、快速城市化逬程、共享经济模式和数字技术的曰趋成熟将对城市产生深远影响，传统的可持续交通 

战略亟需变革以适应未来。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以“人”的健康为着眼点，为可持续交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值得借鉴。C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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