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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之解读

唐相龙

［摘要】二战后，芙国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针对“城市蔓延”问题。。新城市主叉”和“精明增
长”理论应运而生。首先。深入解读了“新城市主义”友“精明增长”的思想内涵。其次。总结了二者在核心内容上的理论共识以
及侧重方向．最后。基于芙国与中国城市发展的背景差异，对“新城市主艾”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问题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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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扩展

一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的缘起
ｌ

形态；带状商业开发；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土地开发；
牺牲城市中心的发展进行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就
业岗位的分散；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的消失旧·。针

二战后，伴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的大规模

对城市蔓延带来的诸多问题，“新城市主义”和“精

建设，美国率先步入了郊区城市化加速阶段。对于

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所以说，这两种城市规划

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来说，“拥有一辆小汽车、位于郊

和发展理论是针对美国几十年来的城市蔓延所带来

区并带有花园草地的独立住宅，享受明媚的阳光和

的一系列弊端而做出的切实回应¨Ｊ。

清新的空气”。在当时被称为“美国人的梦想”。在

＝新城市主义的主张

这种梦想的驱动下，大量中产阶级流向郊区。尤其
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后。以小汽车交通工具为主导的郊区
化现象极大地加剧了就业问题和居住的低密度扩

“新城市主义”（亦译“新都市主义”）思想最早

散，出现了所谓的“城市蔓延州“。城市蔓延是指一

起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其中１９８２年由ＤＰＺ设计

种低密度的、依赖交通工具而发展起来的居住模式，

事务所（由新城市主义发起人Ａｎｄｒｅｓ Ｄｕａｎｙ和Ｅｌｉｚ－

即侵入了工作与服务范围以外的乡村及未开发地区

ａｂｅｔｈ

的居住模式。Ｂｕｒｃｈｅｌｌ等将“城市蔓延”的诸多解释

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新城市主义的起点作品，新城市

总结为以下８个方面：低密度的土地开发；空间分

主义的思想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了诸多体现。而新城

Ｐｌａｔｅｒ—Ｚｙｂｅｒｋ夫妇成立）设计的滨海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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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义运动的正式确立和理论体系的成熟则是以

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之解读

２０００年，美国规划师协会（ＡＰＡ）联合６０家公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９９３年在美国亚历山德里亚召开的第一届新城市

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Ｓｍａｒｔ

主义大会为标志。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位置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３年，美国规划师协会在丹佛召开规

不定的现代城市郊区；中心城的衰落；社区日益严重

划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用精明增长来解决城市蔓

的种族和收入等级隔离；抚养孩子的家庭需要面临

延问题。指出精明增长有三个主要要素：第一，保护

父母双份收入来维持这种经济社会模式的挑战；日

城市周边的乡村土地；第二，鼓励嵌入式开发和城市

常活动需依赖汽车的发展模式对环境带来的破坏。

更新；第三，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

在第一届大会之前，公认的新城市主义先锋派人士

精明增长的１０条原则包括：（１）混合式多功能

主要有卡尔索普、杜安尼、穆尔、普拉兹波克、普里佐

的土地利用；（２）垂直的紧凑式建筑设计；（３）能在

德斯和索罗门等。

尺寸样式上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要求；（４）步行式

１９９６年第四届新城市主义大会上形成了《新城

社区；（５）创造富有个性和吸引力的居住场所感觉；

市主义宪章》。宪章中的新城市主义核心思想分三

（６）增加交通工具种类选择；（７）保护空地、农田、风

个层次：第一，在区域层次上，包括大都市、城市和城

景区和生态敏感区；（８）加强利用和发展现有社区；

镇。主张区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城市和村庄）

（９）做出可预测、公平和产生效益的发展决定；（１０）

在设计中要明确地划出边界；城市最好在这些边界

鼓励公众参与。精明增长的３个目的：第一，城市发

以内填充式开发；区域规划要给居民提供多种可选

展要使每个人受益；第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公

择的交通方式、价格能够承受的住房；区域内的各个

平；第三，使新、旧城区均获得投资机会并得到良好

城镇间要合理分配资源和收入、建立协调的关系、避

发展。因此，精明增长强调对城市外围有所限制，注

免破坏性的竞争。第二，在城市邻里、地区和联络通

重发展现有城区¨。。

道层次上。主张邻里紧凑发展；居民的各种活动组

相对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是对城市发展问

织的位置要限定在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内，公交站

题的全面反思，涉及城市发展的社会与经济、空间与

点的位置也应在步行距离之内；邻里住房要容纳各

环境、城市规划的设计与管理、法制与实施等各个方

种收入阶层、年龄、种族的居民；邻里的活动设施和

面的行动计划，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全民参与。

公园等要穿插于邻里内部而不应隔离设置；联系通
道的组织要增强邻里结构。第三，在街区、街道和建
筑层次上。要求设计师将单体建筑与环境（包括历

四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的理论
共识

史、气候、地形等）紧密联系；建筑、街道和广场的设
计要增强安全性、舒适性和吸引力，并能够增进邻里

１．城市蔓延

交往‘４１。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

基于对美国汽车文化的批判，新城市主义选择

题，即城市蔓延问题，二者在基本原则上也大同小

了回归步行和公共交通。他们认为正是私人汽车的

异，都反映了一种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扩展和规划理

泛滥导致了郊区的无序扩张以及城市生活的异化。

念。从起源时间上看，新城市主义比精明增长要早

为了满足步行的需要，主张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

一些，且二者不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是由两条线

赖，城市的尺度应受到控制¨】。新城市主义的“新”

索分别发展而来的。它们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

是相对于１８、１９世纪工业革命浪潮导致的城市主义

念”，而是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的理论。

而言的。新城市主义试图对“城市主义”导向下的

它们既有理想成分，也有实际操作的内容。新城市

都市生活方式提出一种修正。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

主义侧重于城市空间设计，注重城市发展的意义，属

正在城市中创造和复兴城镇社区的设计思想及方

于物质层面；精明增长更像是规划思潮，偏重于发展

法，可以被看作是对战后美国城市状况的一种反思。

政策与法规…。
新城市主义主张借鉴二战前美国小城镇规划的

三精明增长策略

优秀传统，塑造具有生活氛围的、紧凑的社区，取代
现有的城市蔓延发展模式。以ＴＯＤ模式为例，它将

精明增长是在欧洲可米尔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是可持续导向城市发展观的深化。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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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防止它的蔓延，同时街区的尺度、道路的尺度也

义将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模式主要总结为：（１）嵌入

都以步行的距离和舒适度作为参照制定设计原则。

式开发，主要指城市内部功能的自我完善，注重紧凑

精明增长的目标是通过规划建造紧凑型社区，充分

式发展；（２）再开发，主要指城市内部功能的更新，

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效力，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交通

强调城市内部废弃土地的再利用，力图使内城的衰

方式和住房选择来努力控制城市蔓延。总之，新城

败地区重新焕发活力，同时在现有城市而非郊区集

市主义和精明增长均是和城市蔓延问题针锋相对的

中发展¨¨。实施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不仅需要规划

城市增长理念和政策¨１。

设计实践的改革，还需要规划设计管理法规的变革，

２．城市增长边界

比如现有的区划法不允许住宅区超过一定的开发密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都涉及一个相同的内

度。

容，即“不断增长中的大都市地区范围的确定问

精明增长追求土地功能混合利用，避免城市地

题”。而设定‘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日益流行和

区单一化、贫困化，鼓励建设一种将住宅、学校、购

富有成效的方法，可以将开发控制在指定的地区内，

物、公共开放空间、图书馆、废品回收站和垃圾处理

因而成为各界的共识。城市蔓延的一个巨大问题就

场等进行良好设计与结合的新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是城乡边界趋于模糊。因此，如何清晰区分城乡边

邻里模式，这种综合性社区的发展模式有助于解决

界，保护自然景观和农业区域是控制蔓延的核心内

传统的“城市病”。精明增长的“精明”除了体现在

容。实践证明，城市增长边界的作用不仅仅是设置

用最少的资金来实现最高密度的城市土地开发外，

一道屏障和界限以防止城市的无序蔓延，还需要划

还对原有废弃土地进行再开发和再利用，通过给予

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域和市民休闲游憩之所，更重

一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吸引投资商前来开发，从而

要的是为城市未来的潜在发展提供合理的疏导＂１。

达到深层次的挖掘城市土地潜力，真正做到“精明

在美国控制城市蔓延的各种对策中，对城市范

增长”。废弃土地主要是指现有城区内先前受到破

围及边界的研究都被置于核心位置。如新城市主义

坏的、已经不再使用或者使用效率较低的土地。废

强调“大都市区域是具有地理界限的有限空间。这

弃土地的再利用是精明增长内涵的一个新的扩展和

些地理界限的来源是地形、分水岭、海岸线、农田、区

延伸，有较大发掘潜力，正如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所

域公园和江河流域等……发展不应使大都市的边界

说：废弃土地的再利用是精明增长政策中最“精明”

变得模糊或消失。¨叫”

的。

精明增长研究在２０００年９月发起的一项全美

４．公交导向发展模式（ＴＯＤ）

民意调查表明，８３％的民众同意“在现有城市和郊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是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

区之外建立由绿地系统、农田、森林等构成的空间区

重要思想内容之一。ＴＯＤ最早由新城市主义代表

域，为开发商设立控制开发的边界”。在它们的研

人之一彼得·卡尔索普倡导，强调在区域层面上整

究和实践中，“城市增长边界”都被视作一种严格控

合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成。

制蔓延并引导合理增长的规划途径。作为一种理论

一般来讲，ＴＯＤ强调临近站点地区紧凑的城市空间

模式，“城市增长边界”强调了新的开发方式，即要

形态、混合的土地使用、较高的开发强度、便捷的、友

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适当的高质量开发。而保护绿色

好的地区街道与步行导向发展（ＰＯＤ：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空间既是控制蔓延的目标，也是阻挡城市蔓延的有

ｅｎｔｅｄ

力屏障。
３．紧凑式发展

ｏｒ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环境。一

ＴＯＤ分为城市型ＴＯＤ和邻里型ＴＯＤ。１９９７
年，Ｒｏｂｅｒｔ Ｃｅｖｅｒｏ在总结以往ＴＯＤ规划原则的基础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注重社区、街区、

上提出了“３Ｄ——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设计（Ｄｅｓｉｇｎ）、多

邻里这种中等尺度的设计和规划，这种中等尺度与

样性（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规划原则，即通过相对较高强度

人的需求尺度是相吻合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

的开发保证公共交通必要的密度要求与开发的经济

念。新城市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

需求，同时以基于传统价值观的行人导向的空间设

的，但它选择的却是回归传统的对策，反对低密度蔓

计和土地混合使用满足人的多样化选择。

延，主张紧凑式发展，倡导传统的社区邻里模式，新

首先，ＴＯＤ模式将有效控制小汽车出行，使城

城市主义试图通过传统社区生活的营造解决郊区功

市建立合理的出行结构，缓解能源、环境、土地紧缺

能分区、景观单调以及低密度扩散问题。新城市主

等一系列问题，并能够缓解中心城区因小汽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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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大而产生的交通压力，进而保障中心城区交通

上讲，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一致主张的核心思想

系统的机动性，有利于维持一个强大的市中心。其

无疑对我国城市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警示意

次，通过合理设计公共交通站点，鼓励人们更多地使

义，它为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用公共交通从而减少汽车的使用，同时修建自行车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车道和步行道，且站点临近多用途的核心商业区，可
使公共交通站点成为一个多种功能的目的地，从而
增强吸引力。再者，开敞空间也可以为人们提供很
好的休闲场所，将公共绿地、公园等外部开敞空间组
织成与自行车、步行线路结合在一起的网络。总之，
ＴＯＤ以其功能的“多样性”与服务的“多样性”，使
“多样性”的人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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