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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敞开和中国顺利加入 WTO，中国的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
人类的聚居地——城市也在这场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起伏不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
们正逐渐失去城市“宜居”的体验，因为这些相似的城市带给人们一种“乱花渐愈迷人眼”的
感觉，而如何去构建人们心底那块“宜居城市”的梦想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本文就目前在建设乡土“宜居城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
施，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对当今的城市规划界提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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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城市现状
上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城市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量新的
钢筋混泥土 “建筑森林”在我们的城市中涌现，而街道也似乎在一夜间变成了一个个的“一
线天”景观，大量承载着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建筑在我们的欲望和高科技的“爆破”技
术面前纷纷提前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的生活环境状况也变得每况愈下，我们的交通经常
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所有的这些不禁让我们焦虑的问道：“我们的城市到底怎么了？”
这是我们当今全球很多城市面临的问题。高新的科学技术缩短了地球上彼此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人们的距离，使得我们的地球正逐渐变为一个缩小的“地球村”。然而可悲的是，当
你在这个“地球村”里面行走时，你会经常“迷失方向”，因为那些代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
城市地域的特征消失了，我们的城市正在市场经济强力的冲击下变得“千城一面”。正是因为
我们错误的价值观使得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失去了方位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我们的人们
也正在变的很茫然。

2、市场经济导致人们 “心灵家园 ”的迷失
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建设的诸多弊端。无论是城市建
筑、城市景观还是城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制约。

2.1 市场经济导致城市建筑文化的迷失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我们全球不同地域人们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于是，大家看到了
太多原本并不属于我们地域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尤其是在我们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
时候，我们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状况更加加剧，正如中国现在的很多城市面临的
情况一样。
2007 年 1 月 3 日，堪称“广州环保第一爆”的广州天河城西塔爆破成功；1 月 6 日，“杭
州环保第一爆”的西湖第一高楼爆破成功；１月７日，“青岛环保第一爆”２４层的青岛铁
道大厦爆破成功；2 月 12 日，沈阳五里河成功爆破；4 月 12 日，沈阳市体育馆被成功爆破，
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有这么多时下正在使用的庞大建筑被爆破，恐怕也创下了人类“爆破
史”上一个记录，更为可悲的是，在这些建筑里面，使用时间最长的也只有 30 多年，而使
用时间最短的才仅仅 13 年。一时间，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环保爆破”的高潮，而“爆破”一
词也成为了在报纸、网络上出镜率最高的词汇。我们在炫耀着我们高科技的同时，把承载着
我们今天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给毁灭了。很多专家将爆破事故的深层原因归咎于城市规划

的不合理及商业利益的诱惑。我们逐渐让今天的城市逐渐失去历史，失去了城市连续的文脉。
就在 08 年 3 月，建成使用才 7 年的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将于 4 月爆破拆除，这
一事件受到了人们空前的关注。但就在媒体采访政府官员时，他们竟然这样说：“政府并没
有吃亏。建一个新的更大的医院，政府花掉 10 亿多点，而转让一个老医院地块就获得 12 亿
多元，应当说政府实现了盈余”，这是多么可怕而又幼稚的想法。
在《马丘比丘宪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系结构和
社会特征，因此，我们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城市的历史遗迹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
化特征，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
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生
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讲究，而
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我们只有从我们努力从地域建筑的“博物馆”里面探索，用现代的
设计语言使它们获得“新生”，才能使得我们的建筑文脉得到传承和延续，而这些都是体现
一个地域城市很重要的部分。

2.2 市场经济导致城市景观趋于雷同
我们曾有着辉煌古典园林的文明，她曾经被称为“世界四大园林之母”，然而，在经历
了近、现代曲折的社会发展后，我们的思想变得开始落伍，我们的城市同样如此。因此，当
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后，我们急切的走出了国门，去西方求取改善城市面貌的“真经”。
可悲的是，当他们回来后的几年中，我们城市面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超级大广
场、景观大道、模纹花坛、大草坪、豪华铺装等景观一夜间在我们大江南北传播开，于是，我
们城市原有的城市面貌被彻底改变，我们在用西方曾经走过的“城市化妆运动”装点着我们
的城市。我们的城市很快也很现代起来，而且还很统一，因为此时，无论你是在黑龙江还是
在海南岛，甚至在青海、西藏，你几乎都可以亲眼见到这些景观形式。此时，我们的城市也
开始变得雷同，之所以如此，关键是我们在“封闭”自己太久后的突然“解放”，使得我们在
外面“热闹”的世界面前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
而今天，我们在努力改变着这种状况，经历了那段曲折的道路后，我们在做今天的景
观时，已经不再盲目的去崇拜、追求国外的某一种风格，也不会再去盲目的追求广场面积要
争第一、道路要最宽等表面毫无意义的东西，而是更积极的去结合自己场地的现状及城市的
历史、文化、人们的生活习惯、需求等来设计真正属于我们普通市民的景观。
正如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所说：“我们的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界
碑、每一条古道、每一座龙王庙、每一座祖坟，都是一村、一族、一家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的载
体，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
乡土的、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
基础”。只有关注我们场地的寻常特性，我们才能设计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城市的景观。
在遵从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去设计属于地域市民的景观作品，在此条件下，我们的景
观作品雷同现象大大降低，我们的每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城市特征，
而这样的景观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希望看到的。之所以如此，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观念的转
变，这是非常重要的。

2.3 市场经济导致城市文化的迷失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历史、没有文化，那么这个国家是苍白的，没有活力的，我们的城市
同样如此。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
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张种汝等编著：《城市社会学》，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9 页。）”同时城市文化一般还具有“地域性、群众性、开放
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4
185 页）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近来人们以人文精神的名义进行“创新”的事件则层出不穷 ：
无论是高邮耗铜 2200 吨建 99 米尧帝青铜像、云南元谋花巨资拟建 170 米高东方人类祭祖坛，
还是河南兴建的巨龙事件，亦或是圆明新园、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修金瓶梅遗址、争“夜郎”
遗址、孔子标准照、炎黄二帝巨像事件，经过认真的研究后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因
素——“文化印记”，但同时也显示了另外的一个相同点——城市建设者的“文化掠夺”心理。
其实，一个国家的先进与发达，并不仅仅在于你能造多么多的文化，而是在于能否将
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好，使其发扬光大。大凡对自己传统文化越重视的民族，这个民族就越
是充满自信的民族！同样，一个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也不仅仅体现在某一时期经济发展的
迟缓和物质的匮乏上，而在于历史遗产与传统文化的合理保护与利用上。

3 用 “宜居城市 ”为 “心灵家园 ”导航
柯布西耶曾在其“光明城市”中描写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是宽敞的住房、充足
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大片的绿地和高效率的交通……”。然而，我们今天城市的生活环境却
在很多方面是与此相反的，我们的城市环境被严重的污染、城市的绿地远远达不到改善环境
的要求，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交通压力……，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如何
使我们的城市更加适宜人们居住，如何使我们的城市更富有历史气息和时代品位，已经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3.1 用景观系统构建生态的 “森林城市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在保持着年均 8%9%的高速增长率，但据世界银行
和国内有关机构预测，20 实际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 2/3 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
基础上实现的，据世界银行估计，1995 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据中国的一些专家预测， 2003 年中国空气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15%，在短短的 8 年间，污染损失却翻了一番[1]。
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仍在遵循原苏联时期“点、线、面”的传统规划模式，而这种模式在
今天的大社会背景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城市扩张带来的郊区化危机、现有绿
化带布局的不科学性、城市灾害危机等[2]。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今天的规划师们纷纷从不同
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广西大学的吴宇华博士提出用生境的方法来规划我们的城市，杨培
峰认为生态学可以作为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据[3]，而北京大学的俞孔坚博士提
出用“反规划”的景观系统方式来规划我们的城市 [4]，市政基础设施、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
是城市及其居民持续获得自然生态服务的保障，因此在规划时，我们不应该先从建设用地
入手，而更应该从规划和设计不建设用地入手，以此来确立一些永久不建设用地，此举很
好的保证了未来城市的生态完整性。一次观念的简单转变，但确是城市规划界的一场根本性
变革。通过这几个专家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更应该用景观系统的方法来构建生态
的“森林城市”。
美国著名景观生态学家麦克哈格在其著述《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
责任，他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善良的城市，而不是一个窒息人类灵性的城市，我们需同
时选择城市和自然，二者缺一不可。两者虽然不同，但互相依赖，因为两者同时能提高人类
生存的条件和意义。”面临着如此多的危机和问题，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对未来理想城市提出
了“海上城市”、“地下城市”、“虚拟城市”、“太空城市”、“摩天城市”和“生态城市”的构想，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我们更需要的一个生态城市、一个“森林般的城市”。只有这样，才能减

低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更美好。

3.2 用步行系统营造富有活力的 “触摸城市 ”
《雅典宪章》中强调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活动是研究及分析现代城市设计的最基
本类型，而美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也曾在其著述《城市形态》中阐述[5]：一个合
理城市的性能指标包括：活力、感受、适宜和可及性四个方面，与《雅典闲章》中强调的基本
一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富有活力城市应该具有的特性。
对比现在的城市状况，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定的差距。上世纪 5060 年代，加拿大记
者雅各布斯根据当时美国城市状况，写了一本关于城市建设方面的书籍——《美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该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书中，她批判了美国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合理，指出一
个合理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6]，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
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
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 ，
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同时她还在书中着重强调了人行步
道的重要性，她认为人行步道可以更好的增强市民之间你我的距离感和自信感，一个有活
力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
在现代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街道和街区“多样性”的活
力，而此时，我们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7]，即街区中应混合不同的土地使用性质，并考虑
不同时间、不同使用要求的共用；大部分街道要短，街道拐弯抹角的机会要多；街区中必须
混用不同年代、不同条件的建筑，老房子应占有相当比例；人流往返频繁，密度和拥挤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今天，我们的城市还面临着严峻的交通压力，我们的道路规划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城
市里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步行系统、自行车系统，因为你只有在步行中才能真正感受一
个城市的生活，才能真正触摸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而这种感觉是你在小汽车里面所
无法感受的，只有在步行中，你才能亲身体现到一个城市的魅力和活力。

3.3 用 “城中村 ”创造和谐的 “体贴城市 ”
城市是由“城”和“市”来组成的，这里的“市”是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的市井生活的表现。
正如加拿大作家简∙雅各布斯所说，“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城市的多样性上”，
因此，城市的多样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的整齐、统一上。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城市化
人口将继续增加，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变成城里人，那么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真正能够完
善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重视“城中村”的建设，因为我们要关注普通人的需求。
而只有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普遍服务，才能够创造更“人性的城市”、“体贴的城市”、
“关怀的城市”。
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其名著《走向新建筑》中所说：“现代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
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建筑，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而今天，面对
将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更多普通市民，他们的需求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因为，
一个城市的吸引力不是仅仅体现在表面的秩序上，而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对市民的一种关
怀上。

3.4 用责任创造未来的 “可持续城市 ”
一个适宜人居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生态的城市、一个绿色的城市、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
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可持续的城市。
假如我们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必顾及我们将来的能源利用问题，
但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全球的煤、铁、石油等能源被大量的利用，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的全球温度明显上升、温室效应明显增强，因此，可持续已经
成为我们必须的选择。
2003 年，中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 30%、水泥总产量的 40%、煤炭总产量的 31%，
但 GDP 仅占世界的 4%[8]。这是一组非常可怕的数字，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数字背后的事
情，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走着一条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
提高的传统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们以牺牲我们的环境来换取经济的暂时高速率发展，而将
来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现状，才使的我们城市的生活环境急剧下降。
我们在城市化的初期，由于我们的盲目和我们的急功近利，才造成了这种现象。但我们现在
必须认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设计的城市步行系统，不仅可以环节交通压力，还可以
减少因汽车排放废气而对城市造成的污染，我们的“森林城市”计划将使得我们的城市充满
更多的绿色，我们还应该用更多节约的方式来创建我们的“宜居城市”。

4 结语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迷失自己，还是积极探索以使城市发展保持正确的航向，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
题。
从上世纪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起，我们人类就从来没有停止
对城市的探索。可喜的是，今天很多欧、美城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得城市面貌和城
市中人们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但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城市化还处
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但作为规划师的我们，有责
任更好的去探索适于我们中国“人居城市”建设的方法，我们应该对我们未来人居的城市承
担一种责任感，但我们更应该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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