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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Planning: Everyday Life with Increased Urban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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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规划是对当下的干预，建成区更新自不待言。即便农业用地或荒地的城市化

开发，也不能忽视过去的日常状态所积累的人地关系，并需警觉现在的干预对未来日常

使用所造成的积淀作用。基于此，作者通过城市实践案例的比较研究提出“消极规划”，

以回顾过去数十年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以“积极规划”为导向的先验原理，并以出发

点现实导向取代愿景导向，总结实践提出“消极规划”应该被重新审视并作为资源分配

的规划技术方法，提倡规划者应实事求是地直面规划蓝图达成过程中城市密度不断增加

的现实。这个加密的过程是通过日常的社会文化、经济活动形成的，研究需重新思考规

划在什么时候被需要的问题，其具体实践可通过四个操作性原则完成：存在优先原则、

维护成本优先原则、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弹性优先现状原则。究其根本，“消极规划”

提倡以实事求是的追问精神直面不可回避的两大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分歧与共识。

Abstract: Urban planning is current intervention, even the renewal of the built-up area. We 
should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ccumulated in the daily state of the 
past when fac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and or wastelan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 aware of the intervention on future daily use by current impacts. Based on this, the 
“negative planning”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practice cases, looks 
back on the realm of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s leading by the method of “active planning” under 
the rapid urbanization background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replaces the vision 
orienta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starting point orientation. This paper summaries “negative 
planning” should be re-examined and considered as the planning and technical method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creasing urban dens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planning 
blueprint should be confronted, which is formed by daily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is research rethinks when planning is needed,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 can be completed 
through four operational principles: existence priority, maintenance cost priority, origin solution 
priority and flexible in existence priority. At its root, “negative planning” advocates to face two 
unavoidable themes with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ocial differences and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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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要消极地进行空间规划

1.1  城市规划是先天具有主动性的活动
斯皮罗 ·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在《城

市的形成》（The City Shaped）中讨论了城市的

由来：“城市是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它们

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不是不可

抗拒的物质操纵的结果”[1]。而哈罗德 · 卡特

（Harold Carter）更强调：“无论经济、战争或

技术引发了社会组织中怎样的结构性变化，这

些结构变化一定要得到某种当政机构的支持才

能获得制度化的持久性……正是当政机构，而

非任何特殊形式的活动，才是众多城镇产生的

推动力量”[2]。回望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城市是起源于人的创造而非自然条件先天发展

促成。所以任何城市都有规划的过程，以便人

的意志能传达于其中，尽管有的规划因技术水

平、社会结构、时代变迁甚至是战争带来的变

量，最终呈现出某种“有机生长”的状态，但

在时间上切片，依然能看到规划的清晰痕迹。

同时，城市的规划始终需要与公权力合作，并

通过对外部性元素的干预，达成对公共利益的

管理秩序。尽管现代规划远比传统规划的内涵

广阔和复杂，但这个架构一直没有变化，使得

城市规划始终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特征。

1.2  积极的空间规划带来了什么？
这种人类意志积极主动的发展观，在直接

进入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时，让我们有一个错觉，

就是设计可以单凭意愿和空间格局引领，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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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构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但是我们忽视了，空间规划一

旦实施，固化的空间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活动，

实际上具有僵化和禁锢的负外部性，这就使得空间规划从开

始的问题解决者变成了问题制造者。

（1）积极的以人口增长为依据的城市蔓延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化浪潮推动下的人口大迁移，迅速

打破了传统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经验数据，使得城市人口

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上升。例如深圳，预计 200 万人的发展规

划还在申报过程中，人口就已突破了 400 万；在 700 万人的

发展规划还在修编的时候，人口实际已迅速突破了 1 000 万。

这种增长速度迅速异化了人口这个规划传统上唯一的规模依

据，使之成为可以战略策划而达成的目标。实际上，也有很

多城市确实做到了，让规划师和地方政府的想象力得到空前

的解放。截至 2013 年，按照国务院审批通过的地级市城市

规划，到 2020 年中国地级市城市人口总和将达到 20 亿。在

人口这个主要指标失序的前提下，以按近期可能和远期管控

为原则的总体规划也转变为更积极的以土地促进发展的战略

计划。而以发展愿景为导向的积极规划超出现实需求的土地

供应，在实施过程中各种关于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系统审视

失去理智的标准，不断突破各种边界如自然的边界、权利的

边界等的限制，并破坏了日常生活理性形成的随时间加密的

紧凑结构，引导和促成了城市蔓延。但现实是在宏大结构布

局下，城市始终处于过程中的“半成品”状态。

（2）积极的以容积率为城市密度管理工具的规划管理模

式，损害了社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如果说新城区规划中，积极规划最大的问题是盲目地描

述规模，那么在已建成区域城市更新规划中，最大的问题则

是开发强度管理的失效。在更新和旧改中普遍运用的强度管

理方法是提高容积率，并期冀由此增加人口和产业繁荣。但

实际情况往往是容积率增高的同时人口密度下降，空间形态

固化，就业比率下降，社会关联的复杂度降低，从而导致城

市中心区无法继续加密。例如深圳中心区岗厦村的拆改，改

造前容积率 2.3，人口 6.8 万；改造后平均容积率 6.25，居住

人口才 7 000 人。由此算来，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完成

城市更新需要 10 倍的土地。那么，造成城市蔓延的就是规

划管理本身。我们知道，容积率实际反映的是覆盖率 × 建

筑层数的数据结果，但是这个简单的公式使得空间只具有设

计所赋予的可能性，却不能反映人的能动性在空间里发挥了

什么作用，更抹杀了时间之于空间的修正和贴补。岗厦原容

积率虽然是 2.3[3]，但是通过社会、空间和经济形态的耦合，

大量非正规的空间使用和就业实际实现了函数级别的增量，

明显地提供了更长的营业时间、更灵活的业态叠加、更多的

交易机会，以及更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达，还能够实

现更灵活的业态转换，由此抵抗风险和适应市场。简单的容

积率增加是做不到这些的，达成这个事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

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社会和经济连接。

1.3  如何定义消极规划
在对规模和强度的积极判断都普遍产生问题的情况下，

需要对现行的积极的空间规划方式和一套以单边发展为前题

的规范进行全面的反思。有感于再积极的空间规划也无法准确

预测未来发展，面对空间承载内容的变化又是常态和必然这个

事实，本研究提出“消极规划”方法，试图探索一种基于出

发点导向而不是愿景导向的规划方法。它建立在对人文历史、

现状资源水平充分评估分析的基础上，将拟建的城市空间后置

并跟从于既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甚至现存的空间肌理。

消极规划采取对现有各种秩序低扰动和适应性的方式，寻找城

市从现状出发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模式。在空间规模上，关注

近期建设是否能形成结构完整、功能自洽的城区，形成一个基

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发展单元”。因为城市不能无止境增

长，在任何时候停下来或慢下来，都应具有完善的城市功能以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对于远期发展目标，首先是列出负面清单，

找出哪些是不能做的，同时研究有利于随时间逐步更新的最小

单元，给变化和演进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这也可以理解为

用较为“消极”的办法处理积极发展的需求，相对于通常的积

极空间规划方式，在此称之为“消极规划”。

2  消极规划的几个原则

相对于以人类意志转化成一整套设计手段和规范法则的

积极规划，我们说的消极，是否能从应该秉持的态度生成可操

作的设计方法呢？通过实践，我们运用并总结出消极规划的几

个基本工作原则：存在优先原则、维护成本优先原则、端源解

决问题优先原则、弹性优先现状原则。这些原则的外延应具有

开放性，并能随着实践总结的丰富进一步完善。

2.1  存在优先原则
消极规划这个理念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存在优先原

则”。它有别于将发展愿景作为首要规划目标，但同时也区

别于预设保护前提的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主义。尊重并强

调将既有现状作为最优先和不可忽视的设计要素，并且将长

期存续的现状视为具有第一合理性的发展起点。

如何以存在优先原则展开规划设计？我们在星沙新城进

行了一次实践。这是临近长沙市的一个浅丘陵地区，其中散居

着 8 个村落共计 13 718 人（图 1），属于长沙扩张规划中的一

个蔓延区块，面积 30 km2，被四条高速路围合，计划发展成大

型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基地和产业服务配套地区。通常的开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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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般从占用农地开始，用地不够了就拆村子，以期建设用地

完整簇新，符合规划的图示模式。这样的模式一次就能把原有

的自然生态、经济活动尤其是人与土地之间长期缔结的关联全

部抹去。在存在优先原则下，我们将工业布局在人口相对稀疏

的丘陵地区，并且以简单的梯子结构将工业重载交通直接联系

到高速公路，尽可能保留村庄和成片农田，在乡村之间的丘陵

空地发展城市，以原有村路为基础形成城市路网，城市与产业

之间建设隔离带。最后农田水系与村庄的关联系统被最大限度

保留，新城市用地则是在原有秩序上的增量（图 2）。农田平

时水量少时，原有水系统能保证自然灌溉农田；在雨洪灾害时，

农田可临时滞纳雨洪，这是原住民千百年来积累的与自然相处

的精明方式，所以予以保留。实际上，村庄和城市用地混合的

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减量的农业生产和就近的城市服

务，实现有尊严的城市化。

2.2  维护成本优先原则
在完成了最初的增量成长后，如何保证已建成区域存续

和有效运营，是更关键和艰巨的任务，而增强可持续性的最重

要因素是降低维护成本。城市提供了各种复杂庞大的长期需要

维护的设施服务系统，减少设施的维护成本比降低初期建设的

投入更为重要，毕竟对这些设施的长远维护充满了不确定性。

以日本奈良为例，奈良曾是日本的首都，古奈良的规划

仿照了我国隋唐时期长安的恢弘格局。据记载，古城建设达到

了规划规模的 80% 以上，高峰时期居住了 20 万人。公元 700

年时，奈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到公元 794 年，天皇迁都

到平安京，“奈良时代”结束，这个以倾国之力建造的城市只

作了几十年的首都，然后就没有作为首都来维护和投入了。那

么在后面的 1 300 多年发生了什么？古奈良的城市中轴朱雀大

道，建成时宽 100 m，而今已经不见；其周边的建筑至今还能

找到一些留存（图 3）；原来建设城市迁址改造的水系统重新

回到原始河道的位置（图 4）。这个城市的肌理重新由恢弘大

尺度的笛卡尔式的规划格局恢复到更契合自然、一个普通城市

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模式 [4]。所以无论最初有多么宏大的

投资和建设力量，只要维护成本过高，都是不可持续的。而基

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空间，被人的历代活动不可回避地不断

修复更新着，这才是最可持续的城市尺度单元。

图 1  星沙浅丘地形下村落和路网分布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星沙政府提供的 CAD 地形图绘制

图 2  优先已有现状下的工业和居民组团布局
资料来源：同图 1

图 3  奈良古（左）今（右）街道对比图
资料来源：平城京编 . 奈良时代 MAP[M]. 光村推古書院 , 2007

图 4  奈良古（左）今（右）水系对比图
资料来源：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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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
一般来说，通过人工系统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市政问题

是城市的特性。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的人口

和产业接入市政系统，那么其风险性也就提高了，由此而来

的用以维护和确保这些市政系统的安全性的代价就会越来越

高。而积极的规划总是首先布局城市的设施系统，并且为了

应付远期的发展，往往超出数倍需求配置市政设施，这些设

施在用量真正饱和的时候，往往已经老化并需要大面积更新。

人类无法创造出类似自然这样高度复杂的系统，因此在产生

问题的端源位置解决问题，能减轻市政系统的负担。判断问

题的端源是什么，是在端源位置解决它的关键。

2009 年笔者开始着手研究威海双岛湾大约 40 km2 的新

城规划。基地北部为渤海湾，南面连通三条雨源性河流，是

咸淡水交汇的内湾地区（图 5, 图 6）。周围农户沿岸线建堤

围养殖场，使得内湾容水面积大大减少，而在雨洪季节，往

往又会遇到年度的最高潮位。周边建设地面硬化后，雨洪汇

聚速度加快，通常会提高用地的安全标高，这无疑代价巨大，

同时影响了该片区将来亲海发展的机会（图 7）。

在研究了 25 年潮位的记录资料后，我们发现最不利的

持续涨潮时间为 6 小时（图 8）。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

雨水 6 小时的延迟排放，就能避过海水的顶托，额外的填

方可以大幅减少。我们将研究范围扩大到 200 km2（雨源性

河流的端点），并分段规划出一定标高的湿地（也包括保留

原农地），每一块湿地的面积都经过计算，用以滞纳集水区

域内 6 小时洪水量，使得湾区内的建设用地不会因为顶托

内涝问题需要额外填高。河流往往被视为一个连续的生态

系统，在这个典型的滨海咸淡水交集处的案例里，对于雨

源性的河流，在全流程进行雨洪滞纳管理，就成了端源性

的策略（图 9）。

端源优先的设计原则强调在问题发生端进行弹性调适，

图 5  双岛湾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Google Earth 绘制

图 6  双岛湾汇聚三条雨源性河流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威海政府提供的 CAD 地形图绘制

图 7  双岛湾集水面积变化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威海政府提供的历史地图和 CAD 地形图绘制

1971 年
水面 18.5 km2

盐田面积 1.9 km2

1979 年
水面 15.2 km2

盐田面积 4.2 km2

岸线退化 1.0 km2

2009 年
水面 5.8 km2

盐田面积 0.9 km2

养殖面积 9.8 km2

岸线退化 3.9 km2

图 8  双岛湾潮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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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系统性的浪费。端源更接近的是日常生活，也就是问

题频次最高发的点。比尔 · 盖茨基金会将污水处理的研究重

点放在马桶上而不是城市污水管网的优化上，就体现了对问

题端源点的把握。

将问题解决在端源的一个精彩例子是 2012 年伦敦奥运

会主场馆的设计。笔者将鸟巢和伦敦碗做了比较，来梳理体

育类场馆的评价标准（表 1）。在这个比较过程中，最打动

笔者的是奥运会后伦敦碗的规模缩水设计，这种把远期使

用规模作为建筑设计要解决的目标，体现了真正的可持续

发展思路——一个适合社区活动规模的设施，才会有更频

繁使用的可能，才能避免普遍的亏损，降低长期的维护费用。

由于建筑这个单元有了弹性，才能更灵活地适应未来周边

发展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与现有各种管理规范冲突最大

的地方。

2.4  弹性优先现状原则
积极规划中的弹性可调适部分往往留给了远期发展，但

是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不能与现存条件相连接的规划目标就

没有可操作性，可以说相对于发展的远期目标，现状需要更

多的弹性。

2010 年，配合佛山东平新城建设，要搬迁顺德乐从镇的

大罗钢铁市场。大罗钢铁市场由小布、腾冲、细海、荷村和

东村等若干个钢材交易市场组成，总占地面积约 200 万 m2。 

截至 2009 年底，共有经营户（包括商户、公司）1 996 家，

2008 年全年成交额为 579 亿人民币，总销售量超过 1 000

万吨，占广东全省钢材销量的三分之一。如此之大的交易

市场，在没有火车货运站，没有外埠深水码头，不靠近钢

铁生产厂的地方生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着，并且长

期运营良好。

整个市场占地很大，但基本单元仅是一栋宅基地小楼带

一片堆场，进入现场前，无法想象卖钢铁和卖白菜可以是一

个模式。我们进入的第二天就讨论这个市场搬迁后一定要升

级，要存储仓库化，交易电子化……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

扰我们，就是大罗市场的周边已经有各种现代仓储式的钢铁

市场，但生意并不景气，为此我们对市场端原因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的 100 家采购商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 90%。有 41%

的客户认为大罗钢铁市场钢材价格便宜 ；有 87% 的客户认

为大罗市场品种齐全；有 88% 的客户表示一定要现场看货；

有 68% 的客户表示到市场进行交易的目的主要是现场议价，

同时了解市场行情和付款 ；有 90% 以上的客户在交易后现

场提货。调研结果是大罗市场的模式高度契合市场要求，这

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珠三角的钢铁消费市场。钢铁材料对

运输成本非常敏感，受运输半径的限制，乐从钢铁市场的现

货采购商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西岸城市，特别是以乐从镇为中

心，辐射到周边一小时车程的城市。这些城市散布着大量的

中小型白家电和家具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生产

是否有灵活性：它们的订单不稳定，这个月生产电风扇，下

个月可能生产电饭煲，因此订单分散、灵活供货成为这些企

业的重要特征。这些企业是珠三角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底

色，如果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长期不变，这种地摊式的钢铁

市场还有长期存在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规划新市场的时候

整理了交通环境、吊装条件，但是保留了办公单元加堆场的

地摊模式（图 10）。

新的大罗钢铁市场平稳搬迁，并能很快恢复正常运营，

得益于团队清楚意识到规划无法改变整个片区的经济模

式。纵观国内众多专业市场搬迁后迅速萧条，难以恢复元

气，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配合市场原有的日常逻辑。

表 1  鸟巢与伦敦碗的对比

奥运会主场馆 观众座位 赛后功能 设计理念

鸟巢 永久座席 8 万个，临

时座席 1.1 万个

国际、国内体育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 形态如同孕育生命的温馨“鸟巢”，也更像一个摇篮，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

设计者坦率地把结构暴露在外，自然形成了建筑的外观

伦敦碗 8 万个（同时可容纳

10 500 名 运 动 员 和 

4 000 名工作人员）

地上部分全部拆除回收再利用，缩水成

容纳 2.5 万人的社区体育场，用来举办

综合性运动会或者承担社会大型活动

它有着最为复杂的装卸工程，像一只盛满空气的大碗。为了保证赛后有效利用，设

计人员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与众不同的“遗产”设计理念，确保赛后拆除部分的结

构构件可以直接使用到一般写字楼建筑中，事实上这些构件全部卖给了建筑商

图 9  扩大到 200 km2 范围对三条雨源性河流全流域 6 小时滞洪区进行
规定的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威海政府提供的 CAD 地形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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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消极规划时需要首先厘清的两个问题

3.1  对自然和先验理论的敬畏是设计师应该秉持的价值

观么？
从在大自然里建起第一道围墙开始，人类文明就走上一

条不断摆脱自然依赖、突破自然给我们设定的各种边界的道

路。但是古往今来，都不缺乏原始自然的崇拜者。我们发现，

自然崇拜和权力崇拜具有同构特征，都要构建一种不可追问

的必然性，对于看不透、打不赢，又摆脱不了的对象，就用

同强权者的相处方式同等对待——将其神秘化，赋予某些神

圣属性，奉之为尊，并设定各种边界和规范约束着人类的行

为。但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不可遏止的，来自自然的束缚

和来自权力的压迫，一直都是人类反抗的对象。因此，一切

科学技术都是对自然的挑战，人类不能容忍永远被动地生 

存 [2]。人类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来源于对权利、自然的不

断抗争、学习、妥协乃至超越。自然和人文相互依存的关系，

就会变成额外的社会成本。规划师在着手展开空间规划设计

时，对于常识的可靠认知，比任何先进的理念更重要。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常识。浩瀚星空，日出月落，鲜花

盛开，清风拂面，正是因为有人类的需要，这些才显得弥足

珍贵。 

我们还应谨慎对待依赖于人工系统的各种设计理论，很

多先验理论的发展背景有别于中国当下很多场地的现状。如

炙手可热的 TOD 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理论，是彼得 · 卡尔

索普（Peter Calthorpe）于 1990 年代提出的。简单地说，该

模式就是在轨道交通的枢纽站形成高密度开发，从而节省土

地，减少对私家机动车的依赖。在这样的巨构综合体内，商

业是扁平化的，稍有差异的是面积、装修和价格；居住就更

是简化到屈指可数的几种单元 ；当然，出行模式也是高度相

似的。这种固化的业态混合把商业可能的结构层级简化到极

致，却不能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丰富的演变。如上文所述的顺

德乐从镇的大罗钢铁市场，如果按照 TOD 来规划，其结果

将不可设想。首先，这种极简模式不能随着时间推移适应、

变化、耦合出新的社会关系。而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城市密度

应该不仅是指建筑面积的增加，更包含了就业方式多样、人

口关联性复杂、文化特征多元等等内容，而这些是需要时间

来养成磨合的。其次，我们都不能否认人造系统是有寿命周

期的，在所有历史存留的构筑物和人工系统上，随时可见人

类力量持续的干预：修缮、翻建、更新、改造……正是人类

意愿、财富和技术的持续的灌注，才使得这些系统得以维持。

我们无法计量人类花费了多少心力来建设和维持历史长达上

千年的城市，并走到了今天。城市发展可参考的不是不变的

标准和理论框架，而是解决人的需求并不断增加人与人以及

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这些连接看似日常且平凡，却是长期

历史磨合下的最佳状态，具有高度的合理性。这种关系应被

视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只有在保留理性内容基础上的增量才

是真的发展。

3.2  分歧和共识哪一个对实现规划更重要？
民主是一个困难的制度，而且文明程度越高，个体的意

志就越自觉，实际上意见分歧是城市问题的基本面 [5]。由此

有人判断在规划中公众的参与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公众

参与的过程意义大于公众对产生决策的期待，更多是在过

程中获得疗愈。持这种意见的业内人士众多，因为实践中

达成共识的难度确实很大，他们甚至抬出若干著名的悖论

来证明达成共识的不可能，其中最著名和被广泛引用的是

公车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律 [6]。这些悖论引申到城市化时序

推进中，说明“现在的公众”和“未来的公众”无法就城

市发展方向达成共识。我们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

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要从已

知的各种个人偏好顺序中推导出统一的社会偏好顺序是不

可能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在若干场合也常听到有人呼

吁深圳应该放弃进取式的发展模式，这是典型的代表既得

利益者的思路。而将“达成统一的共识”作为目标，就是

有悖于城市最重要的多样性精神。就拿公车悖论来说，车

上和车下的人，很容易就增加一辆公交车的提案达成共识。

至于阿罗不可能定律，如果将“满足”作为一个静态不变

的目标来考察，那么定律没问题。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

图 10  办公单元加堆场的地摊模式及示意图

图例

车行道

绿地

装卸区

地摊办公室区

地摊堆场区

货车



33 2019 Vol.34, No.6国际城市规划

吴文媛    消极规划：直面城市加密的日常生活

社会是有持续调适能力的，“满足”因此也是不断在各种需

求中摆动的。达成基本价值共识需要利益相关者的文化背

景具有完整性和持续性，这在城市高流动性背景下就必然

埋下了分歧。在多次组织公众参与规划实践后，我们发现

利益是无法统一共识的，只能通过博弈，达成不同程度的

妥协，或者在每个问题排序比重不同的个体间找到妥协的

可能。而一个好的社会，个体应该能够各自表述正确，这

才能帮助规划在端源解决问题。

4  消极规划需要规划管理上的变革

如果不考虑社会、生态和技术、资本的局限，规划就可

以无止境地追求美轮美奂，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复

杂的现状和有限的资源，并要在其中编出秩序，则极大考验

我们的价值观和对空间工具的运用能力。这再次说明规划是

门实用的技术学科，无论其表达形式多么的艺术。从方法论

角度来说，消极规划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积累不断丰富的，毕

竟每个城市的问题犹如个体差异，但是管理的变革趋势应该

是收缩规划的权力，从功能和空间的 100% 设计向分区块有

限设计 + 底限管理模式方向发展（图 11）。

所谓分区块有限设计，是针对现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采

用统一管理强度的办法，使得城市匀质化，难以自发累积

形成价值更高的类城市中心区块，而边缘地块又没有应对

变化的灵活性，所以规划应该从中心向边缘递减设计的强

度，例如中心区只做 60% 的设计，将道路、公共开放空间、

设施做 100% 的设计，功能只做近期和必须的 40% 的设计，

只对 50% 地块做出限高设计 ；到了城市边缘地区，只对必

须的生态环境管理做 100% 的设计，建设规划只规定 20%

的设计等等。而底限管理可以分解如下 ：从单位地块功能

管理变为基本功能 + 弹性指标管理（如商务功能地块的指

标为 50% 商务 +20% 居住 +20% 商业 +10% 自主）；从容积

率管理变为覆盖率 + 弹性限高 + 形态管理 ；从道路红线外

扩管理，变为基本通行功能 + 道路设施 + 边界互换功能 ；

从道路定位定线管理，变为支路以下面密度管理 + 导则指

引等等。

总之，将规划的权力逐步让渡给研究和发展的自发性，

才会解放出城市的多样性。30 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呈现出

的经验是 ：一个区域建设的目标越是单一，就越不可能将

它当作城市来讨论，规划图上图解式的城市，几乎是空间

梦想者编造的故事，他们想要复杂丰富的城市结构，却不

想要与之共生的问题、压力和多变性。所有空间上的“理

想城市”，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人性，如果我们希望让

人的本能发挥效力，那么本能将抵抗所有的控制（包括规

划），并因着本能的多样和变化，在空间中触发无数的偶

然性，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随时间演变的不确定

性，就反映出我们对多样性是否真的期待。而以更消极的

态度和方法处理空间规划时，城市才更贴近于日常生活的

理想。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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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有限设计模式

活动中心

口袋公园

商业停车

社会停车
地上

地下
规划部分

弱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