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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与城市密度的发展关系研究 

颜 艳 

摘 要：对武汉和郑州两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密度的变化进行 了研究，阐述 了城市生活和城市密度相辅相成的观 

点，通过城市密度对城市生活影响的利弊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思考，以期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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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城市的发展和所带来的问题 

对于一个城市的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这个城市的发展。当 

今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已经很好的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和工业化高速的发展。近些年来 ，城市化发展也带来了 
一 些问题。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今天，我们无法忽视大 

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有限的城市居住容量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社 

会问题。 

而在建筑领域 ，对于城市的思考更多的注重在考虑“人”作为 

主体的感受和影响。而在今天的设计领域，无论是城市这样 的 

“大空间”或是住所这样的“小空间”都已经与“密度”这个概念紧 

密相连 ，城市空间密度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城市的空间尺度和住宅的密集化设计更是值得每个建筑师去探 

寻和思考。 

2 城市生活与城市空间密度 

城市是赋予市民生存的空间权利的一种场所，它提供给公众 
一 个“文明生活方式”的空间环境⋯。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密度 

之间必然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人们的行为活动和行为意向 

直接影响城市密度的变化，而城市密度的变化所带来的优势和问 

题又会最终反馈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2．1 城市生活对于城市空间密度的影响 

游观光的线路为主。东湖比西湖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其渔业、 

农业、植物更胜西湖一筹，它应该走一条平民化的线路——都市 

休闲体验旅游。随着现代都市人返璞归真的意愿加强，都市农业 

休闲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东湖丰富的资源为都市农业休 闲 

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柱。 

5 结语 

城中湖是城市最珍贵的财富，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必须得 

到保护，然后才能加以利用 ，促进城市的发展。东湖不能永远处 

在武汉城市高楼大厦的背后 ，它应该成为城市一个最具有活力的 

因子，并渗入到城市之中。东湖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巨大的发展 

潜力。我们需要发掘这些潜力 ，从而促进武汉城市的发展。 

城市密度的增大实质上就是取决于人的行为活动的密集，而城 

市生活对于城市空间密度的影响更是贯穿一个城市发展的始终。 

城市本身的形成就是人们有意识的聚集的结果。人 的基本 

行为无非于吃、穿、住、行等等，而一个城市或者城市中一个区域 

的形成和密集的开始往往就取决于此。河南省郑州市是一个火 

车拉来的城市，城市最初建设就取决于“行”，由于“铁路枢纽”这 

样特殊的地位 ，城市最初的建设集中于火车站附近，方便人们出 

行的同时又激发了商业的发展，城市也逐步发展起来。而武汉则 

是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是唯一一个以江来划分三个主要区域的 

城市，武汉的道路和房屋布局往往依山就水 ，江边的位置往往会 

成为一个城市空间的起点，例如有名 的汉正街区域，最初的发展 

也是取决于“行”。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密度逐渐增大，随着人们对 

于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步增高，城市密度随着商业、文化等因素所 

造成的人口聚集而逐步增大，城市也随之发展。而影响人 口聚 

集、中心形成的因素又跟一个城市的地域、气候、政治、文化等相关 

联，这些条件主导着人们生活的行为导向，而一个城市密度发展的 

过程及本因则要从它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人文环境着手来研究。 

首先，武汉和郑州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基础。武 

汉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了一部分的建设 ，城市也有一定的规 

划 ，并且不缺乏一些 自发性的建设，由于城市很大，临江又多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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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主要商业中心都由最初城市空间的起点发展而来，由于最初 

城市缺乏规划，人们 自觉性的在邻近商业的地方居住 ，就形成 了 

像汉口的汉正街和武昌的司门口这样的商住混合的地区，大多住 

房都是老式房子并且密集排列。作为老字号的商圈至今依然蓬 

勃发展，也不断吸引人群的聚集。随着地区房价的提升，不断 的 

出现旧房翻新、私房加层的现象，而这种人群 自发性聚集的行为 

实际上增大了一个区域的吸引力，但同时又会对其他区域的发展 

造成滞后，最终致使城市的部分区域密度进一步加大。 

郑州这样的新城，它的面积相对来讲有了一定的规划条款的 

限制，建造的较有条理 ，1954年才成为河南省会，城市分出了四个 

区域进行了建设，小型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都隔区分别设置， 

主导了人们生活行为的走向。随着人口增多将商圈进行了分散 

设置，并且另辟区域进行了郑东新区的建设，建筑密度较为合理， 

但作为交通枢纽，大量人流涌在火车站附近，造成了局部地区小 

商品和第三产业的密集，城市局部区域密度的增大。 

其次，同样影响城市密度的因素还有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 

武汉同时又是一个多湖的城市，郑州所处的地势是标准的一马平 

川的平原，道路都是南北向方格状布置，而武汉的地理状况造成 

规划路网的复杂，很容易形成一些城市“死角”，造成局部区域的 

密集。 

2．2 城市空间密度的增大对于城市生活的反馈 

人作为城市的主体无法去明确的指出城市空间密度的增大 

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是利是弊，更多的时候所能表达的是最为直 

观的感受：哪个区域是生活所离不开的；哪个区域是在休息娱乐 

时候所最乐意前往的；哪个区域是“人挤人”等等。人所要表达的 

并不是绝对的好与不好 ，而这也正是城市空间密度大小带给人们 

生活的不同影响。 

无可厚非的是 ，当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区域密度高的时候，其 

中就存在多种异质性强的亚文化，亚文化强度越大，非规范行为 

的发生率越高 ，城市的生活就会是多元的和丰富的 。以武汉的 

老汉 口的殖民区域为例 ，人 口的密集造成城市空间的密度变大 ， 

多种文化在这里融合，杂居在这里的有从事各种行业的商人、游 

客、老革命家甚至有无业游民和乞丐，这种多元文化的广泛存在， 

为多种生活方式、多种文化、多种创新留下了空间，也为寻求超越 

现有都市生活方式提供 了可能。武汉作为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 

的城市，它的生活自然是丰富的，这样丰富的生活影响了区域密 

度的增大 ，但无疑如此局部区域密度增大的现象促进了武汉殖 民 

的老城区历史文化风俗的保留，人们在这里生活，延续着历史的 

风景 ，而当内心渴望交往的孤独的人群在城市 中增加时，又为人 

际的联系提供了空间。这样的历史是应该去保留的。相对于郑 

州来讲，武汉有太多这样被保留的历史文化街区，有太多这样生活 

在高密度下享受着丰富生活的人们，而站在郑州的街头，望向车水 

马龙的街景，可能体会不到强烈的旧城区和新城市之间的碰撞。 

密集的城市同时也推动了城市高速的发展 ，人们在享受了现 

代化生活的同时，也同时感受着急剧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 的压 

力。在人口集中和密度很高的大城市中的人们会不 由自主地感 

到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中。这是一种常见的观念 ：人总是数量少时 

才显现出魅力 ，而数量很多时则会表现出令人憎恶的一面 ]。急 

剧的城市化，首先给人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住房和交通问题 

的压迫。而区域的密集化所产生的问题更为严重，武汉局部区域 

规划忽视了人 IZl密集化所带来的问题，造成许多道路的拥挤，而 

房屋的密集化 ，例如老租界区下游地区，由于经济利益和规划部 

门的政策和管制力度不够，就会发生房屋的加盖现象，造成人 口 

密集集聚，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老城区有它无可 比拟的 

历史文化价值，但它的改造也迫在眉睫。相比来讲，郑州作为新 

城，各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不会造成商业中心的 

过分堆积，密度过大。 

从以上分析来看 ，城市密度增大对于城市生活影响的利弊都 

是有因有果的，密度推动城市化发展、丰富人们 日常生活的同时， 

局部区域密度的过大又会造成环境、就业压力等一系列城市问 

题，就好像几栋高楼带给我们 的感觉是发展迅速，而一群高楼就 

会给我们压迫感一样 ，城市的空间也需要得到“喘息”的机会，人 

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要求也逐步提高，近些年“宜居”也成为了讨论 

的焦点。对于城市密度的发展应着重“度”的概念 ，通过人 口密度 

和规划的控制，使城市保持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3 对于城市发展的思考 

从城市空间密度对于我们生活的反馈中，人们在主观的引导 

和改造城市密度的时候 ，应当去首先关注“度”的问题。 

针对城市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的畅想，例如创造 

城市副中心，这其实在许多城市已经有所实践，就像郑东新区 

CBD一样，确实缓解了主城区的人 口密度，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又例如创造低碳的城市之路，给城市一片绿地，在有限的空间内 

减少人们在建筑环境中所排放的城市垃圾，这对于设计提出了新 

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些策略都对密度所带来的问题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但在设 

计者看来 ，最重要的就是去合理的建造和规划 ，避免城市空间的 

浪费。在现在的区域规划和建筑建造中，最先去考虑的造型、造 

价等因素使得设计师往往忽略对于空问的合理布局及利用，大量 

的无用空间产生于规划和建筑中所遗留下的死角，填上绿地作为 

公共的活动空间，并没有发挥它实际的作用，而社区内的人们也 

并不愿过多的驻留。作为设计师应当以“人”的感受为先，多创造 

有利的生活空间，设计师应同时将自己摆在住户的角度，去体会 

生活在都市中的心理感受，创造一个可以安静思考的空间。 

面对人 口、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城市的发展面临可持续发展 

的挑战，作为设计师理所应当去考虑城市居民的感受，做 出适应 

于城市化发展变化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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