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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步探讨了健康城市的内涵及其衡量指标．同时从建立城市生态住区、城市生态支持系统、 

城市土地利用优先取得制度、城市清洁和安静的交通系统、“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政策、城市环境 

保护战略、城市防灾体系以及公众参与规划机制等八个方面，着重探讨 了以创造面向21世纪的可 

持续发展的宜人住区为目标的健康城市规划对策 ． 

美键词：人类住区； 健康城市； 健康城市规划； 可持续发展 

中圈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1 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面临的严峻挑战：城市病 

城市化是 当今世界潮流．联合国有关资料表明，全球正在迅速城市化 ：1800年全球城市人 

121约 3％，1950年为 29％，1975年为 39％，1995年达 45％：预测到 2000年全球城市人 121将达 

50％，到2025年将进一步上升到 65％以上，使城市最终成为最主要的人类住区．城市化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但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 

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但全球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也使人类及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住区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城市病”(Urban Pathology)． 

a．环境污染．即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都发生过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等严 

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如 1960年洛杉矶由于汽车尾气排放产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以及 1970年 

日本的水俣病等．在我国，流经城市的河流有80％受到污染，全世界 1O个大气污染严重的大 

城市中我国就占了两个． 

b．疾病流行．英国《柳叶刀》主编查理·胡顿指出，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使城市成为致命病毒 

的温床，引起了流感、病毒性肝炎和登革热的大规模流行．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发出警告． 

“人类和传染性疾病病原体仅处于两军对峙的停战状态．只要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崩溃．这个 

平衡随时都会改变”． 

c．交通拥挤．交通设施不足、交通需求供给不平衡、无限制的车辆增长．是导致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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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挤的普遍原因． 

d．社会 问题突出．许多 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大城市 中出现了大量 的失业人口和流浪 

者．他们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而同时却有更多的农村人 口仍在盲目 

地涌向大城市，加剧了大城市的就业矛盾，而且使大城市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e．居住条件差劣．据联合国统计，全球约有 5亿城市人 口的住房条件极差．1亿多城市人 

口无家可归．亚非拉美地区的部分大城市中有 z／2人 口居住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或窝棚． 

f．基础设施薄弱．有关资料表明．1993年中国570个城市中有 300多个城市缺水(严重缺 

水的有 100多个)．日缺水量达 1 600万 t；现状城市建成区的公共下水道普及率仅为 61．5％． 

城市污水处理率仅 17．3％．致使大部分污水未经有效处理即排人 自然水体．严重危及城市饮 

水源和居民健康． 

g．城市灾害频仍．城市地区由于危险要素(如人员、建筑和基础设施)的高度集中．成为最 

易遭受灾害的地区．我国有 200多座城市位处地震烈度 7度 以上地 区，8O％的城 市面临洪水、 

内涝、滑坡及泥石流灾害威胁．同时．世界上有多数城市政府无力控制外来人口的增长以及无 

力提供基本的服务．使城市地区的减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 

2 缓解城市病的良方：健康城市 

面对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给人类住区带来的上述挑战，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生态城 

市”(Ecological City)概念之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又于 1986年提出了全新的“健康 

城市”概念(Healthy City)．由于健康城市重点关注人、人的健康以及健康的生活．特别是关注 

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消除或减少城市病．使城市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机会，使城 

市成为能够不断创造和改善物质与社会环境、不断扩充新的公共资源、并帮助人类在健康生括 

的各个方面都得到有力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因此，在 WHO的积极倡导下，十几年 

来健康城市运动在全球蓬勃开展．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迅速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目前，全球约近 

千座城市正在积极开展健康城市活动．约有 85个城市参加了咖 “健康城市项目”括动(我 

国的海口市于 1995年成为 WHO在中国选定的第一个“健康城市试点市”)，每一个参加括动 

的城市都根据“健康促进”(Healthy Promotion)的要求，制定 了详细的规划，其中较为成功的是 

英国牛津市的“健康促进规划” 

根据全球健康城市创建的经验，WHO认为健康城市应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的生态环 

境．洁净、安全和高质量的物质环境(包括住房)，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包括公共意识和社 

会保障)．充足优质的医疗 、预防和康复服务．理想的卫生政策和部门协调．对于地方财力和社 

区参与的动员——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应该健康．以及适宜的 、有效的公众健康 

法规和管理体系． 

健康城市应该包括：人口指标；自然环境质量，包括环境污染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住房条 

件；经济发展状况(含失业率)；社会环境质量，包括社会心理紧张水平和社会支持服务质量；人 

身安全；环境美化程度和生括质量；适当的教育；社会服务水平和公众参与程度；多部门合作和 

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视程度；健康促进指标．如参加锻炼情况、饮食习惯、饮酒和吸烟情况；保健 

服务质量；传统的健康指标．包括死亡率和发病率；市民平等享受健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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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健康城市概念已由传统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单一内涵，扩展到环境、社会与人 

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它把健康的环境作为支撑系统，把健康的社会作为保障环节，把健康 

的人群作为终极 目标，其意义不仅超越 我 国的“卫生城市”与“环保模范城市”，而且也超越了 

欧美的“田园城市”(Gardon City)与“生态城市”，是继 “田园城市”与“生态城市”之后、面向 21 

世纪的全新的城市规划思想和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对于现代城市规划设计有着明显的导 向 

作用 因此，研究健康城市概念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运用或开展健康城市规划(H~thy Urban 

Planning)将是 21世纪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课题． 

3 健康城市规划：创造可持续的宜人住区 

健康城市规划必须以系统化原则统筹环境、社会与人这三大要素，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环 

境承载力、历史沿革影响、居民人文背景以及区域地理特点和城市形象定位。从城市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人口、生态、环境、卫生、土地、空间、住房、技术及信息诸角度出发，进行综合整 

体的规划，以真正创造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的宜人住区．但鉴于城市规划专业人员的精 

力和知识面之局限性，本文仍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角度，选择主要的规划对策分述如下． 

a．建立簇状、多用途、宜于步行的生态住区 这种住区一般由一系列 15～2O万人口规模 

的组团组成，各组团间以大片的河流或绿带相分隔并以现代化的快速干道或大容量的交通走 

廊相联系；各组团既有适当规模、使生产生活相对平衡，又能极其便利地接近自然开敞空间，使 

居民生活在安全愉悦、宜于步行的住区环境之中． 

荣获联合国人居中心“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行动奖”的中国珠海市，即为类似的簇 

状生态住区．珠海的城市形态不是惯常的团块状，而是根据 自然山水分割的特点分为8簇，形 

成“长藤结瓜”式的城市结构．各簇形成相对独立的组团，中部以香洲、吉大、拱北及前山为主 

体，两翼分别为南屏、湾仔和东北面的唐家、金鼎；各簇之间均以山体、水域或绿带相分隔，且以 

区间道路有机联系；各簇的生产、生括设施相应配套，并各自形成中心．这种簇状结构和城市空 

间显得宽松开敞，避免 了团块状城市所固有的拥挤密集，使城市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b．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态支持系统．传统的城市建设是人与自然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生存 

竞争，它使城市成为大自然的异物，也使人类遭受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报复．因此，面向21世 

纪的住区建设既要考虑人的活动与行为，更要考虑自然演替过程，要保护与恢复城市生物多样 

性(Urban l~odiversity)与自然美，使人类住区与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的生态平衡．为此，必须 

建立由城市中非建设性的自然开敞空间为主构成的、协调城市建设与自然关系、促进城市与自 

然共生且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持的调控系统．这一系统须由大区域环境出发进行建构，并由主廊 

道、次廓道和嵌块三部分组成【11)】．其中，主廊道须由连续的山体、水系、林带、生态区、野生动物 

走廊或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等组成；次廊道主要是公路铁路绿化、防护绿带及林荫大道；嵌块 

则由公园、小游园、广场绿地、水池、花圃及庭园构成．主廊遭以原生环境为主，欢廊道和嵌块则 

是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结合，三部分以点、线、面相结合，构成城市生态支持系统的骨架，达 

到保护自然演进过程及城市生态线，发挥生态调控效应，创造良好的住区环境等多重目的． 

c．建立城市土地利用优先取得制度．土地是人类进行食物性生产的资源，也是人类居住 

的基地．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政策，引导与推进城市合理的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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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式演进 ．建立土地优先取得制度，一要优先提供社会基础设施用地(如住房、公园、给排水、 

电力电信、固体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和居民休闲娱乐设施用地 特别是要运用优先取得制 

度促进住区医疗、卫生、保健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大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二要优先考虑那些实行 

废水回收以及材料重获与循环利用的工业企业发展用地，鼓励企业采用低耗化、清洁化 、非污 

染技术和无毒性生物可降解材料，I 减少有毒废物 的处理与填埋．此外，亦可以通过土地限制 

取得制度促进有污染企业集中布局，便于治理． 

d．建立清洁和安静的交通系统．这种交通系统的优点是可以降低废气、噪音污染，减少因 

长距离通勤和交通阻塞而耗费的时间，节省交通费用且更加安全可靠．其一，采用优先布置步 

行道和自行车道，取消部分机动车道及其出人口的政策，在住区建立无交通区．其二，在市中心 

或轻轨交通线附近建立“城市村” 这是一种新的住 区形式，它不同于低密度、土地利用不经济 

且以汽车交通为主的传统住区，它将就业、购物、社交、通勤及居住等功能集中在一些节点．使 

居民的大部分活动保持在步行距离之内，以减少对机动交通的需求，从而也减少机动车的废气 

和噪音污染 ．其三，根据交通需求把不同的用地功能集中布置在城 市的不 同地 区，如把政府办 

公楼、博物馆、影剧院安排在市中心的公交节点附近，以充分发挥现代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 

共交通功能，提高运量且减少能耗和污染，而使其它功能的建筑与市中心保持一定距离，并以 

其它的交通模式提供交通服务．此外，还有发展公共交通、强化交通需求管理(TDM)和交通系 

统管理(TSM)、研制汽车电力驱动和尾气净化技术等等，都是建立清洁和安静的交通系统的 

有效途径． 

e．建立“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政策．住房是人类住区的核心内容，为所有人提供适当的 

住房 是健康城市规划的目标之一．因此健康城市规划应着重研究人口密度、人均居住用地、人 

均住宅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人均公共服务设施面积、人均水电热气供应量等 
一 系列指标，制订可持续发展的居住标准，解决不同收^家庭的住房问题，改进住区规划和住 

宅设计方法，使其不但满足当前的居住生活需求、而且也适应 21世纪的发展需要． 

f．建立城市环境保护战略．自然环境是人类住区的支撑系统，也是健康城市规划的关键． 

今后的城市建设 一要尽量少破坏 自然的地形地貌，而尽量多地保 留现有的山体水系，并努力 

恢复城市整体环境的健康性；二要完善规划项目的环境承受能力检验程序，减少有毒气体和污 

水对环境的污染；三要投^更多的资金，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植树造林、绿化城市，让城市充满 

绿．成为“柔性城市”(Soft City)．此外，还要完善住区的排水系统，加强污水处理和水质管理设 

施以及环卫设施建设，通过生活垃圾袋装化管理和无害化处理，推行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 

化，提高垃圾的综合利用率，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g．建立城市防灾系统 灾害是健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破坏因素．联合国国际减灾十 

年秘书处把“灾害与城市化”(Disaste~and Urbanization)作为 1996年“国际减灾日”主题，并使 

其与同年6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人类居住大会相配合．因此，健康城市 

规划应加强灾害评价与管理，运用3s技术汇集灾害数据，建立灾害监测系统；加强城市防灾减 

灾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整体安全性 ． 

h．建立公众参与规划机制．健康城市规划应走“倡导性规划”之路．提倡、鼓励、支持与发 

动全体公众参与规划的全过程，帮助公众掌握健康城市规划的相关信息、知识与技术．并在规 

划中充分反映社·隋民意．为此．成立一个健康城市规划倡导机构．其成员应主要来自公众(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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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员)，使之成为一个充分民主并接受公众监督的非集权组织．同时还 

要出台公众参与规划的条例，使公众参与逐步制度化与法制化． 

4 并非结语 ：健康城市呼唤新城市规划师 

到今天为止，城市的产生已有数千年历史，城市发展的导向也经历了多次嬗变．产业革命 

以前的城市主要以战争防御为主；产业革命后，城市的规划建设导向才由战争防御逐步向生 

产、流通、居住转变．而真正在城市规划中考虑到危害卫生与健康的因素、系统地运用健康学原 

理指导城市规划建设，是 20世纪初才全面开始的．到 20世纪 80年代，为进一步解决工业化与 

城市化给人类住区带来的问题，继生态城市概念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又提出了健康城市概 

念，并通过WHO在全球开展健康城市创建插动．要创建健康城市这一理想住区，必然要有健 

康城市规划，也必然要有赖于具有健康城市价值观念的“新城市规划师”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跨 

世纪的青年城市规划师，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召唤，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尽快改变传统 

的思维导向，努力成为促进中国健康城市发展的新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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