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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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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的缘起
l

二战后，伴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的大规模

建设，美国率先步入了郊区城市化加速阶段。对于

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来说，“拥有一辆小汽车、位于郊

区并带有花园草地的独立住宅，享受明媚的阳光和

清新的空气”。在当时被称为“美国人的梦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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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出现了所谓的“城市蔓延州“。城市蔓延是指一

种低密度的、依赖交通工具而发展起来的居住模式，

即侵入了工作与服务范围以外的乡村及未开发地区

的居住模式。Burchell等将“城市蔓延”的诸多解释

总结为以下8个方面：低密度的土地开发；空间分

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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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市蔓延带来的诸多问题，“新城市主义”和“精

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所以说，这两种城市规划

和发展理论是针对美国几十年来的城市蔓延所带来

的一系列弊端而做出的切实回应¨J。

=新城市主义的主张

“新城市主义”(亦译“新都市主义”)思想最早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1982年由DPZ设计

事务所(由新城市主义发起人Andres Duany和Eliz-

abeth Plater—Zyberk夫妇成立)设计的滨海住宅区

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新城市主义的起点作品，新城市

主义的思想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了诸多体现。而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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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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在美国亚历山德里亚召开的第一届新城市

主义大会为标志。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位置

不定的现代城市郊区；中心城的衰落；社区日益严重

的种族和收入等级隔离；抚养孩子的家庭需要面临

父母双份收入来维持这种经济社会模式的挑战；日

常活动需依赖汽车的发展模式对环境带来的破坏。

在第一届大会之前，公认的新城市主义先锋派人士

主要有卡尔索普、杜安尼、穆尔、普拉兹波克、普里佐

德斯和索罗门等。

1996年第四届新城市主义大会上形成了《新城

市主义宪章》。宪章中的新城市主义核心思想分三

个层次：第一，在区域层次上，包括大都市、城市和城

镇。主张区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城市和村庄)

在设计中要明确地划出边界；城市最好在这些边界

以内填充式开发；区域规划要给居民提供多种可选

择的交通方式、价格能够承受的住房；区域内的各个

城镇间要合理分配资源和收入、建立协调的关系、避

免破坏性的竞争。第二，在城市邻里、地区和联络通

道层次上。主张邻里紧凑发展；居民的各种活动组

织的位置要限定在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内，公交站

点的位置也应在步行距离之内；邻里住房要容纳各

种收入阶层、年龄、种族的居民；邻里的活动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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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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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41。

基于对美国汽车文化的批判，新城市主义选择

了回归步行和公共交通。他们认为正是私人汽车的

泛滥导致了郊区的无序扩张以及城市生活的异化。

为了满足步行的需要，主张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

赖，城市的尺度应受到控制¨】。新城市主义的“新”

是相对于18、19世纪工业革命浪潮导致的城市主义

而言的。新城市主义试图对“城市主义”导向下的

都市生活方式提出一种修正。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

正在城市中创造和复兴城镇社区的设计思想及方

法，可以被看作是对战后美国城市状况的一种反思。

三精明增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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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美国规划师协会(APA)联合60家公

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Smart Growth

America)。2003年，美国规划师协会在丹佛召开规

划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用精明增长来解决城市蔓

延问题。指出精明增长有三个主要要素：第一，保护

城市周边的乡村土地；第二，鼓励嵌入式开发和城市

更新；第三，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

精明增长的10条原则包括：(1)混合式多功能

的土地利用；(2)垂直的紧凑式建筑设计；(3)能在

尺寸样式上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要求；(4)步行式

社区；(5)创造富有个性和吸引力的居住场所感觉；

(6)增加交通工具种类选择；(7)保护空地、农田、风

景区和生态敏感区；(8)加强利用和发展现有社区；

(9)做出可预测、公平和产生效益的发展决定；(10)

鼓励公众参与。精明增长的3个目的：第一，城市发

展要使每个人受益；第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公

平；第三，使新、旧城区均获得投资机会并得到良好

发展。因此，精明增长强调对城市外围有所限制，注

重发展现有城区¨。。

相对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是对城市发展问

题的全面反思，涉及城市发展的社会与经济、空间与

环境、城市规划的设计与管理、法制与实施等各个方

面的行动计划，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全民参与。

四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的理论

共识

1．城市蔓延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

题，即城市蔓延问题，二者在基本原则上也大同小

异，都反映了一种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扩展和规划理

念。从起源时间上看，新城市主义比精明增长要早

一些，且二者不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是由两条线

索分别发展而来的。它们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

念”，而是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的理论。

它们既有理想成分，也有实际操作的内容。新城市

主义侧重于城市空间设计，注重城市发展的意义，属

于物质层面；精明增长更像是规划思潮，偏重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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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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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区区域限定在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的

2000英尺的步行范围内，周边以开放的空间加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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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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以步行的距离和舒适度作为参照制定设计原则。

精明增长的目标是通过规划建造紧凑型社区，充分

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效力，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交通

方式和住房选择来努力控制城市蔓延。总之，新城

市主义和精明增长均是和城市蔓延问题针锋相对的

城市增长理念和政策¨1。

2．城市增长边界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都涉及一个相同的内

容，即“不断增长中的大都市地区范围的确定问

题”。而设定‘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日益流行和

富有成效的方法，可以将开发控制在指定的地区内，

因而成为各界的共识。城市蔓延的一个巨大问题就

是城乡边界趋于模糊。因此，如何清晰区分城乡边

界，保护自然景观和农业区域是控制蔓延的核心内

容。实践证明，城市增长边界的作用不仅仅是设置

一道屏障和界限以防止城市的无序蔓延，还需要划

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域和市民休闲游憩之所，更重

要的是为城市未来的潜在发展提供合理的疏导"1。

在美国控制城市蔓延的各种对策中，对城市范

围及边界的研究都被置于核心位置。如新城市主义

强调“大都市区域是具有地理界限的有限空间。这

些地理界限的来源是地形、分水岭、海岸线、农田、区

域公园和江河流域等⋯⋯发展不应使大都市的边界

变得模糊或消失。¨叫”

精明增长研究在2000年9月发起的一项全美

民意调查表明，83％的民众同意“在现有城市和郊

区之外建立由绿地系统、农田、森林等构成的空间区

域，为开发商设立控制开发的边界”。在它们的研

究和实践中，“城市增长边界”都被视作一种严格控

制蔓延并引导合理增长的规划途径。作为一种理论

模式，“城市增长边界”强调了新的开发方式，即要

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适当的高质量开发。而保护绿色

空间既是控制蔓延的目标，也是阻挡城市蔓延的有

力屏障。

3．紧凑式发展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注重社区、街区、

邻里这种中等尺度的设计和规划，这种中等尺度与

人的需求尺度是相吻合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

念。新城市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

的，但它选择的却是回归传统的对策，反对低密度蔓

延，主张紧凑式发展，倡导传统的社区邻里模式，新

城市主义试图通过传统社区生活的营造解决郊区功

能分区、景观单调以及低密度扩散问题。新城市主

义将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模式主要总结为：(1)嵌入

式开发，主要指城市内部功能的自我完善，注重紧凑

式发展；(2)再开发，主要指城市内部功能的更新，

强调城市内部废弃土地的再利用，力图使内城的衰

败地区重新焕发活力，同时在现有城市而非郊区集

中发展¨¨。实施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不仅需要规划

设计实践的改革，还需要规划设计管理法规的变革，

比如现有的区划法不允许住宅区超过一定的开发密

度。

精明增长追求土地功能混合利用，避免城市地

区单一化、贫困化，鼓励建设一种将住宅、学校、购

物、公共开放空间、图书馆、废品回收站和垃圾处理

场等进行良好设计与结合的新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邻里模式，这种综合性社区的发展模式有助于解决

传统的“城市病”。精明增长的“精明”除了体现在

用最少的资金来实现最高密度的城市土地开发外，

还对原有废弃土地进行再开发和再利用，通过给予

一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吸引投资商前来开发，从而

达到深层次的挖掘城市土地潜力，真正做到“精明

增长”。废弃土地主要是指现有城区内先前受到破

坏的、已经不再使用或者使用效率较低的土地。废

弃土地的再利用是精明增长内涵的一个新的扩展和

延伸，有较大发掘潜力，正如Michael Greenberg所

说：废弃土地的再利用是精明增长政策中最“精明”

的。

4．公交导向发展模式(TOD)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是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

重要思想内容之一。TOD最早由新城市主义代表

人之一彼得·卡尔索普倡导，强调在区域层面上整

合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成。

一般来讲，TOD强调临近站点地区紧凑的城市空间

形态、混合的土地使用、较高的开发强度、便捷的、友

好的地区街道与步行导向发展(POD：pedestrian ori．

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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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提出了“3D——密度(Density)、设计(Design)、多

样性(Diversity)”的规划原则，即通过相对较高强度

的开发保证公共交通必要的密度要求与开发的经济

需求，同时以基于传统价值观的行人导向的空间设

计和土地混合使用满足人的多样化选择。

首先，TOD模式将有效控制小汽车出行，使城

市建立合理的出行结构，缓解能源、环境、土地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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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机动性，有利于维持一个强大的市中心。其

次，通过合理设计公共交通站点，鼓励人们更多地使

用公共交通从而减少汽车的使用，同时修建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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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五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的中国

植根于美国城市发展现状和特定政治及规划背

景下的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若直接用于指

导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主要

原因是两国城市发展的背景不同，其具体背景差异

体现在：(1)和美国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低密度城市

蔓延模式不同，我国城市呈现出相对高密度溢出蔓

延的特点，中心城区依然是人们向往的工作和生活

地点；(2)美国的城市政策是在私人土地所有权的

前提下由地方政府操作完成的，而我国土地属于国

家所有，政策制定过程也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控的，

因此土地混合利用的问题并不迫切；(3)美国城市

建设的空间尺度和特征建立在为汽车服务的基础

上，这使得行人友好的环境得以破坏，而在我国城市

中，并不排斥人行道路系统；(4)在美国存在着依据

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和种族居住偏好的择居现象，而

我国长期执行的社会主义住房单位制使得不同收入

阶层人群居住在一起，当然现在随着商品房制度的

建立也逐渐出现了择居趋势¨引。

因此，我们要明确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理

论背景和成长环境，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西方

的城市化进程、土地所有制度、城市行政管理及市场

化程度等方面和中国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些差异必

将对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产生影响。笔

者认为：美国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念，在中国目

前的城市化阶段，还缺乏基本的运用条件。二者的

核心理念均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

虽然中西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

存在很大差异，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具有很

强的“本土性”，但是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上讲，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一致主张的核心思想

无疑对我国城市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警示意

义，它为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Abstract】After World w盯two，urban sprawl from city

to suburb in America has brought many negative impacts．By the

time，the theory of new urbanism and smart growth came into be-

ing．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deeply the core of new urbanism

and smart growth，and then concludes their idenfieal points and

their different aceent8．Finally，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ur-

ban development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this paper discus-

se$the application of new urbanism and smart growth to Chinese

cities．

【Key words】 new urbanism；smart growth；urban

sprawl；urban growth boundary；compact development；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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