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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众多的讨论和会议中，地方和国际的建筑与规划公司、研究院和政府官员中的杰出代表聚集

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如何使中国城市更可持续地发展？如何在现代发展的典范中创造繁荣的街

道，降低能耗和环境影响，以及提高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使用率？人们四处寻觅无果，非

常失望，继而寻找国外的成功案例。

但是，没有人曾经提起，在部分中国城市，如有近 1500 万人口的广东省省会广州，已经存在

不少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当前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和借鉴这些现有的

可持续模式，并将其运用到新的发展当中。

该报告记录了一些没有被地区政府大肆宣传甚至认识到的可持续交通和发展的成功模式，它

们遍布珠三角城市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历史核心区、单位大院式住宅区、城中村和某些新的开发。

这些区域共同的特征有：高密度、低汽车保有量和使用率、吸引人的街道环境，以及高度依赖步行、

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

许多专家共同为完成该报告而努力，ITDP 特别鸣谢肯考迪亚大学的 John Zacharias、城市

土地学会的 Sujata Govada 以及香港大学的廖维武。该项目部分基金来源于能源基金会，部分

由气候工作基金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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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中国大型的城市转型进程始于 1978 年的珠

三角地区，这一进程使得珠三角成为最适合研究

城市发展的地区之一。大规模的城市化伴随着中

国城市的重组与重建，首先从广东省开始，然后

逐渐遍及整个中国东部。经济力量不断加快城市

转型的步伐，但城市规划却难以跟上。当代中国

的城市规划仅仅着眼于城市整体层面的交通建设

以及大规模的土地功能分布，却很少为确保街区

和本土环境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努力。

然而，正是在街区和本土环境层面开展工作

才能最有效地改善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对本土生

活的组织是一个关键的主导因素，它决定我们消

耗多少能源，我们的空气质量如何，并最终决定

我们是否健康。人们在城市街区漫步，骑自行车，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街区尺度是城市规划中最重

要的准则，但却总是被忽视。这个衔接起城市整

体层面规划与单个项目开发的尺度，必须受到城

市规划的重视。

节能环保和高质量的城市环境项目有哪些共

同特征？我们将公认符合要求的特征汇总在“城

市交通生活的八原则”里（请参阅侧栏，详细信

息另见第 1.4 节）。支持非机动车交通出行的高

水准环境为将来实现通达性好的、低碳的城市愿

景奠定基础。

我们很难在现实世界中寻找样板模式照搬到

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土地分配与再分配方式

在中国城市跟西方的实践大不相同。相比起来，

中国的项目规模很大，开发密度很高。尽管取得

成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必然是相通的，但我们无

法肯定某些西方的原型是否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的

环境。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的模

式，却忽略了挖掘中国本土的实例。中国城市具

有丰富多样的环境特质，这当中的许多特质，正

是那些为城市未来的前景而争论的学者们所倡导

的。基于我们现有的评判标准，其中一些城市案

例是世界一流的。这些成功的城市环境是如何组

织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那些愿意在新的

城市发展进程中参照其成功模式的人们来说，这

些研究是很有用的。

本书中的案例并没有凸显人们所期望的每一

种环境特质——低碳的、愉悦的、繁荣的本土环境，

但它们都在综合多样的评判标准中得到了较高的

分数。研究这些案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人们

去了解城市环境的规划原则或者规划标准如何在

现实中得以实现，转化成富有人气活力的真实环

境场所。我们通过展示案例中真实的环境，从而

表明这些原则确实产生了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提

供了丰富的细节信息和社会行为的结果，有助于

引导我们在城市发展中创造更具人性化的新环境。

城市交通生活的八原则

1. 步行：建设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

2. 自行车：优先发展自行车网络

3. 联系：创造密集的街道路网

4. 公交：支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

5. 混合：建设多功能混合的邻里社区

6. 密集化：将土地开发强度和公共交通承   

载能力相匹配

7. 紧凑：确保紧凑型发展，提倡短程通勤

8. 转化：通过规范停车和道路使用，增加

出行便利性。

八原则由包括 ITDP, 杨·盖尔建筑师

事务所（Gehl Architects）, 纳尔逊尼加

德咨询协会（Nelson Nygaard）及卡尔

索 普 事 务 所（Calthorpe Associates）

所组成的城市设计专家团队共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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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珠江三角洲的案例在发展年代、环

境区位等方面千差万别，但每个案例都向我们展

示了街道、街区地块、建筑物和开敞空间等物质

环境的规划如何承载起非机动车和公交出行模

式，从而维持着非常低的私家车使用率。这些案

例均展现了有活力的社区，通常以中心的公共空

间为特征，所谓的“中心”不仅指其空间位置，

也意味着它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这些场所

承载了多样化的功能活动和土地利用，这当中既

有人为规划设计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本地社区自

身的渐进式发展因素。其中一些例子展示了，当

地社区是怎样通过对物质空间环境的直接干预来

参与演进发展的。另外，一些案例还表现出居民

在年龄、家庭组成以及收入、社会地位方面实现

社会融合的现象。因此我们选择不同类型的案例

分析，目的是展现这些理念丰富多样的实现方式。

1.1 研究目标

初步的场地调研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识别哪

些城市区域、社区和建设项目能将可持续发展原

则付诸行动，以便我们更好地进行案例研究分析。

最初的案例选择涵盖了四种城市类型：历史街区、

单位大院式中层住宅区、城中村以及现代化项目。

不同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法律背景令这几种类

型的项目在林林总总的案例中脱颖而出。基于这

些地区的案例，我们增加了另外一部分项目作为

补充，它们最核心的组织特征是基础设施，而不

是行政或产权边界。

调查的第一项工作内容是通过现场调研来研

究这些社区日常生活的运转及总结该类型项目的

成功之处。这项研究作了量化的记录，避免了因

对成功项目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尽管项目

的设计、规划布局、所服务的人口规模都明显不

同，但我们皆以步行人流量、步行距离、公共空

间的状态、公交的使用情况、街区商业设施的人

气等量化的计分作为衡量项目成绩的标准。我们

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下的城市发展中实现这

样成功的公共空间活动程度或达到一定的非机动

车交通出行比例？

调查的第二项工作内容是了解这些项目是如

何得以实施的。对于由地产开发商主导的单一项

目，我们调查项目的规划和发展进程。对早已存

在的社区，调查的重点便转向了该社区最近十年

所实施的发展项目。对基础设施建设，则定量地

考察其对人流物流、土地利用和房地产价值所产

生的影响。

研究的第三项工作内容是对这些地区或项目

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进行访谈，从而了解他们的行

动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些访谈内容为后面的社区

参与项目及结果提供了背景资料。

最后，我们排开历史因素，关注当地人们现

在如何适应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

状况是检验项目是否成功运转的首要标准和基本

特征。同样，当地人们对于项目发展历程及其影

响的看法也很有意义，这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人们如何互动以实现项目，以及他们是否觉得其

生活因这些项目的实施得到改善。

1.2研究范围、方法与案例概述

所有案例的研究都涵盖某些基本的信息，案

例的研究方法也大致统一，但每个案例关注的细

节信息、采用的指标则有所不同。调查主要由一

支调研小队在各区域集中开展数天调查所完成，

时间为 2010 年初夏的两周。进一步的补充研究

单位：工作单元，或公司。亦指由国有企业

进行开发的地块，地块内包含了工作场所、

服务设施，以及工人的住房，后期一般规划

为3至9层高的建筑所组成的行列式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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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场地调研则在 2011 年期间以及 2012 年初开

展。所记录的数字与观察，虽然只是居民日常生

活行为的反映，但研究团队可以从中推断出居民

的日常生活模式。

纪录工作借助了各区办事处、街道居委会和

居民组织的档案库，实地访谈内容被逐字记录收

集和汇总，场地调查员也记录了他们现场的观察。

这些记录被组织成文，并与其他相关资料整合起

来，形成案例部分的内容框架。

以下是每个案例的概述。基于案例中不同项

目和区域的特殊性，下面将介绍每个项目的主要

成功之处。

第一部分：历史核心区和城中村

1. 逢源——西关

逢源街区地块是西关历史街区的典型例子：

以低层建筑为主的高密度居住环境，几乎完全是

非机动化出行。低建筑层数搭配高建筑密度，布

局复杂却巧妙的步行街巷系统，这与社会生活和

商业活动紧密相生。街道居委会与当地居民共同

承担街道的修复和景观美化工作。

2. 十三行——西关

在这一历史悠久的街区，商贸交易、货物打

包、集结整编和转运航运在完全不用机械的情况

下延续了几个世纪。复杂的物流系统依靠单纯的

人力在此处公共环境提供的资源条件下自成一

体，有效地运行着。街道的布局亦很好地支撑着

这些本地的、区域的，甚至是国际的贸易功能活

动。

3. 上下九——西关

此处高品质的步行街道环境孕育了其自身的

独特个性，且一如既往地保持多年。步行街与周

边城区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同时人们也可以轻松

地在步行街中通行。享誉全中国的商贸活动在这

里的街区地块和街头巷尾形成了积聚效应。如果

开发密度、地块大小、街巷的连接体系没能取得

如此微妙的平衡，这里的积聚效应几乎不可能发

生。

4. 小洲村

风景如画的传统民居、祠堂寺庙、石桥、街巷、

蜿蜒的河涌水网，以及古树相随的淙淙溪流，共

同形成了一幅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绝美岭南水乡

风情画卷——小洲村。随着本地艺术家和学生的

到来而投资增设的艺术工作室、咖啡馆和其他店

铺促进了小村庄的更新升级。在这里，行人专享

的核心区域以及纤细密集的步行路网得以保留，

非机动化交通的邻里空间充满活力，同时又能适

应于现代社会，因此小洲村是我们案例研究的典

范。

5. 岗顶—石牌

石牌、岗顶共同形成了一种高效城市交通的

特殊模式。石牌村具备高效的非机动车街道网络

和多元化的商业环境，与岗顶密切联系。而在岗

顶，BRT 快速公交、地铁、步行和自行车的换

乘枢纽站以最有效的方式承载了大规模的交通流

量。低收入社区、高容量交通设施，还有涵盖各

种市场分类的商业活动，这种不寻常的组合搭配

孕育了石牌—岗顶这一广州重要的城市中心。

第二部分：交通设施与河涌水道

6. 广州 BRT——石牌桥交通换乘

得益于地铁和 BRT 快速公交的服务，石牌

桥在城市中占据了重要的中心区位，适宜进行高

强度开发。此外，当 BRT 系统建成后，新的步

行道也得以建造，自行车道被重新编入 BRT 走

廊，还在大部分车站设有公共自行车站点。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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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的新开发以商业项目为主，同时在周边区域也

包含了高密度的住宅项目。该区域步行街道网络

密布，新建的地铁、快速公交和周边项目之间实

施无缝接驳。新开发建设的大型项目太古汇集合

了零售、酒店和办公的功能，仅有 4% 的建筑面

积用于停车，按照国际标准这是非常低的，当然

也大大低于中国对于路外停车的国家配建标准。

7. 半山自动扶梯

一个简单的机械在香港中环沿陡峭的斜坡运

载人们上行下行，塑造了沿坡周边街区的出行模

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半山自动扶梯促进了其近一

公里长沿线各类新建筑物、商业设施、公共基础

设施的投资建设，尤其推动了最高处山地的再开

发。半山自动扶梯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因为它使一种可持续的独特交通模式与此处的现

代社会和传统场景得以融合。

8. 东濠涌绿道

这条经过改造修复的河涌水道联系着白云山

和珠江，曾经是独具广州特色的的城市景观之一。

这里原先是一个露天的城市排水渠，现在其上部

虽然被高架的快速路遮盖，但高架桥下已被翻新

改造成为人们骑车、漫步的休闲滨水空间。这一

杰出范例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充分利用大型基础设

施的边缘地带创造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为社区赋

予全新的休闲空间和活跃的中心场所。景观设计

的高品质，以及对广州当地自然气候和本土社会

环境的周全考虑，使这个案例所获得的关注远不

止局限在本地城市范围内，它正逐渐成为一处重

要的观光景点，也为其他相类似的城市建设提供

榜样。

9. 荔枝湾涌

荔枝湾涌的修复改造项目也是一个出色的成

功案例。项目工程将过去的被覆盖的河涌重新恢

复成露天开敞的运河，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公共空

间，同时改进了城市规划设计。这条历史悠久的

河涌以前将水流从山地向北、向东引，最终流入

荔湾湖。工程需要拆除建筑物和搬迁居民，以及

重建城市给排水系统。河涌沿岸新的公共空间吸

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周边规划良好的社区开

始感受到身处重要观光景点所带来的收益。

第三部分：中层社区

10. 六运小区

六运小区座落在天河区的中心地带。此处毗

邻主要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购物中心，其

密集路网形成的城市肌理不同于天河区其他如纪

念场所一样宏大的空间，这里成为了日常公共生

活中非正式的中心区域。街区内宜人的街道由步

行交通和自行车主导，其规划布局很适宜小型的、

创业型的商业设施。六运小区案例成为了社区生

活和中心区商业活动恰当融合的范例。这里有别

于同类封闭式住宅区的最大特点，是其对外的开

放性，以及街区内部的完全步行化，同时在建筑

底层设有沿街商铺，这都为各种功能活动的混合

创造了条件。六运小区可为中国成千上万的单位

大院或类似的中层住宅区提供改造更新的范例模

式。

11. 江南新村

江南新村是典型的 20 世纪 80 年代广州城市

开发项目之一，它有着多样的土地利用规划，极

其丰富的、具有吸引力且适宜步行的公共环境，

同时拥有细密的街道网络，而且最近步行网络还

进行了改造更新。该地区持续吸引着新的社会功

能活动以及住宅和商业设施的注入，包括其外围

的高层建筑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本地居民

的积极参与，这些新的内容在该处得以很好地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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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园新村

广园新村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住宅开发项

目，这里的很多开敞空间得以改善，从而适应活

跃的公共生活。市民深入参与到公共生活的改进

项目以及各类社会、商业活动。在这样的努力下，

高度多元化的公共空间网络得到了良好的利用，

建筑首层设有沿街商铺，步行道路网广泛遍布。

街道被重新规划设计，以约束机动车交通，规范

停车行为，也明确了行人优先的原则，多处公共

空间得到改善。当地社区积极的协助与配合塑造

出适宜步行的公共空间，从而支持小型企业商户

的发展。

第四部分：超大街区

13. 黄埔花园

这个大型的高密度住宅区同时也是一个吸引

外来游客和工作机会的重要商业中心。较亲切的

空间尺度以及便于出行的规划布局，使居民喜欢

上了这个中高层建筑项目，游客则享受此处舒适

的街头购物体验及其便利的公共交通服务。黄埔

花园的步行系统高度地复合紧凑，人们可以从建

筑的裙楼、地下走廊和购物空间进入花园，或到

达娱乐设施。

14. 骏景花园

在这个大型的现代住宅项目中，公共空间和

街道容纳了活跃的社会生活。商业设施沿住宅区

内的步行道排列，丰富了街道的生活体验和场所

的意义。住宅区的开发因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延

伸而与周边环境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低比例

的停车位配置以及对机动车交通的管制，使居民

在远距离出行时倾向于使用附近的三个 BRT 站

和一个地铁站。开发商考虑到了当地社区的需求

和期望，增加了休闲游乐设施和商业设施，同时

将主要街道规划为步行空间。开发商从该项目首

期开发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融入到后期的

开发建设中。

第五部分：渐进式发展

15. 华侨城

该项目占地近 4 平方公里，高品质的街道环

境和公共空间使这里成为让人满意的工作及生活

场所。项目的规划布局和街道路网的设计使基地

内部的大部分交通依托步行和小巴。开敞空间几

乎完全被公众享用，而且设计成可容纳类型广泛

的娱乐休闲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开发商还支持其

工业园的一部分转化成艺术与设计工作室、展览

空间及其配套设施，这在深圳尚属唯一。

16. 华强北

该工业区已更新改造为深圳市最重要的商

业、贸易和公共活动中心之一。政府公共部门提

供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对小地块的划分、相

对较小的开发单元和公共交通服务。私营部门对

此做出积极的响应，将原来厂房转换为新的用途，

植入新的住房和购物设施。这里是深圳公共环境

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汽车、行人和自行车在街头

巷尾并行不悖。相对较少的停车空间以及狭窄的

小街道使该区域在商业氛围与人气活力方面取得

了成功。

以上 16 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我们在前面所

概括的关于城市发展的良性原则，而正是这些案

例的多样性，让我们深信几乎所有的新项目都可

以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1.3		本土发展实践，应对中国城

市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城市化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每年

将近 2 千万人涌入城市。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扩

张程度，按照百分比计算，远远高于其人口规模



综述

6

的增长。这导致了城市交通的机动化、城市环境

的恶化以及农田的减少。对此，城市规划在城市

和更大的区域层面越来越疲于应对这些紧急的状

况，却不是向人们展现出一种前瞻性的蓝图。

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建设，都是以大板块开发

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开发往往会在更大的城市范

围内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很多情况下，这种开

发往往出现在新发展的地方，紧挨着其他新项目，

有时毗邻区域的发展前景甚不明朗。结果导致这

些项目通常过于封闭，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在外

部显现。以上种种的消极结果让我们意识到，不

应该把本地街区的开发仅仅看作是一揽子不相干

的项目的堆砌，而应该让他们在更宏观的层面形

成一个整体系统。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人们的需求，可以

在本地街区的开发中减少城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除了考虑硬件建设，我们应该想一想人们是

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生存环境质量如何，与他们

生活环境相关的需求应该如何得以满足。衡量成

功的标准包括：增加非机动化交通，减少交通成

本；创造富有活力的公共环境，提升土地的价值，

为商家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以及在街区环境管

理上，实现更好的公共参与。增加地区内部的日

常出行比重，拓展区内短途出行的范围，可以减

少更大范围的交通需求，使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成

为地区交通的主导，有利于创造更有活力的公共

环境。这种参与公共环境的程度，是我们考量社

区的其中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拓展至对公共

空间的直接管理，以管理计划形式开展的对空间

本身的投入，对物质环境的人为干预，以及公共

活动的表现情况。

在接下来的案例当中，我们通过对本地人群

行为模式进行详细的地图跟踪与描绘，试图在本

地社区当中寻找出正面积极的指标特征。这些行

为模式包括，本街区的交通出行情况，公共空间

的活动，以及本地街区如何与更大的城市范围积

极互动。

在街区尺度层面，支撑该处的社会生活、商

业功能、交通状况的物质环境要素表现为：街区

地块的交通网络与规划布局，公共空间的位置和

设计，各类土地利用功能的整合，建筑首层商铺，

步行为主的街道空间，以及有效的停车管理。

选取特定区域的研究方式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适于研究中国本土城市发

展的一处选择，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文化

以及城市实践意义上，这里都具有历史特殊性。

第二，珠三角地区有着中国为期时间最长的土地

改革创新探索。在沿海城市和区域当中，深圳首

先成立了“经济特区”（1980 年），改革政策

很快拓展至广州（1984 年），以及整个珠三角

地区（1985 年）
[1]

。相比起中国其他地区，珠

江三角洲在城市发展上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市场经

济的洗礼，这带来了土地规划实践的创新，以及

更高的公平性。这里的城市发展建设紧邻香港，

而香港的城市发展更早且方式与内地截然不同。

这种建设进程持续了三十年，现在正是我们进行

反思的绝佳时机。良好的城市发展模式应该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只有在珠三角我们才可以看到，

在持续近二三十年之久的新制度体系下所进行的

规划成果，以及现存社区所展现的多样化的独创

理念。另外，珠三角地区同样还保留了一些具有

千年历史之久的城市社区。

对于现实中更多可供研究的样本，我们只需

要考察其中的一部分案例。珠三角的三座超大型

城市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管理体系和社会

制度当中，它们代表着一条从广州至香港之间跨

过珠三角的动力轴（图 1-1)。珠三角的范围不

局限于这一条城市高度发展的轴线，但轴线中的

三座城市是这个区域最主要的领导者。

选取特定的区域开展研究来寻找最佳的规划

实践 , 比起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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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有价值。尽管对于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取

得强烈的共识，但最佳实践不可能脱离于特定的

背景而存在。在历史上，中国的空间规划实践充

满着多样性，它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地

理环境、自然气候、城市在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不同的城市管理方式。历史上显然存在着相

互关联的一系列规划理论原则
[2]

，但是在现实当

中，它们却因区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多样性。考虑

到因这种区域性而产生的巨大差异，从北京中央

下达的管理规定和政策往往是高层次而笼统的。

因此，对于很多关于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的关键

决策，往往是由各个城市自己的管理层制定的，

还有很多这种决策是由地方和区级决定的，正如

报告中的许多案例所显示的。

珠江三角洲的这三座大城市各有不同，但又

具有一些区域共性。最显而易见的是珠三角地区

共同的气候特点：长期温暖的雨季，以及短暂、

凉爽而干燥的冬季。在历史上，这种气候条件孕

育了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建筑形式，比如骑楼、

或者是底商住宅建筑，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

现代城市中找到它们的踪影。众所周知，广州的

城市公共生活，与中国其他地区大有不同。公共

生活在广州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都可以在

城市的街区环境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里的自然气

候，以及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而形成的相对自

治，还有历史上与海外文化更频繁的接触，形成

了珠三角地区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广泛公共性。

最后，该地区的地理条件对这里的城市形态

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疏浚河网是本地街区规划组

织的基础。深圳，这座城市名称的本身，就具有

水环境的含义（深圳：意即田野当中深深的水道）。

岩石成分较多的丘陵地带，伴随着平坦的低地，

被河网、水道、池塘所环绕。在这三个主要城市中，

山地丘陵成为重要的城市景观。那种广泛遍布的、

垂直正交的规划布局形态，即传统的中国城市规

划理论当中重要的形态特征，在中国的北方城市

中十分常见，但在南方这种到处是丘陵地形、自

然水网和人工运河的环境中就很少见到。因此，

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尤其是对地形条件的适应，

成为了珠三角城市建设的重要考虑因素。

然而，这三大城市的发展差异巨大。比如，

广州城内广泛遍布历史街区，当中的院落式住宅

在其他两个城市则不存在；除了在城市中残存着

几个村庄，深圳是一个没有太长历史的年轻城市。

深圳的城中村，大部分被重新改造成垂直正交的

布局，而大部分广州的城中村，却保持着它们原

本自然有机的形态。香港则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城

市形态：一种是高密度的、方格网状的城市环境，

这种街区大部分在二战前建成；第二种是按照英

国新城市运动的原则所建造的连串状的新城区。

每座城市都有一些不同的传统，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建造而成。

广州融合了历史传统形态和当代的创新城市

形态。今天，很多人认为新的事物应该考虑其过

去的传统。然而与传统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似

乎成为这座城市取之不尽的文化和创意源泉。对

于广州这样的城市，一层一层的历史积淀，以及

丰富的城市肌理，激发创造出更多新的可能性，

也成为珠三角的一笔巨大财富，这里主要的大城

市正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信息型经济迅速

发展。

深圳是那种历史较短的城市的典型代表。很

大程度上它是正式规划的产物，通过三十年时间

的建设经营，已经与另外两个超大城市规模相当。

在深圳创造一种富有吸引力和人气的城市环境并

不容易，但也有一些例外。只有在这样一座全新

规划的城市当中，我们才能寻找到如此规模的成

骑楼：一种沿街布置的连廊建筑空间，典型的

骑楼一般底层设商铺，楼上用于居住，或者是

指这种建筑形态集合起来所形成的这种街道界

面——见图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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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珠江三角洲，案例所在的城市：广州、深圳和香港。

N

0 20km

功范例。这种物质环境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

产物，按照单一的空间逻辑规划建成，且刚开始

日趋成熟。功能的置换带来建筑肌理的转变。这

种开发建设的模式在中国是全新的——在街道和

地块网格中的一种原子微粒化的、市场导向的建

筑体系，与曼哈顿相似。这种城市开发的时机，

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

显然，香港看起来在城市规划组织方面与包

括广州在内的大陆城市截然不同，延续着战后现

代化的城市规划，老城区与新城区都以非常高密

度和紧凑的形式建成。除了在二战结束前建成的

中心，城区都与轨道公共交通紧密结合，尽管香

港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出行都通过公交车完成。在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采用特定

的英国城市发展政策，使香港与大陆地区相差甚

远，而大陆通常以一种相对低密度的方式实现城

市扩张。在香港，土地权属与土地交易影响着一

块土地可以建什么，以及如何兴建。所有这些条

件都造成了香港的建筑肌理与深圳、广州截然不

同。

珠三角这三个主要城市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

和历史，在今日形成了各自丰富多彩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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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处城市区域达到了以下某些或全部要

求，我们则认定其为“最佳实践”：

创建以人为本的城市：城市交通生活的八原则

1. 建设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

人行横道尽量短，强调人行安全与便捷。

限制道路宽度，主要交通道路红线不宽于 45 米，地

方支路红线不宽于 25 米。

限制车速，地区支路的车速限制在25公里/小时以下。

结合交通宁静措施限制车速。

鼓励地面层的公共活动，沿主要的人行路径设

置可供休息的场所。

为了改善人行步道空间的活动、可视性和安全性，居

住区应该设多个出入口，小区四周的围墙也应撤除，或

者改成视线通透的围栏。

规划混合功能，鼓励人行步道上的公共活动；减少人

行步道与建筑之间的距离：零售商店旁 1 米为宜，办公

和商业设施为 3 米，公寓居所为 5 米。

设置直接路径和可穿越的街块，以减少步行距

离。

平均地块宽度限制在 150 米以内。

设置公共通廊，使行人可以穿越现有的超大地块。

设置安全、明显和直接的行人路径，至少 3 米宽，

通往交通、购物与工作中心。

2. 优先发展自行车网络

道路设计应强调自行车的安全与便捷。

除慢速地方街道以外，所有道路应设置专用自行车道，

各方向至少 2.5 米宽。

在建筑物、道路和交通站点提供安全的自行车停车位。

3. 创造密集的街道网络

创造机动车禁行的街道或绿道通廊，鼓励非机

动交通出行。

设置汽车禁行的通廊穿过城市街区，通廊之间的间隔

不超过 800m。

创造密集的街道网络以加强步行与自行车交

通。

每平方公里规划不少于 50 个道路交叉口。

采用多样的地块大小与街道设计来为各种交通提供选

择。

在一个较大的城市地域呈现出的这种多样性，同

样有趣地反映在中国另外两个重要的新兴城市地

区：长江下游流域，以及北京—环渤海地区。

1.4		最佳实践的定义

良好的城市发展可以在其建成环境的品质上

得到反映，人们可以通过物质环境要素、物质空

间的使用状况，以及使用者的感受对其做出评价。

在本地街区层面取得的成功可以为城市层面、甚

至是更大区域层面做出贡献，并被看做“最佳实

践”。

承载着多种城市功能的居住环境，可以满足

本地街区大部分的生活需求。多样化的公共空间

领域丰富了人们的感知环境，提高了人们对当地

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一处富有生气的空间和宜居

环境可以持续吸引人们与活动。一处新兴的公共

环境总离不开持续稳定的商业的投资、人气的注

入，以及公共活动的发生。与当地历史背景和地

理环境相适应的城市开发，往往对居民和游客更

有意义。新的开发建立在对传统的尊重之上，可

以赋予该处新的意义和理念。

我们也许能认识到当下人们对城市空间的需

求，但是对未来需求的预测则很困难。为了能既

保留历史传统，又满足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使用

需求，城市的形态应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获得类

别广泛的产品和服务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我们应

尽可能在本地街区范围内满足这些需求。但居民

总有到达更大的城市区域的需要，这些出行需求

应得到可靠、高效的保障，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

良好的城市发展具有许多成功之处。以下是

我们筛选评价成功案例所采用的八项目标和方

法。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案例能满足当中的所有要

求，但这些原则代表着衡量成功的尺度标准，因

此也为规划者、设计师，以及那些持续地为社区

的改善付出努力的人们指明了奋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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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濠涌，一条修复后的运河，夜景。

利用平行路径分散大流量交通，而不是用更宽

更少的主干道将大流量交通集中起来。

联系各邻里间的通行干道之间距离不大于 300 米。

4. 支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

保证频繁和直接的交通服务

每隔 800 米建立至少一条有专用通道的高容量交通

通廊。为大多数乘客减少转乘的次数。

提供多模式综合交通体系，在各种交通模式之间确保

无缝接驳。

在住所、工作与服务的步行距离内设置交通站

点。

所有新建住宅与办公中心应设置在距离街区公交站点

400 米范围内，以及距离区域性公交服务地点 800 米的

范围内。

5. 建设多功能混合的邻里社区

规划、规定和设计最优的居住与服务平衡功能。

在居住开发范围为不同收入与年龄的群体提供住所。

在住所 400 米范围内提供购物、学校和配套服务，

包括为特殊年龄段提供的服务，比如托儿所。

提供多样、易达的公园和户外空间。

邻里公园应该设置在距离住所 400 米范围内；区域

性的大公园应在 1 公里范围内。

独特的自然环境、地方文化和历史遗产应该得到保护，

并加以创造性地再利用。

6. 土地开发强度与公共交通承载能力相匹配

将高强度的开发项目沿高容量的公交走廊布

置。

开发强度与公交系统的承载力相匹配。

开发强度的增加与公交承载力的提高相协调。

在就业集中的区域，布置功能混合的街区，满

足日常生活需求。

休闲、服务、零售功能应混合布置在就业集中的区域，

满足工作者每天的生活需求。

7. 确保紧凑型发展，提倡短程通勤

将建设集中在现有城市内或紧邻地区，以减少

城市的蔓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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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保存、再利用和填充加密现有用地，以及平衡正

在发展的新建高密度区域，寻求紧凑的区域建设基底。

尽可能避免在农业用地和其他环境资源用地上建设。

在短距离的通勤范围内实现职住平衡。

分散就业中心，将上下班通勤路程限制在 5 公里以内，

或 15 分钟内。

创造较小规模的分散性办公集中区，从而鼓励反向交

通。

8. 通过规范停车和道路使用，增加出行便利

性。

在主要办公区限制停车，从而减少交通高峰期

的驾驶出行。

在办公区，配建的停车位应限制在 0.2 位 / 人。

取消长期路边停车位，从而减轻拥堵并且减少道路宽

度。

取消为居住建筑停车配建最低标准，在城市范围设定

与私人汽车使用量目标相符合的最大停车位标准。

停车费应根据每日时间段和地点的不同而调

整。

设立拥堵管理系统，在高峰期限制机动车进入主要城

市和办公街区。

在超负荷的道路和桥梁收取通行费，并以此费用支持

公共交通。

根据每日不同时段和不同地点调整停车费，从而保证

车位周转率。

什么是成功的标准？

在城市发展中，这些解决交通问题的方式可

以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现。通过上述内容介绍，

我们已经了解到城市哪些空间形式特征足以证明

这些方式确实有效。针对物质环境采取的一些措

施通常效果都是不错的。良好的城市开发建设包

含如下物质环境要素：

一个支持人们通过非机动化方式满足日常出

行需求的交通系统——与日俱增的日常出行涵盖

家庭生活和个人活动。如果在街区范围内，人们

通过非机动化出行就可以满足这些出行活动，城

市基础设施的负担和环境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改

善，生活质量也会有所提高。非机动化出行作为

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是衡量城市开发建设成就

的重要标准。

服务于较远距离出行的公共交通系统——城

市规划的重点工作是规划人们采用何种方式完成

日常的出行。其中大量固定的出行是来往于工作

地与住所之间的，而都市人也有越来越多的交通

选择。在此，街区环境的规划方式成为关键的决

定性因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私家车并非必需

品，而且它也是沉重的交通压力和环境负担，因

此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用公共交通来完成与工作相

关的出行。如果街区规划得好，公交出行可以更

具吸引力。人们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程度，是成

功的城市建设的指标。

在邻近尺度范围内的土地功能混合使用——

可以让街区内的商业配套、基础设施满足日常生

活需求，这本身就是项目的成功之处。虽然这些

设施可能仅仅只是被隔离在大门咫尺之外，但最

好的方式还是在一个建设项目本身或者邻里街区

范围内就把这些配套需求综合考虑进去。关于混

合使用的实现途径，珠三角地区的案例可以为新

的城市开发提供大量的启发和经验。当不同使用

需求之间潜在的冲突得以成功化解时，土地功能

混合便可大大提高生活质量，增加本地居民日常

活动的愉悦感，且最终让这一场所在整个城市系

统中的价值得以提升。在此，我们衡量成功的标

准是不同功能的混合程度及其实现的方式。

行人、非机动车成为主导，充分实现无车的

街区环境——大多数人希望自己的居住街区不受

别人私家车的侵扰，但越来越多人希望能方便地

使用自己的私家车。新开发的某些特征可以处理

这种矛盾而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但当地社区必

须积极地维持街区的这种环境品质。一种简单的

衡量标准是：街区内的交通系统，以及交通出行

本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机动车？对

于那些希望自己的街区能拥有同样环境品质的人

们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其实现方式。在此，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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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和管理是实现少车或无车街区环境的关键

因素。

被当地居民良好使用的公共空间——当户外

空间得到充分使用，满足了当地居民的广泛需求

时，我们就认为这是成功的案例。当这种对场所

空间的使用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场所空间就变得

对当地居民赋有意义，如此一来，实际用途与精

神意义便得以结合。有些场所仅仅存在标志性的

意义而鲜有活跃的公共活动。人们需要生活以及

开展日常活动的场所同样富有意义。因此，场所

的活动及其公共价值成为了衡量成功的标准，这

表明历史或者设计将场所馈赠给了与之相联系的

人们。

本地街区以紧凑的形式进行高强度开发建

设——高强度开发建设是实现前述目标的先决条

件。人们对于“高强度”的标准不一，通常开发

强度以容积率 (FAR) 来衡量，合理的容积率往

往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数值，而是一个范围。当

容积率较低但在合理的范围内时，有许多方法可

以弥补，但是太高的容积率可能无法达到上述的

目标。在珠三角，居住区合理的容积率不应低于

2.0。某些项目由于含有大量的城市配套和公共

服务，其整个项目或开发街区的容积率可能会更

低。紧凑的规划布局使步行前往目的地更加便利。

线型的、带状的城区开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普

遍存在，但较少经得住考验，除非沿着大型的公

交走廊进行开发，并在站点周边区域高强度建设。

街区应与其周边环境相联系——这种联系通

常可以在现场和规划中观察到，我们首先应从这

两个方面找到证据。然而，人们的出行往往会遇

到各种障碍，其中的某些可以被逾越，因此它们

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们正是要考察街区中这种

出行障碍的可通行性。通常，最关心街区通达性

及其与周边城市联系性的，是当地居民。其次，

通过观察案例研究区域内的日常出行以及通达周

边地点的方式，我们要看看潜在的联系是否得到

有效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步行距离的远近是

我们衡量成功的最后一个标准。如果空间环境是

对人不友好的，或给人造成困难，人们就不愿意

步行到较远的地方，或干脆避免步行。

居住环境应该具有适应性——城市总在不断

地变化。街区应不断适应新的需求和标准。这种

适应性表现为该场所具有价值，人们一直以来愿

意对其投资，而且处处充满新的契机。这种投资

可能是经济的，或仅仅是使其成为有使用价值的

公共空间或休闲购物场所。我们认为这样的街区

是富有活力的，并且有很多的评判标准：人们使

用当地空间的方式，新兴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

居住空间向商业空间的转化，或者在现状城市肌

理中彻底置换某一结构，而不改变这种肌理。

价值的体现——良好的城市开发建设会体现

两种价值：各种要素的交易价值，以及各个要素

本身及其所构成整体的使用价值。当某地变得令

人满意，该处的房产交易价值会提升。优秀的开

发商销售升值的项目。他们为城市社会创造了令

人满意的产品。本地居民自己通过他们对社区的

感知，或对社区环境的直接介入，同样也可以提

升该处场所的价值。交易价值还可以借助外部力

量得以提升，比如规划措施或建设新的交通基础

设施，但这些不是我们在研究当中首要考虑的，

我们应集中研究当地本土的作为。

使用价值显得更加隐性，但同样重要。人们

心目中某场所的价值往往以公共参与的程度为准

绳。当出现开发建设或街区改造的议题时，居民

希望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期望这种改变能反

映他们自身的价值。他们的“家园”不仅仅是他

们的住所本身，而是其所属的整个社区。居民出

现在公共环境中，是界定公共参与度的衡量标准，

也是该场所使用价值的体现。同时在发展进程当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社区所扮演的角色。不管这

种社会参与所带来的结果好坏，社会进程作为社

区的动力也是成功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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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案例研究介绍

我们最终确定了五种类型的案例，囊括了中

国城市的主要城市形态：

1. 历史核心区和城中村

2. 交通设施与河涌水道

3. 中层社区

4. 超大街区

5. 渐进式发展

我们尝试着展现各种城市建设的类型。新的

开发项目可能符合我们提倡的某些标准和要求，

但即使在其本身的空间范围内项目显得多么合

理，它们越来越表现出对更大范围城市环境的消

极影响。当下高品质的开发项目应该被展示传播，

为其他的开发者们提供借鉴。

单位大院，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经济单元，通

常表现出整齐划一的建筑设计，拘于形式地遍布

街区。珠三角典型的单位住宅一般为 9 层高，或

者是更低层的楼梯楼，它们曾经为一个特定的工

作单位所拥有和使用，现已转为私人居所。许多

现代主义的理念原则常常在此有所体现——追求

效率，理性地进行规划，不加装饰的功能主义——

它们由苏联引入，在中国被加以改造。尽管常常

因其带有艰苦时代的印记而遭到摈弃，但它们也

有很多积极的可取之处值得褒扬，也由于这种形

式随处可见，所以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

历史街区的城市肌理在其文化意义上具有重

要价值。这些场所注入了浓厚的广东文化，时至

今日依然充满生气。他们也仍然为我们当今的城

市规划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这并不是说我们

应该在新的开发项目中复制庭院、小巷或骑楼这

些历史肌理，尽管这样做也未尝不可。但是它们

有更深层意义上的经验值得挖掘，帮助我们思考

如何对当地场所进行空间规划。在广州发现的这

些历史街区，也许是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当中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城市中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从中可

以发掘出某些良好的城市规划实践。人们并非普

遍地向往那里的生活，但那里的生活多彩迷人、

充满幻影。我们的目标是从城市里这些资源、能

量高度密集的小土地中，探索未来城市开发建设

的经验。在中国责权下放至地方城市的时代背景

中，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如何实施规划至关重要。

城中村对城市经济影响重大，其自身也为外部投

资提供大量资本。它们是城市中最密集、规模最

大的居住区 ( 图 1-2)。

最后，有些项目作为城市中全新植入的基础

设施，间接地改变了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比如

香港的半山自动扶梯和广州的 BRT 快速公交。

在此，明确的公共投资目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改变了市场环境，扩大了最初的效益。这些案例

展示了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如何共同合作改善城

市。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将详细介绍所选的案例，

最后再总结出为我们未来实践所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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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广州案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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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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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2.1   逢源 - 西关 

2.2   十三行 - 西关 

2.3   上下九 - 西关 

2.4   小洲村

2.5   石牌 – 岗顶

历史核心区与城中村
密集的步行网络与功能混合的建筑

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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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引言：
广州西关的历史沿革

西关平原是广州原有城墙西面的一个低洼地

带。水沿着河道自然地从地势较高的东北部（上

西关）流到地势较低的西南部（下西关），在珠

江和小北江的交汇处形成了一个穿插着道路的复

杂的运河系统。广州人使用水坝和防洪渠道来抵

御季节性的洪水。为了在石头覆盖的街道中间埋

藏排水管 , 东西向的街道普遍比南北向的街道要

更长更宽。宋朝和元朝（公元 960-1367 年），

瓜果蔬菜的品种丰富，产量增加，手工业开始萌

芽。而在明朝（公元 1368-1644 年），商业文

化开始发展。广州的西关地区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从怀远驿（一个为政府官员和商务旅客设立的贸

易岗位）的设立可以推断，早在公元 1406 年就

有外国人在西关从事商业贸易。此后不久，这里

建起了一个拥有 120 栋房屋的专门为外国商人聚

居的居住区。

在早期，一个叫十八甫的商业区建立起来，

顾名思义，这个商业区一共包含有 18 个街区。

十三行，在当年就已经作为商业贸易和河流转

运地，她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清朝（公元

1616-1911 年）在历史上以国际化商业贸易闻

名，当时的政府越来越注重规范贸易和抽取利润。

而纺织行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尤其是棉花和丝绸

生产。据说，在清初时期，有超过 5 万名纺织工

人在 2500 多家纺织生产厂工作。

正是在这一时期，西关的一些街道开始被赋

予了与这些行业相关联的功能，并以在此进行的

活动而命名。例如，与丝绸行业相关的街道有锦

华大街、锦纶大街和麻纱巷。还有其他的专业街

道聚集了纺织机械工业、纺织品销售与银行。这

种模式流传了多个世纪后直到今天，与其说承继

传统，倒不如说是因为西关的城市布局支持这种

专业化的街道。而事实上，虽然纺织与服装业仍

然是西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但随着新活动的

融入，这些地区的活动也在本质上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然而，正如下文所讨论的，这些地区的商

业功能分区依旧清晰。

对于许多游客来说，西关这片地区是广州城

市的精髓所在。这里独特的空间布局、建筑与巷

道的结构以及在此形成的社会生活，组成了一幅

令人难忘的广州印象。早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

各种商业沿街林立，而居住建筑被包围在地块内

部的空间布局模式。这种有着特定建筑风格的居

住建筑被称为西关大屋。以步行为主的交通方式

使地块的临街面显得非常宝贵。正因如此，人们

将房屋的面宽缩小到所需的最低要求，而将进深

最大化。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模式同时也作为

阿姆斯特丹建筑的特色，在几乎同一时期出现。

西关的主要道路也是为了适应城市的商业生活而

设计的。这种建筑一层是商店，天花板设计得很

高，有时还有店屋覆盖在拱廊上，在当地这被称

为骑楼（图 2.1-9）。骑楼有多种用途：营造避

免日晒雨淋的步行空间，商业店面的“前院”以

及一个连续的建筑空间。连续的多栋骑楼，形成

序列感的柱廊以及门面大开的多家商店共同构成

尺度适宜的连续步行空间。在这层沿街商店后面

就是窄长的店屋，一直延伸到街区内部。

富裕的商人和企业家往往倾向于住在他们自

己的商店附近。当民国时期（1912-1949 年）

的中国经历现代化的同时，传统的西关建筑也经

历了一些转变，受到国外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个

时期的西关建筑运用了西方建筑的立面装饰元素

以及西式的私家花园设计，这些都显示出了西式

的品味。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在案例研究的逢

源社区里面找到，有西式风格的建筑与朴素的民

居混杂在一起。几个世纪以来对西关街区以及巷

道布局的重视和保留，正好证明了这种结构在不

同时代里的强大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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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yun Qu 
  白云区

Yuexiu Qu 
  越秀区

Haizhu Qu 
  海珠区

TianheQu 
  天河区

Haizhu Q
u 

荔
湾
区

Xiguan area

图 2-1 在广州的西关地区

当然，仅仅只有商品和商业而没有通往市场

的渠道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广州长期以来得益

于两个显著的优点：沿着珠江通达大海，以及向

西经中国内陆连接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

十三行是特指与河港相连的贸易和船运区域，与

十三行路密切相关。因为外国人不能直接地与供

应商在广州交易，而这里正承担了非常有用的经

纪与通关的功能。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区域也多

设在所有城市的港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

年）之后，十三行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被取消，

外国客商可与华商直接交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年）期间，愤怒的国人洗劫了十三行并

将它付之一炬。在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历史之

后，今天的十三行又重新成为了货物贸易和分销

中心，主要面向在广东省内生产的纺织品和服装。

这足以证明了这个区位的影响力。最近几年来，在

几乎没有得到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十三行身处于极

度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中，但它仍然保留着作为贸易

和航运聚集点的重要地位。在下文将会详述在路上

的观察所发现的市场活动和功能的运作方式。

正如过去一样，今天这里的街道环境依然是一

个充满活力的功能组合。虽然街道上常常聚集着各

类固定行业的商业活动，但除此之外，在同一条街

道上还有各种其他混合功能组合。主要服务于社区

的街道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服装店旁边是

餐厅，餐厅旁边是便利店，隔壁还有一家五金店。

但是，服务全国或者地区性的街道活动作为一个整

体就是高度专业化的。这种行业活动的聚集是全国

闻名的，也成为了广州标志的一部分。

城市里各种功能混合的好处现在已经得到了广

广州中心城区
Guangzhou city center

0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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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认同。战后时期倡导的地区功能单一的模式被

全盘否定，因为单一功能区域产生了很多无谓的

交通量和萧条衰败的空间。混合功能比单一功能

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这些不同功能之间往往都

是相互促进的。居住区内需涵盖可以最好地满足

当地居民生活需求的特定的服务类型。而且混合

功能的开发可以减少财务损失和被淘汰的风险。

这份研究报告并不着眼于历史，而是关注当

代城市动态变化，最重要的是从西关总结出可以

适用于其他地区发展的经验。幸运的是， 1978

年后的现代化增长的轨迹一直向城市东面推进，

而最近开始往南发展。因此，在这个经济极其迅

速地增长和转型的动荡时期中，西关几乎没有受

到太多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好地保留了西

关空间结构，也包括主要的商业功能（交易与制

造业）、人居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

是在适应当代需要的前提下，如何保持过去与现

代的连续性。西关除了是广州的宝贵历史资产以

外，更具有世界遗产的重要意义。它对当代规划

的启示在于，展示了一个地区如何为不同秩序寻

找一个稳定的空间结构，既能适应各种变化，又

能将其本质保存完好。我们在西关的案例研究最

后回归到这一点，希望从这样的环境中为城市发

展的最佳实践汲取经验。

逢源是西关的一个生活社区。这一大片的街

区的特征是：一个几乎全是非机动化街道的网络

和混合的功能。西关还有其他两个地方值得关注，

因为它们代表了在这个多功能社区发生的其他活

动。首先是十三行，历史悠久的、辐射全国甚至

连通海外的货物集散和水运中心。另一个是上下

九附近的商业网点，聚集着大量专业化商业活动。

在十三行，我们想探寻这个地区的批发、物流和

运输是如何以一种几乎完全非机动化的方式实现

的。在上下九，我们好奇为什么这些专业化的商

业活动能在此生存并长期保持稳定状态。这些问

题的答案为我们未来在城市里规划组织这些活动

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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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西关地区的案例研究

西关地区案例研究

荔枝湾

逢源

中山八路

泮塘路

中山八路

恩
宁

路

六二三路

和平路

第十甫路

下九路

上九路

长寿路

龙津东路

中山七路

上下九

十三行

案例研究区域

人
民
南
路

康
王
中
路

康
王
南
路

宝
华
路

华
贵
路

文
昌
南
路

德
星
路

逢
源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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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案例研究

01
Baiyun Qu 
  白云区

Yuexiu Qu 
  越秀区

Liw
an Q

u  

荔
湾
区

TianheQu 
  天河区 Fengyuan

     逢源

Haizhu Qu 
  海珠区

广州中心城区
Guangzhou city center

逢源 - 西关

基本数据

占地面积：17.7 公顷

建筑面积：525,406 平方米

容积率：    2.0

开放空间：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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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1-1 逢源区位图 . 逢源是西关这个更大型功能地区的一部分。

街区内的居民在街区之外获取服务，而外来者则在街区之内使用服

务

0         50     100        150
逢源社区  Fengyuan Community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华贵 
Huagui

何家祠 
Hejiaci

  耀华 
Yaohua

N

逢源社区分区  Fengyuan Neighborh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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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逢源街区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是西关的一部

分（图 2.1-1）。它北临龙津中路，东接文昌北

路，南边和西边分别是长寿西路和华贵路。整个

街区由逢源街道管理，它由三个社区组成，分别

是：北部的华贵社区、中部的何家祠社区以及南

部的耀华社区。在城市化之前，这里是为五代时

期刘氏皇室保留的公园，但后来恢复为公众使用。

在 16 世纪早期，也就是清初，逢源街区最早建

成为现在这种形式。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发源地，

逢源街区在它丰富的建筑和街道形式上都留下了

历史的印记。在历史悠久的广州中心老城区中，

这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本地社区，也是今天最有

名的一个典型人居环境。

评选依据 
在我们的观念里，这样的地区有很多狭窄的

街道和许多死胡同，不具有良好的可达性。道路

用地面积只占地块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大约为

25%，所有的道路用地都属于共享的公共空间。

当代的规划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增加交通面积，就

可以提高地块的可达性。事实上，如果所增加的

空间优先私家车的通行，反而会大大降低可达性。

这种机动车的通行导致高昂的代价：较差的空气

质量，交通拥堵和大量的资源耗费。因为几乎不

会产生交通拥堵，在逢源街区的非机动化环境里

通行所需的时间是完全可预测的。居民已经适应

了现有的交通路径，出行模式多为步行。此外，

在西关地区还有便捷的公交和地铁服务。因此，

这一地区具有很高的可达性。

这种居住区的另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特点是，

日常的服务被纳入到城市肌理当中。很多“发达”

的城市里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的分离是在近数十年

图 2.1-2 逢源及周边地区的城市肌理图片来源 : Google

逢源

荔枝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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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生的。而在这里，本地每日营业的市场也

融入到了城市肌理之中，而且与住所只有数步

之遥。类似的每天供应新鲜食物的市场和无数

其他满足本地居民生活需求的商店遍布整个地

区。研究这些服务性的空间结构是规划师的兴

趣所在。这种功能分布模式经过很长的一段时

间建立起来，以满足社区的需求（图 2.1-4）。

这些社区的需求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市场的

空间布局已经随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发

达社会，高品质全方位的本地服务是理想的地

方性设施。但这样的布局很少在细节上被研究。

而逢源街区的布局是有效率的——刚好足够的

服务，正确的分布和良好的稳定性，显示出了

一种供需之间的平衡。

西关的第三个独特的要素是在居住环境中

街道的性质。西关的街道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

行人和货物的交通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社会

空间以及室内活动空间的延伸。过往的行人，

沿街的居民共享这个亲近的街道空间，偶尔还

有街头小贩出现在某些重要的固定地点。街道

的角落都是社会空间，有些有更大的空间容纳

社区的社会活动。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本身就

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当其他社区的居

民对自身社区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的时候，西

关地区显然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街区里

的每一个人，包括居民和过路者，都直接或间

接地参与了街区空间的使用与管理，使得这里

的街区结构天然就具有了防御犯罪者的功能。

因此，这样的地区正是最适合社会活动的空

间。住宅、商业空间与公共领域三者之间的关

系在这种环境下能达到很好的平衡，这在很大

程度上解释了这种街区结构为何能如此稳固。

占主导地位的行人和作为公共空间的街道如图

2.1-6 所示，该图对比了逢源街区机动车与行

人、自行车网络。

最后，广州的西关地区是一个越来越受欢

图 2.1-3 逢源的景观与建筑基底平面图。西关的逢源是一个由密集步行网

络与低层住宅构成的街区，其中还包含着众多的本地服务

N0       25      50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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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50               100
Meters

迎的城市体系示例，尽管它特定的空间布局和设

计未必如此。单纯地在城市中扩张的机械化建筑

系统有很多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单调的城

市肌理难以支撑起良好的人居环境。人居环境，

必须克服由设计僵硬的空间所带来的众多障碍。

这种机械化的形式在未来一段长时间中也难以改

变。在战后的西欧，大规模、高度统一的住房环

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从长期来看，城市需要一种

并不完全取决于项目、政策与财政资源的空间系

统更新模式，因为这些因素往往是短暂的。相反，

这些资源需应用于社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这

意味着为这些社区注入地方自主权和自我再生能

力。在西关，有很多支持这种政策的社区例子。

例如，市民在改善公共交通上所付出的努力，使

广州所有居民和游客可便捷地到达这里的市场和

步行街道。

西关是一个由街道、街区和建筑组成的系统。

这个系统本身具有非常稳定的结构，因为其中的

建筑都可以自由地更新替换而不会对整个系统产

生任何负面作用。骑楼（图 2.1-9），这种独

特的中国南方沿街门廊形式是一种外国理念的本

土化，而它的建筑部件也可从主体中分离出来。

区域影响

限制机动车进入的步行环境

西关是一片有着蜿蜒街道和密集肌理的街

区，内含有机的道路系统，主要道路一般沿东西

或南北走向，确保将这块低洼地的水排向珠江。

今天最宽的道路起初是水道，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机动化之后，才变成今天的道路。其中

一些主要的水道被拓宽成道路或者架上了高架，

例如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内环路，但即便如此，

整个系统依然保留着有机的街区和街道。

即便是在中国城市的实践中，西关的基本单

元街区都算是比较大型的。逢源社区约为 800

米 乘 230 米， 内 部 为 完 全 非 机 动 化 设 计。 街

N

图 2.1-4 逢源街区的商业分布

日 用  品  Grocery
教育设施  Education
餐       饮  Eating and Drinking

医疗保健 Health
商业设施 Goods Shopping
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娱乐设施  Entertainment

公共服务  Urban Services
旅       馆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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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源街巷。道路和公共空间已整体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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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少的地铁服务，使广州其他地区的人们很便

利地到达西关的商场和批发市场。出租车和小货

车因为能在共享的街道中灵活地穿行而在西关地

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步行交通是邻里社区的一个重要的

基础

研究人员在逢源街区边界设置了 6 个跟踪调

查点（图 2.1-7）。研究人员在这 6 个地点开

始跟随行人到他们的目的地或者跟随他们直到离

开这个街区。很明显，从其中 4 个位置开始跟踪

的行人几乎都是沿着周边的街道走，而很少进入

到逢源街区内。这部分行人的目的地在西关主干

道旁边。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们的出发点，但可

以看出这似乎是与那些在街区内部的通行截然不

同的一种通行模式。何家祠道的通行模式与其他

主要街道相同。我们观察到，街区周边的通行为

最高一级，而何家祠道也是一条穿越地区的主干

道。这些通行模式有历史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

这种西关特有的空间结构——主要交通要道形成

网格，内部巷道系统服务于当地社区。

从逢源街区及其四周道路的详细人流调查

区内部的空间大部分用于建设，建筑密度约为

68%。街区从外部的城市环境中获取大量的需求，

但并不包括机动化出行。相反，因获取外部城市

环境服务所产生的交通——通往地铁、公交车和

各种城市服务——都是非机动化的。因为服务必

须经过狭窄的步行道进入到社区之中，大部分的

这类交通都是非机动化的。行人和自行车主宰着

这周围的道路，还有一小部分的交通由送货的货

车、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构成。总的来说，机动化

的交通量比例很小。在西关建设一些主要道路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街区整体的通达性，还能使

西关内部各个街区之间的非机动化交通更容易实

现。在早期，西关还没有这些交通动脉的时候，

街区之间的交流被局限在本地，但现在，商业设

施和服务有了更广阔的市场，为当地的社区与社

区之间创造了更多的交流。

在西关局部出现的非常高密度重建行为，给

当地的城市肌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某些新的

开发是为机动车交通而设计的。虽然实际的汽车

通行量非常小，但这些项目中的汽车必须穿越这

个一直被非机动化交通主导的环境。

连接城市其他地方的公交车和覆盖范围较公

图 2.1-5 经过逢源的公交线路

Bus routes on Fengyuan perimeter

0 .5 1 1.5

Kilo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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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根据使用水平分出清晰的层次结构。首

先，我们已经看出外部街道跟街区内部最繁忙的

街道承载着几乎同样多的交通量，所有这些重要

的街道中步行交通的水平与世界上其他步行街的

水平是一样的。因为在街区内部有一个沿东西向

街道的市场，所以人流在逢源街区北部作一种穿

越街区的移动。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为

了充分利用街道的商业价值，应该把市场分布在

街道的两侧。街区北边的龙津中路上虽然有商店，

但它们并没有取代市场，而是作为市场的补充而

存在。这种东西向的人流在经过了市场之后就立

即转向南移动。每一条街道在整个系统中都有专

门的功能。购买日常食物的地方通常和卖五金和

生活用品的地方分开。而且，人流在市场街道上

都因购物而缓慢移动，但相邻的没有市场的街道

就可以让人们快速穿越而直接到达目的地。

除了在市场的街道以外，自行车往往使用

人行通道。一般来说，街道上行人与自行车或

者三轮车的比例大概是 5:1 至 2:1。三轮车通

常集中在那些最便于通往街区内部的街道。在

一些路段，每小时约有 300 辆自行车和三轮

车经过。尽管这种交通流量还远远称不上拥

挤，但它仍然占了西关地区出行模式中重要的

一部分。显然，由于距离和目的两种原因，对

于那些需到达比适宜步行尺度更远的目的地的

居民，以及那些需要在西关地区送货或做业务

的人们，自行车都是非常理想的交通工具。

南部的街区呈现出一种稍微不同的形态。

空间行为和商店的位置紧紧地跟随这种不同形

态布置及它所产生出的人流动线。有一条明显

的南北向主要街道穿过南部的街区中心，它吸

引了大部分的商业活动。这个区域里的作坊比

北部多。这条街上有一家传统的家具制造维修

店，直至今天仍经营良好。对这一区的商业活

动比较有利的是，最近的一个地铁入口刚好就

在这个地块的南部外。虽然这南半街区有宜人

的户外角落和绿荫，非常安静，几乎完全感受

不到北半街区的繁忙，但这里却是街区中最靠

近地铁的位置。然而，因为几乎所有进入街区

内部市场的人流都是步行而至且来自于本地

区，所以地铁主要是服务更远距离的通勤，对

于附近的商业活动几乎不起作用。这种现象表

明，在一个以步行为主的环境里，主要的商业

聚集点会出现在社区的地理中心，与地铁入口

的关系并不密切。

尽管整个街区的人们都会来何家祠道享受

它清凉的绿荫空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光

顾北部的市场。这里附近还有另一个市场位于

逢源街区的东南边，从逢源出发步行不超过 5

分钟。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自给自足的街区。

从良好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开发项目可能有

自己的内部结构和面向公共活动的开放空间，

N 图 2.1-6 逢源街区中的行人和自行车

网络（左）与机动车网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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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维持日常生活的品质需要在比街区尺度更大的

城市空间中构筑起秩序。即使这种城市街区比其

他典型的新开发有更细密的步行网络，但其实，

它们的街区面积很相似。新开发的项目往往是相

互孤立的，开发商尝试将一些服务和公共空间内

部化。逢源街区说明根据特定功能来叠合不同尺

度的结构的方法更可取。

 街道系统中的混合功能分布

纵使人们总是希望能在小范围里购买商品和

享受服务，但在许多当代的开发项目中，要实现

这种功能混合还是有强大的阻力。人们希望各种

功能可以在自家门口，最好是步行就能到达。一

个又一个关于环境和文化研究反复强调了人们渴

望多元化的体验和服务。物业的价值由它所能提

供的服务决定。在当代，垂直布置混合功能是一

种普遍的解决方案，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可以

说，混合功能的垂直布置是当代规划的产物，城

市中很大一部分市场化的土地都是按照这种模式

布置的。西关提供了一种稍有不同的模式——在

水平方向上的混合布置。

广州市的主要街道空间为城市提供了一个线

性的商业和服务环境，这种环境具有良好的连接

性。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整个西关的街道系统形

成了一个大型的网格，密切对应着城市中的商业

结构。不同尺度的路径贯穿各个专门化的商业街

区，而在区内，这些主要街道恰好是城市中可达

性最高的空间。在这个网络中，是受保护的、宁

静的西关居住区。通常，通往这些安静住宅区的

街道是比主干道标高略低。其中一些主干道实际

上是被覆盖住的水道，所以它们的完成面标高会

比西关的其他街道要高。因此，从较高的街道

进入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标高上的变化。

通常来说，这种高差会由一系列的阶梯来过渡。

有时在这种地方还有一扇门，平时保持开放，一

般到深夜时关闭。有时也会通过尺度的变化提示
图 2.1-7 逢源的行人跟踪调查。 行人通往目的地用

的是一条最有效率的，而且有舒适体验的路线。

N

0       25      50               100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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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折，例如宽敞平直的主要街道会通过一个

急转弯和狭窄的街景暗示接下来即将转向狭窄的

步道。这种空间变化上的要素正是用来暗示城市

尺度的公共环境与街区尺度的人居环境之间的过

渡。

逢源街区的商业结构与居民的日常活动密切

对应。市场主要集中在有大量人流的北部。卖食

品和饮品的商店大多沿着沟通街区内部与外部的

街道分布，一般都不会聚集在街区的中心。这些

商店增强了街区内外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面向

街区外的人们同时也服务当地的居民。一方面要

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环境

的背景中整合不同的街区，这是所有当代城市发

展必须把握好的平衡。实际上，逢源街区的内部

各个地方之间的联系和与其外部的联接都非常便

捷。虽然社区的界限将它的内部空间划分得非常

清晰，但它还是与外部区域存在很多联系。为了

便于控制和管理，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是尽量减

少这些连接。逢源社区的方法是根据当地环境设

立不同尺度的出口。将人流更加分散到街区的巷

道中是合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街区的每个

角落都有行人的时候，他们无形中为这个社区提

供监管。沿着联系外部的街道布置服务设施点是

这个社区组织各种功能的方式。这些服务设施点

都是根据居民的日常出行流线组织的。当地居民

的日常出行流线不局限于单一的街区或几个街区

的组合，而商业和服务设施都是根据出行模式组

织。可以想象，每个人出行的范围会根据一天中

的不同时间，或者一周中的不同日子而改变。但

人的行为模式也会根据不同活动类型的表现形式

而有所差异，就好像我们在逢源街区所看到的那

样丰富。

在嘈杂的主干道及与其相连的大空间之外是

一些居住区中格外宁静的狭窄街道。这些被精心

铺设的次级街道既宁静又充满了精致的细节和人

性化的设计。街道的中央铺设了大块的石板，边

单位 Unit：人/小时 pedestrians/hour
500 1000

1500 2000

图 2.1-8 逢源的人流量。街区中的人流路线清晰地显示了街道的层次结

构。市场街道的人流高峰发生在一天中的特定时段，而其他街道的人流量

在一天中相对稳定。

N

0       25      50               100
Meters pedestrians/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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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是微微凸起的路缘石，暗示着街道两边的人行

道属于生活在大街两旁的居民。家具、植物、桌

椅以及一些日常活动偶尔会占用窄窄的边缘空

间。这些家居的情景被渗透进街道环境中，也为

这部分空间定义了性质。主要的交通空间也并没

有受到阻碍。街道的宽度刚好允许一部手推车通

行，或者两个人搬运货物，又或者是一个人和一

辆自行车并行。除此之外，街道的宽度已经难以

容下其他的行人或交通工具。通过结合传统的和

定期的监督与管理，每个人都尊重这个自由共享

的空间。

 一个具有良好适应力的空间系统

逢源街区平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模块化的布

局。它在当代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在当代中国，

正是需要在地块开发中打破大尺度的设计，并将

其发展成为更适合步行的街区。

西关街区的空间系统层次是这样一种简单的

关系：由主干道搭建网格，由居住社区作为空间

本底。这种空间关系使得街区在城市实践中具有

良好的适应性。街区的临街界面很大程度上是一

个独立的结构，内部的建筑可以在不影响临街界

面的前提下被替换。例如，骑楼是一个独立的建

筑结构，通常由它自身的结构在人行道上方支撑

起两层楼。紧随其后的建筑还拥有独立的结构，

主要用作商业，但有的上层还有居住或者商业功

能。在这层沿街建筑的背后，通常是一个小庭院，

在满足通风需要的同时还将背后的居住空间与前

面的建筑分离开来。房屋通常分成两、三个纵向

的线性单元，由一、两条在侧边的狭窄巷道承担

交通服务功能。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巷道

进入到线性单元后面的房间。住宅中最私密的空

间，厨房和浴室等，一般都位于单元的背后，背

靠着面向街道另一侧的住宅。这种方式使每一个

地块都由几个不同功能的结构组合在一起，除了

窄窄的天井和庭院以外，这些结构都是互相紧密

相连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业主也可以替换后方的建

筑，提升住房的基础设施，加建庭院或楼层，而

不影响临街界面。这样，临街界面就可以保持着

多姿多彩但形式统一的外观，而后面的空间又有

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部分街区肌理也在更换。

在逢源街区有好几个单位大院式的楼梯住宅楼。

这几栋建筑物的尺寸和设计都在尽量保护当地居

民的出行流线，例如在建筑物下方设计一条人行

通道并提供一个小广场来保证整个人行系统的连

续性。这批 1980 年代的建筑虽然是对传统街区

的介入，但也很注重维护这些当地环境的关键要

素。

在这种空间系统里，可以随时替换其中的某

些部分或者对其进行改建。充满活力的城市必须

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局部地区可能会改变用途，

居住环境为了适应新的需求或新的家庭组成也可

能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变。传统的和重现的形式往

往很难符合适应性的要求。虽然我们今天并不能

把西关的环境复制到新的开发中，但从中吸取适

应性的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在众多备受推崇的新

开发中，关注点在如何通过控制空间元素界定公

共空间，因为这是地区的共同利益。业主们得益

于维持公共空间外观的统一，这种统一通常体现

在共同的建筑语汇和相似的尺度和结构。而业主

群体却很少关注建筑正立面背后的东西。居民归

家线路的灵活性也具有很大吸引力。建筑如何建

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反复斟酌的过程。在发达国家，

多方面的设计人才参与到一个项目中共同工作是

一种新的趋势，这样的工作方式有助于城市发展

创新文化。

 全天候的活动

为了探寻街区中的人们如何生活，研究人员

抽取典型的一天来观察街区中全天候的人流活

动。在接近 20 公顷的逢源街区中，交通几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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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非机动化。然而，由于该地区与另一个更大的

拥有更多社区服务设施的地区相邻，它也吸引了

部分机动车交通。研究人员在逢源街区里的两个

地点进行全天候的非机动化通行流量计数，并统

计出一天中流量的上升和下降趋势。其中一个计

数点在何家祠道，另一个计数点在生鲜市场南边

的一条南北向的街道上（图 2.1-10）。

何家祠道曾是东西向的水渠之一。当水渠遭

到污染，两边房屋破旧，它被改造为街道和空地。

1984 年，在街道委员王辉（音译）的指导下，

何家祠道的第一阶段开发开始。王辉的继任者，

贤秦（音译）和林先生为街区推动了几个成功的

项目，并与周边的街区建立起战略联盟来共同推

进这些计划。

最近的街道更新工程为何家祠道重新铺设了

街道，并加入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空间

和设计要素。

因为这条街道曾是历史上的航道，所以特别

宽。宽阔的街道加上街道委员会的努力，使这里

变成了优质的公共开放空间。人们全天候地利用

这个空间来进行休闲活动，而且人们还可以在这

里观察到一天之内东西向的人流与穿梭于南北街

区之间的人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案例中观察到，

在华南地区开发案例中最成功的公共开放空间都

与主要的人流相关。

在何家祠道的观察结果解释了两种交通现

象，一是从地块南部到北部的人流；二是沿着何

家祠道移动的人流。这种人流从很早就开始出现

了，在这里，许多老人们一边散步一边享受清凉

的早晨。在早上 9 点之前通过路口的人流量约为

每小时 800 人至 1000 人（图 2.1-10A）。当

赶着上班和上学的人流散去后，人们返回自己的

家里，因此，在白天的后几个小时人流量有所下

降，约为每小时 700 至 800 人。在中午和下午

的前半段时间，人流量继续下降，直到下午 3 点

左右人流量降至每小时 350 人。街道空间从来不

图 2.1-9 骑楼示意图

Residential

Residential

Residential

Shop
Interior Space Grey Space

Sidewalk
Street

Street Space

Shelter from 
the Rain

Sheild from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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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空无一人，这种相对较低的人流量相对于大多

数新开发项目而言还是巨大的。从下午 4 点之后

人流量开始有所回升，直到下午 6 点到晚上 7 点

的时候，人流量上升至每小时 700 至 800 人。

只有在晚上 7 点之后人流量才又有一点点回落，

在整个晚上，人流量都维持在每小时约 600 人左

右。在这个时候，人们出来散步、遛狗、与小孩

玩乐和朋友聚会。这里的晚上，与其他活跃的街

区相似，是社交的时间。

街区里除了行人以外还有自行车等非机动车

辆。一些居民使用自行车出行，也有人用自行车

运送煤气和桶装水。有的在三轮车后面放箱子送

货，还有人使用手推车。在清晨 9 点前，行人占

主导地位。三轮车或手推车与自行车和行人的比

例大概是 1:7.5:71。到了下午，在这个位置行人

的数量有所下降，而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的数量

增加了。这时，这三者的比例为 1:2.9:39。

在市场南部的观察点（图 2.1-10B）也可

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有市

场和更密集的商业活动，所以也有更多的运输交

通。三轮车或手推车与自行车和行人的比例大概

是 1:4.9:38。这一区域的人流量比何家祠道略高，

是整个街区中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在清晨，通过

计数点的人流量约为每小时 900 至 1100 人，几

乎所有的人都是沿南北方向移动。

 支持社区生活的小型改造项目

用以升级何家祠道的资金相对有限，并且升

级工程要在前期项目成功之后再分阶段实施。这

种增量投资在城市空间改造项目中是非常可取

的，因为它可以根据前期的实施情况来评价其影

响，并且确保后期实施的成功率。从长期的实施

效果来看，何家祠道在西关地区是相当闻名的楷

模。

其中一个项目是正临何家祠道的退休老人之

家。这个涉及老厂房改造的项目选址在一个适合

老人活动的地方。这个项目在 2003 年开始，由

星光计划出资约两百万元支持，其中包括志愿者

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照顾。

最近何家祠道和耀华大街的外立面进行了复

原，由广州市政府资助。耀华建筑群是历史悠久

的西关建筑的优秀代表。建筑外立面翻新和街道

重新铺装的关键想法都是直接来源于社区，特别

是街道委员会的意见。其他铺装破损的街道也得

到了翻新。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将他们项目中剩余

的建筑材料捐给了这个项目。还有一部分资金花

在了建筑材料的运送和安装上。重铺这些逢源

街道的总成本约为每条街 10 万元，即每平方米

300 元。在广州市政府的主持下，这些重铺工程

仍在进行中。这项工程的卓越之处在于，开发商、

当地社区和政府三者的合作创造了一个低成本、

长效的解决方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门控项目。几百年以来，

这个社区都没有设门，现在要在这个充满活力而

且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大量人流的社区实现门禁是

很困难的。了解每个地方社区的人如何遵循门禁

规则是件有趣的事。在逢源的案例中，大门保持

敞开。街道委员会通过协调决定何家祠道的两端

仍然保持现状，不设置大门。实际上，如果一个

人想不通过大门进入这个社区，那么他只能走何

家祠道。

新的铁闸门并不能解决在安装大门之前出现

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内部主动采取防患

于未然的安保行动以确保街区的安全。例如，当

地政府机关和企业合作安排各自的人员在社区内

巡逻。街道委员会在这方面是相当主动的。他们

花钱雇佣一些退休人员在社区巡逻。实际上，退

休人员自愿从事这项工作，但在巡逻中都由系统

统一提供通讯装置。另外，街道委员会还雇佣了

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安保人员。因此，街道社区

的安保系统组织完善而且全面覆盖。

每个地方的研究都很好地证明了，门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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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图 2.1-10 两个地点进行全天候的流量调查显示，街区环境在一整天都充满

活力，并在每天的特定时段出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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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象征性存在的，并不能产生安保功能。只要在

逢源街区散步一圈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社区让人

感觉如此安全。大部分民居的前门都是打开的。

我们甚至很少看到人们将趟拢关上。通常可以从

敞开的大门看到房间里面并没有人。但实际上，

有很多人会使用住宅前面的这个街道空间，街坊

邻居能够认出社区中的陌生人并观察他们的一举

一动。简·雅各布斯提到过的“街道上的眼睛”（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 年）在逢源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除了这些特征外，散布在社区网络之

中的商业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既能促进人们对街

道的持续使用，也在社区中发挥了安保功能。

经验借鉴

新地块开发应首要考虑的是人们希望如何进

行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亲切

的、商品和服务都丰富而且机动车干扰不大的环

境。逢源的形态与现代发展非常不同，但却具有

上述所有条件。这里最重要的要素是私人空间和

街道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程度的联系带来

一种城市氛围——一个地方能在同一时间以不同

途径连接多个地方。

第二个经验是商业系统的位置和性质。这个

地方系统的第一个特征是，在街区中有一些聚集

在一起的专业化商铺支撑起日常的活动模式。每

一个社区里都有这些商铺，但需要一定的设计技

巧才能将它们布置成一个有吸引力的网络，并让

它们融入到居民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一个特殊的

出行模式。其次，这个系统促进了街区与外界的

交流，将人从街区内部引到附近的服务设施和市

场，同时也吸引了外来人员进入社区获取服务。

一些新发展起来的地块，尤其是设置门禁的项目，

是不符合这种经验的，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采取

了不恰当的空间模式。将内部流线与外部的其他

项目串联起来能促进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

形成了在首层沿主要交通走廊分布的商业与服务

的层次体系。在中国当前的开发密度下，这是

地面商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特点。

要在当代的形式中重现这些良好的特质似乎

是一个挑战。能创造出高质量开发项目的最重

要特征其实并不复杂。布局和尺度的基本原则

可简单地完成这项任务，并留下众多建设布局

的可能性。

逢源灵活适应已有的建筑形式，标志着生机

勃勃的城市文化。它也在我们研究的三个城市

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为其他目的所建造的建

筑重新适应新的功能，甚至被用于其他功能的

新建筑所替换。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种发展

是正常和健康的状态。但城市的肌理必须有助

于日后发展的介入。在大多数案例研究中，我

们注重构建系统的良好适应性。我们应始终意

识到，在日后有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结构作新的

用途。运用一个更加模块化的建筑系统将更有

助于推动这种城市文化。

坐落在老城区的逢源是一种高渗透性的城市

肌理，它能非常便利地与公共交通连接。被行

人主导的狭窄的街道网络由行人和骑车者共享，

同时也作为公共空间。逢源的公共空间被当地

居民高度使用，同时也由居民悉心管理。正是

由于有大量人流使用和填充开放空间，才为当

地居民提供了最大的安全性。这里的密度与新

开发区相比是独特的，这里的居民能依赖自我

监管而无需进行复杂的环境控制或治安管理。

这个成功案例中的关键元素应当被提取出来，

并复制到其他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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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十三行 - 西关

2.2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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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2-1 十三行区位图（北纬 23.114° , 东经 113.246°）

十三行  Shisanhang Community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0 60 120 180
Meters

0         30         6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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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案例概况

十三行现在是一个闻名的纺织品和服装货物

中转站及交易场所。这种经济活动大约六个世纪

前就已经存在于这个地方。随着唐代海上航线的

发展，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广州开始

繁荣起来。数百年来，珠江河岸的港口承载着本

地货物的转运和分流工作。这个港口不仅方便地

将货物从东南亚转运到中国北方其他港口，而且

是船舶从中东及西亚其他各国到达中国的第一站。

随着中国的海航运输在世界上占据越来越高的地

位，广州的造船业也越来越重要。由于西关在当

时盛产各种手工业产品，所以这里自然成为一个

手工业产品输出地。

十三行与西关既有经济上的联系也有空间上

的关联。这种相邻的位置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支持

了非机动化交通。这种运输方式，因同样的流动

和交换原则以及相同的目的，持续地发挥作用。

即使港口已经搬迁，这个地区仍然是重要的商品

转运场所，只是现在集中在陆路运输。这是一个

对系统耐用性的有力证明，主要归功于承载这些

几乎都在城市公共领域进行的活动的城市肌理。

区域影响

正如西关的其他地方，在十三行，公交线路

延伸至城市各地，提供全市范围的交通服务（图

2.2-2）。本地区的生命力依赖于便利的交通，

而最好的实现方式就是公共交通。显然，城市其

他地区的人也可以很方便地乘坐公交到达十三行。

十三行仍然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关键节点。

这种活动集中在一个紧凑的区域，从人民路以西

至康王路（包括康王南和康王北）一带。纺织品

在这里汇集，包装再销往各地。这一片街区并没

有很明晰的专业活动分区，这些复杂的混乱的活

动似乎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管理。但是，它们却是

广州中心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植在

这种特定的城市肌理中，对待这些活动最精明的

处理方式是就地管理。这样的地方是很重要的日

常环境，容易被案例调查所忽视。这里经常被描

述为“混乱”，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规划，很多人

认为这不是一个优秀的例子。如果它最终以某种

方式产生了良好的效应，那是什么样的条件催生

出来的呢？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十三行的商业活动有一条大动脉，这条动脉

原有的节点被人民路高架和地面上的城市干道切

断了。但就算这个节点消失了，那些屏障还是不

能阻隔十三行的人流货流活动。三轮车夫在十三

行的牌坊下候客。拉手推车的人和搬运工们在街

道中间形成一股人潮，行人则靠着路边行走，还

有从十三行路北侧的办公室延伸出来的一行正在

打包和搬运的人。

十三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系统的一部分，它

展示了一个高密度的商业区也能依赖非机动化交

通模式。在区域尺度上，大多数人的活动都能通

过调动很多资源，密切适应当地的条件，自发地

组织成合理的形式。

在城市设计中所面临的挑战，是提供一个正

好支撑城市环境中日常生活的框架。许多设计没

有考虑到日常生活的现实需要，而只是专注于创

造满足审美要求或者具有象征性的城市空间，基

本没有考虑人的因素。设计内容很大程度上应由

这个地区发生的活动类型决定。活动是十三行的

主题，而不是静止的空间使用。一个良好的设计

应考虑到此类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人流货流所需

的空间大小，以及用来组织当地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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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十三行研究范围 300 米内的公交线路

图 2.2-3 十三行布局，与货物运输相关的用地以及货物及人员流线

N

Bus routes within 300m of Shisan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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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中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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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未来发展方向

长久以来都有这样一个争论，批发市场位于

城市中心是否合适。荔湾区政府正在推进一个叫

“四区一街”的计划
[1]

，十三行就是“四区”之一。

它被定义为一个展示荔湾文化与历史特点的文

化区
[2]

。虽然，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文化和旅

游产业日后将会在十三行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

但浓厚的商业与步行氛围将依然存在。

1　 “四区一街”包括荔湾，陈家祠，沙面，
十三行和上下九。
2　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 (2009)10 
荔

尾注

十三行的货物流动，路面和排水系统，以及巨大的人流

[1]“四区一街”包括荔枝湾，陈家祠，沙面，十三行和上下九。

[2] 荔湾区“四区一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 

(2009)10 号

图 2.2-4 十三行中的行人、自行车网络（左）与机

动车网络（右）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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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步行商业街长度：            800m

步行商业街平均宽度：     15m

基本数据

上下九 - 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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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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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3-1 上下九是销售和货物流动的历史核心，

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场所

上下九  Shangxiajiu Study Area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o     25     50         100
Meter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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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案例概况

上下九是荔湾区西关南部的一个独特的城

市街区。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商业结构。自

1995 年开始，包括上九路和下九路的东西向主

要街道，被指定为步行街。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城

市结构的力量，它能决定活动的形式并帮助其维

持数代人之久甚至数个世纪。

区域影响与经验借鉴

上下九最负盛名的是它的步行街，还有广东

特有的骑楼，两旁林立的商铺、密集的步行街道

网，以及它的住宅、小作坊和仓库。

在这个区域内，步行的街巷本身就是一种吸

引力。这是因为他们的尺度亲切而且注重行人的

步行体验。人们对某些街道的偏好显然也受到环

境的影响。围合感更强、遮荫较多而没有机动车

的街道，明显比繁忙的、没有遮荫的线路更受人

们的偏爱。新的城市空间往往不够重视日常的经

验和人们的需要。这些地方的设计并不恰当，需

要增加一些好的公共空间，还应当更多地关注人

们的日常体验。

设计一条街道有很多好办法。但这个地区展

示了一系列的街景、遮荫的树木和混合的活动，

这些都非常适合街道的活动。

这些建筑首层的活动具有生气，形式独特，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数代商人所复制。人们可以

通过聚集在一条或者几条街道上数百家类似的商

铺观察到这个地区街道的专业化。虽然不是一个

正式规划的成果，该地区还是非常有组织的。各

条街道有自己的特性，各自都与自身的活动相关

联。这是一个由物理环境所支撑的自我组织的例

子，也是一种多样性的模板。

研究范围周边的一些街道，包括和平路，最

近也变成步行街。这一街区的网格有 3 条东西向

和 4 条南北向的街道，它们之间有一些小巷连接，

大多都是南北向的。这使该区域有良好的可达性。

网格状的街道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组织城市活动的

经典方式，尤其是组织经济活动，因为网格可以

布置大量的商业场所，并赋予他们相似的可达性。

因此，由西关这一部分来承担这些特定的经济活

动不足为奇。

在西关的商业活动有非常清楚的界定。传统

药物的街道非常有组织，宠物和干货的街道亦然。

人们在进入该区域后都有他们各不相同的路径，

但不会超出这个网络。而另外的行人在其他路口

进入网络，会经过其他街道朝相似的方向行走。

总的来说，人们在通过该区域时能感受到街上的

活力。这种街道的专业化与因访问特定目的地所

产生的出行轨迹相关。

非机动车与步行网络 Pedestrian and Bicycle Networks

图 2.3-2 上下九的行人与自行车网络，以及机动车网络

Both ways
机动车网络 Vehicle Network

双向

Single way单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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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N

图 2.3-4 上下九的商业类型分布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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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能清晰地看到，上下九的多样性归功于

它的边界与广州其他地区有便捷的联系。这里有

十个公交车站，两个公交总站，两个码头，以及

在它附近的两个地铁站（其中一个在建）。

这里是城市中最具乐趣的步行环境之一，而

它两旁也分布着重要的商业功能和生活场所。这

也再一次证明了网格可以有效地组织多样的活动

和移动模式。

上下九的商业步行街（如下图）固然有名，而它还包含

了许多的店屋，还有一个密集的巷道网络，分布着大量

店铺、住宅、小作坊和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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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小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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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面积：400 公顷

果林面积：270 公顷

水网面积：30 公顷

Liw
an Q

u  

广州中心城区
Guangzhou city center

2.4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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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4-1 小洲村区位图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Area

商业街   Shopping Area 

研究区域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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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案例概况

小洲村位于被称为“南肺”的万亩果园中，

在广州城区的东南角。这片土地中有一张密集的

水网与珠江连通。小洲村已有超过 700 多年的历

史，它包括 400 公顷的村落、270 公顷的果园（含

瀛洲生态公园）以及 30 公顷的水网。

评选依据

小洲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在城市边缘的村庄。

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大面积的步行化、高度互联的

步行网络、大量环境改善工程，还有在维持步行

主导的基础上的建筑升级。改进的项目包括了道

路铺设、排水、照明、广场、树木、植物以及其

他公共空间元素，一系列的措施让小洲村成为一

个有吸引力的、让人感觉愉悦的地方。同时，也

成为一个范例，展现村庄如何摆脱低质量建筑和

滥建的形象，也展示了一个城中村如何在保留其

无车特点的情况下完成升级。广州在未来几年里

有超过 100 个城中村将被推平，其他村庄的升级

方式将会仿效小洲。它的特点，例如高质量的公

共空间、步行化的内部空间以及细密网格的巷道，

为新的发展提供指导，从而创造一个有底层商铺

以及丰富社会生活的安全、舒适的步行社区。

广州城市边缘的景观是由村庄、果园、基础

设施和水体点缀而成的。广州市政府在制定保留

珠江南岸的绿地策略时，把小洲村纳入其中。村

里面推广的创意产业是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发展。

这样使一个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展现出一个以绿色

景观为背景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和文化场景。

发展历程

保护广州市区南部的农业景观的想法最初由

市政府提出。“南肺”的保护方案（2000）旨

在保护果园和巩固现有城中村（如小洲村）的发

展。瀛洲生态公园是实施这一绿色计划的第一步。

公园的基础设施建成于 2000 年，在 2003 年实

施了第二期的工程，改造河道的生态环境、园林

景观以及旅游设施。其余的果林用地分给了村民，

使其难以重组和再开发。

瀛洲生态公园计划有三个主要行动：一些老

的果树因不再产果而被替换；支持开发新的水果

品种、种子销售以及苗木研究；最后，恢复生态

的河道和溪流以支持这片水果种植区未来的可持

续发展。

在 2000 年，小洲作为文化遗址被广州市政

N

图 2.4-2 交通网络——不同模式网络疏密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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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0      5     10              20             30
图 2.4-3 植物及建筑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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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列为重点保护村庄之一。在 2004 年，广州市

规划研究院编写了历史保护规划。小洲村历史文

化保护规划在 2009 年获得批准。这项规划提出

要加强保护明代遗址、外观立面的装饰，并重新

铺设街道以及增添新的景观。规划也重点提到沿

河道和运河的空间升级保护，包括简氏宗祠、天

后宫和玉虚宫。和其他地方一样，迎接 2010 年

亚运会的工作被放在第一位。同时，小洲村也进

行雨污分流并对新建筑物实行限高。

这些项目由广州市建设局负责实施，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供支持。村里并没有参与这个

计划。对于村的发展，村民们有不同的看法。外

立面装饰项目应用了广州通用的设计，掩盖或清

除了一些小洲村建筑独有的特征。

小洲村对提高村民生活标准和改善生活环境

很感兴趣。为此，他们专注于经济的发展。艺术

家自 1990 年开始进驻小洲村。2011 年，村里

面每 1 万个居民就有约 2500 人是艺术家，而仅

有 6500 人是原村民。他们计划将一些在村子边

缘的废弃工厂改造成 loft（阁楼）和创意产业。

画廊、工作室、销售空间和咖啡馆使这座村庄成

为了手工艺品和精美艺术品中心。艺术学校已经

投入使用。画廊引进来自珠三角其他地方的艺术

品和手工艺品。这些新的功能已经为这个村庄产

生了巨大的新的收益。从村委会主任口中了解到，

人均收入在短短 10 年间提高了 10 倍。

这些新的创意产业占据了一些村民的居住空

间。为此，小洲村在他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上

推行一个安居计划。新的经济活动推动了村庄的

新发展，但新的房子被限制在 3 到 4 层的高度。

这样，街道的环境得以保护。

区域影响

小洲村已经成功地把自己重塑成一个风景如

画、绿色宜人的艺术家乐园。这里还承载了城市

交予它作为农业用地的生态任务。村民们在这一

项目中充当了耕种者和导游的角色。

村里本身仍然是村民生活栖息的地方，因此

随处可以感受到当地的生活气息。到目前为止，

工作室和画廊小心翼翼地融入历史建筑中，并且

分散在村庄各处，不会过度地集中于任何一条街

上。这里给人总体的印象仍然是一座有趣的明代

古村落，并不拥挤的街道和如画般的自然风光环

绕着这个村庄。

新的建筑即使风格不同，也还是尊重原建筑

的尺度和位置。重要的是，新建筑还依循着现有

建筑的基底，维持了相互连通的步行街道网格。

小洲村参与了自身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有

趣而成功的试验。这里的一些改善居住环境及发

展经济的规划，与广州的文化和旅游发展紧密结

合。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很有创造力。

小洲更新发展的主要原料是其自然和历史资源，

而不是当今一些外来的不适当的发展模式。在发

展的过程中，村民自身扮演了中心角色，为小洲

村贴上独特文化的新标签。

图 2.4-4 小洲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的区域布置图

来源；广州市人民政府（2009）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历史文化

保护区规划通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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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借鉴

小洲村提供了一个城中村在保留以行人为导

向的城市结构和高质量公共空间元素的情况下完

成升级改造的例子。而小洲还在继续进化发展。

在适应发展和改变的过程中，它所扮演的文化发

展杠杆的角色还会面对很多维持传统乡村生活和

历史意义的挑战。本地社区的参与是发展的关键，

也是维持它在广州发挥作用的关键。 

尾注

1. 陆琦 卓柳盈，广州市小洲村的整体格局与空间形态 [J]，

南方建筑，2011.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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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洲村提供了一个城中村在保留以行人为导向的城市结构和高质量公共空间元素的情况下完成

升级改造的例子。其他广州的城中村也正在进行相似的公共空间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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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5-1 石牌岗顶主要土地利用图，包括石牌村，广州 BRT 以及地铁。

该区域显示了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城中村、天河路沿线的开发——形成

一个完整的整体。

石牌／岗顶  Shipai/Gangding Study Area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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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5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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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石牌和岗顶在空间和功能上都是紧密相连

的。石牌村是小山丘上的一个古老村落，以前四

周环绕着低洼农田，现在它已经被不断扩大的城

市吞没了。在某种意义上，岗顶是通往广州东部

的门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一片低地上。而现在，

得益于优越的交通可达性，并乘着广州正在向东

南拓展的优势，岗顶成为越来越有核心影响力的

商业中心。石牌就是一个庞大的工人社区，而这

要归功于岗顶的完善交通设施，使这里的居民可

以便捷地到达广州各个地方。岗顶与石牌之间的

互动关系正是促使这个地区成为城市开发模范的

关键。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愿意支持这样具有内在

活力与繁荣商业的地区。

评选依据

石牌村示范了在步行和货物运输条件有限的

地方如何实现一个完全非机动化的环境。虽然，

它不能被完全复制到其他地方的新开发中，它却

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能将非机动化推动到何种程

度，以及在有一定人口的地方如何用最少的土地

满足出行的需求。城市的土地资源越来越有限。

如果石牌是一个人口集中、道路稀缺的极端例子，

另一个极端便是一些新发展区域的道路有 12 条

机动车道。其实，这两个极端例子的人流总量相

差并不大。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合理的供应水平。

与其一味地谴责城中村里恶劣的住房条件，不如

学习它们的“空间效率”，这是城市良好发展的

成果之一。

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石牌提供了高度集

中的价格实惠的居住和商业用房。它是广州经济

的马达，为城市的服务业和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劳

动力。区别于其他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的低收

入人口的居所与他们的工作岗位距离越来越远，

这里的服务业人口正好住在城市的中心。居住环

境虽然艰苦，但对广州的经济贡献却是巨大的。

城中村还是为广州低收入的工人提供了最基

本的住房选择。要是没有了他们，城市的服务质

量将会缺失，也无法吸引那些需要大量低工资的

服务人员的企业，从而影响了整个城市的生活质

量。出于相类似的原因，世界上所有大都市也都

在设法解决经济适用住房的问题。

无论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方面，石牌都是一个

巨大的“城市活力”发生器。石牌的村民通过他

们的开发公司建设了村落周围的空间，并把它逐

步发展成为广州的一个城市中心，这就是现在的

岗顶。这个城市中心拥有全广东最大的电子产品

市场，以超过两千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占据了全

省电子产品市场份额的 70%。

如果没有石牌村，以及它的物业管理公司，

三峻企业集团公司，这里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讽

刺的是，村民丢弃了他们的生计，承受了贫穷的

风险，却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石牌村及其村

民在城市环境中的日常活动起到重要的作用。

石牌还反映着它的地形地势的历史特征。不

仅是对组成村庄的三个家族，而且对将其吸入其

中的广州城市肌理而言，这里依然意义重大。石
岗顶的 BRT 站点毗邻大型电子产品商城，而石牌村就在这些商城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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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石牌村的街道网络与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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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南看石牌村

牌村以及周边的区域，在特定的位置，由沿着最

少障碍的路径的旧街道联系起来，这个区域的城

市肌理反映了石牌村的布局。

发展历程

今天，在广州历史核心区以外的地方都是星

罗棋布的村落，因为这些土地地势低、肥沃而富

饶。村落往往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以避免季节性

洪水并充分地利用低洼的沃土。石牌是在这其中

一个最大的原始村落，坐落在平原的一个小山丘

上。与这个村落一同在明代末期形成的市场，至

今依然可见（图 2.5-1）。新中国成立后，村庄

周边的农田收归公有，也使这个地方和它的经济

的未来变成了未知数。许多大学在这些原先的村

落上建了起来，包括华南师范大学，还有长安医

院。石牌村用北侧的天河路和南侧的黄埔大道旁

的剩余田地开发房地产。这些项目的成功部分归

功于这里的地理优势，石牌村离广州新的城市中

心仅有 2 公里。

1997 年，在三大家族的认可之下，村里决

定成立三峻企业集团。这个公司在岗顶天河路上

投入了巨资。石牌酒店先建成，然后是天河电脑

城、壬丰大厦以及颐高数码广场。这种建设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2006 年，

百脑汇数码城开业。2007 年，总统大酒店翻新

成为四星级酒店。另外，还有已在 2005 年开业

的大华酒店、地中海国际酒店两家四星级酒店。

其他主要的项目仍在建设中。因此，这一地区已

成为整个广州最有活力的经济激发点。

这些早期的投资得到的收入又重新投入到石

牌村本身的发展中。同时，村企业还致力于保护

它最大的资产，使它能继续产生可观的收入。这

些投入使村里的新居民大大受益，新居民大多是

从边远地区或其他省份搬到广州的工人。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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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第一个五年里，三峻集团已将 25% 的累

计收益投入到村里的改造项目中，约合 1700 万

元人民币。

第一个项目包括装设地下污水管道，是近年

来两次防洪排水设施工程的补充。饮用水系统在

2007-08 年间进行更新，并与城市供水系统相

连接。经过十年的努力，村落的街道系统已经全

部重新铺设好。铺设之前先在表面垫了混凝土层，

这样就使得街道便于清洗并保持相对干燥。街道

的灯光工程继而得到了改善。这些大多是应村民

和住户的要求而做的，尤其是街灯的安装。

城中村被认为是治安相对较差的地方。然而，

石牌却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这主要归功于在整

个村落安装的摄像头及控制室，还有一个能保证

能快速报告案情的通信系统。广州市政府对四个

具有纪念意义的入口牌坊进行了装饰改造，由有

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村民完成设计，村民组织团队

负责执行。该项目由市政府斥资 40 万元人民币

完成。

石牌村还在村外西南部的珠江新城投资兴建

了高档住宅和写字楼。村民可以用所持有的三峻

集团的股份换取这些住宅楼。这样，大多数的村

民在 2008 年搬入新居。现在只有一些老人留在

村里，他们时常出入于宗祠和社区老人中心。在

该村南边还有一所优质小学。

到 2010 年 ，旷日持久的，为外来工而重建

的石牌村已接近完成。原村的建筑基底与现在的

非常相像。但建筑不再只有一层，而是多层的。

当街道的条件如此大幅降低时，供求再也不能平

衡了，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增加建筑层数已经不

能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当一些首层或低层的房

间不能吸引商业用途，就会变成仓库。因此，石

牌也变成了岗顶电子产业的后勤部。每天在村口

进出的载满货物的大货车就证明了石牌与广州

“电子业胜地”之间的联系。

石牌村不仅靠近岗顶大型的商业区，而且村内曲折的步

行网络也为居民提供了大量在步行距离内的类型多样

的商店和服务。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由石牌村自身开展的，或

者以集体的名义，或者以公司的名义。整个村与

领导者之间强而有效的沟通是项目得以推进的关

键。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种创意产生的方式和

后续的组织力量是与实际需要紧密联系的。这种

协作式的管理并不是三峻集团的风格，因为三峻

集团所关注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村庄和它的股份

持有者本身。因此，村民拥有了数百年的土地存

在着不确定因素。但是无论石牌村将如何发展更

新、受到破坏或是被重建，这里将永远是广州城

市的地标之一。 

  岗顶：发展导向的公共交通

石牌村在天河路沿线投资发展的成功导致了

作为周边功能区交通节点的岗顶出现了严重的交

通问题。因地形和发展模式而形成的沿着一条大

型走廊的集中出行模式，也使得岗顶成为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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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城市交通设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在这里

工作。这个交通节点和庞大居住人口结合，激活

了一个公共空间的新节点，吸引了服务于这一人

群的商业活动。商业发展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这也使得岗顶成为广州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方。

这种增长也表明，这样的活力是需要支持的。由

于交通设施使得交通节点、社区以及城市之间的

关系变得协调一致，这里也为这个新兴中心出现

的新商业形式制造了更多的可能。这个空间有能

力适应并发展，从而容纳新功能并进一步强化这

个交通节点。

岗顶的 BRT 站，以及广州的其他两个 BRT

站都是世界上通过隧道与地铁站连通的 BRT 站

先例。在工作日的晚高峰，岗顶站平均每小时有

接近 9000 乘客上车，这是世界上所有 BRT 站

中的最高记录，这还不包括同方向的免费换乘客

流。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 BRT 连续公交站台（220

的一个公认的交通拥堵黑点。岗顶地铁站（3 号

线）为从西往东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但因三号线

转向了北边的天河客运站，从这个地方继续东行

就变得十分困难了。沿着天河路与 3 号线分叉的

BRT 线正是出于这点的考虑，为广州的“东进”

发展提供了高运力的公交服务。

居住在石牌村庞大的劳动人群在岗顶乘坐公

共交通上下班。从这个居住社区到达 BRT 和地

铁站都十分便利。在岗顶一个相对适中的空间，

地面交通为适应巨大的 BRT 上下车人流而重新

组合，仅岗顶站，每天的上车人数就达 5.5 万人，

还不包括换乘的客流。

地面运输系统的一个优点是它们更容易连接

周边地区，改善了从交通节点到周边地区的过渡，

同时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这可以在岗

顶—石牌这一案例中得到体现，这里的地面活动

是最明显的特征。

BRT 在岗顶为数以万计附近的居民提供了重

 朝东看岗顶 BRT 公交车站和石牌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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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 经过岗顶的 BRT 线路，以及晚高峰时段 BRT 乘客上车人数。岗顶的上客量在世界上所有 BRT 非终点站中是最多的，典型

的高峰时段每小时超过了 9000 人次。

图 2.5-3 早高峰时段 BRT 线路上以岗顶 BRT 站（星标志所示）为目的地的 BRT 乘客出行起始点。大多数的需求来源于 BRT 沿线

的站点，包括骏景花园（最大的圆）。但到岗顶的乘客来自于整个城市各个地方。

米，不包括连接天桥的步道和坡道）。在高峰时段，

平均每小时单方向断面客流达 2.5 万人，每小时

单方向有 300 辆 BRT 车辆通行，每 12 秒就有

一辆 BRT 车辆，超过亚洲其他 BRT 站的三倍（除

了广州的某些 BRT 站）。

2010 年 2 月 BRT 实施以后，因为公交车与

其他机动车不再相互争道，交通吞吐量大副提高。

公交车和社会车辆的速度以及公交的乘客量均增

加了约 20%。与此同时，社会车辆的通行能力

也增加了一倍。自行车停放设施和岗顶自行车设

施的改善，使得自行车流量自 BRT 开通以来增

加了 30%。

岗顶的 BRT 线路
BRT 线路

上午登乘
下午登乘

所有线路进站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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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在 2010 年 期 间， 释 放 出 来 的 道 路

空间又迅速被成倍增长的交通量所占据。2011

年 初， 汽 车 在 岗 顶 的 速 度 仍 比 BRT 实 施 前 高

20%，但同时，拥堵的问题持续恶化。这个问题

表明这里大量的活动，包括通过性的交通，尽管

交通拥堵，但交易活动也在继续。私人汽车的可

达性并非这个地区的成功因素。

岗顶的交通节点需根据实际运作对新基础设

施的需求进行了估，因为这里的利用水平非常集

约，为其他车站提供了一个模板。这同时展现了，

在运输节点周围的高密度居住区和商业开发会对

交通系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比其他传统的交

通系统，这里有更多的出行可以发生在更小的空

间之内。在中国建立一种孤立于周围社区的交通

节点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交通节点减少了乘

客量，并且限制了在该区域进一步支持土地开发

的能力。而岗顶却展现出了相反的一面。虽然整

体安排远非完美，但它后续基础设施和建筑建设

上的努力将为中国城市所应追求的城市交通树立

一个典范。

中国及全世界的城市在寻找和组织用来交换

信息、进行贸易和相关商品交换的场所。石牌—

岗顶正是这样的一个模板。作为一个城市经济区

域，它的非机动化特点值得关注。

图 2.5-5 岗顶 BRT 站（黄色）和地铁站（蓝 / 灰）通过通道和扶手电梯（蓝绿色）相结合，已完工。

区域影响

 非机动车出行

该区域发展成为一个由行人主导的高效的交

通系统，与最近改善的自行车道和大运量的公共

交通便捷地联系起来。图 2.5-6 比较了岗顶—石

牌的行人与自行车和机动车的交通网络。因为高

密度和多样的交通，广州其他地方的出行量无法

与石牌的街道相比。高峰时段，在石牌一些繁忙

的街道我们记录到每小时 4500 个行人。在出入

口的地方每小时人流高达 7000，是中国人流量

最高的地方之一。这种人流量与广州高峰时段约

5 车道的汽车流量相等。尽管汽车的通行速度更

在 BRT 实施以前岗顶公交站常见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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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实施 BRT 以后，交通分离使运行更顺畅。

快，但鉴于石牌的实际街道宽度，人行道的空间

效率约是 5 车道的 9 倍。这就说明，在石牌最繁

忙的街道上来往的行人、手推车、自行车以及各

种车辆的数量是广州一条典型主动脉的 9 倍。私

家车的假定效率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它公认是

现代化生活的一部分。在石牌的主街道，行人的

流量通常在每小时 1000 人，并能容纳相应流量

的自行车、手推车以及其他车辆（图 2.5-7）。

这种人流并不常常让人感觉舒适，因为部分街道

也仅能供三轮车勉强通过。街道狭窄而有许多急

转弯，这都降低了其有效的容量。但却很少有大

面积交通瘫痪。世界各地的步行街，尤其在节日，

都有过度拥挤和恐慌的风险。但这种情况从来没

在石牌发生过，尽管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

城市区域并拥有最狭小的街道。石牌街道形成了

一个网络，它提供了洪峰溢出的通道。居民已经

学会通过不同的路线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但一般

情况下他们还是选择走主要的街道，除非它已经

非常拥挤。

岗顶 BRT 站有一座连接到邻近商场和酒店的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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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经过一个点的人流在石牌能全天维持一个较

高水平，这是石牌与其他地区的案例不同的地方，

而较小值出现在炎热夏天的午后（图 2.5-8）。

石牌的商业交易和货物流通产生了持续的人流。

持续的行人流量表明，这个区域可能是多功能的。

流量大的时候，特别是在晚上，几乎是午后较低

流量的两倍。这显示大部分人白天都在外工作。

晚上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反映出居民如何度

过闲暇的时光。在回到他们的狭小的住所之前，

他们会在大街上漫步，逛逛商场或者到岗顶去。

晚上，石牌的居民来往于电子城的空地和 BRT

天桥，使岗顶充满生气。虽然，购物中心前的广

场一整天都是村民们社会活动的场所，但只有晚

上才体现它的真正功能。

人们最常到访的是贯穿石牌村南北的街道，

但商业最活跃的地方受自然光的影响十分大。企

业和消费者似乎有意避开黑暗的街道，不管这条

街道有多繁忙。那些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方产生了

整个村落最高的收益。通过这种方式，一种自我

调节的街道生态支配了现在这个村落的开放空

间。

最繁忙的街道通常集中更多小商铺、餐厅和

饮品店（图 2.5-10）。在这样繁忙的街道，特

别是那些贯通南北的街道，餐饮店占了全部商业

活动的 60% 至 70%。在这些街道中最繁忙的地

方有很高比例的餐饮和预制食品店，为来往的居

民和步行的到访者提供服务。在支路和居住社区

里的食品店，可能只占 30% 到 40%。然而，石

牌的所有地方都能找到食品店，证明当地人们习

惯在短距离内获取日常饮食的需要。也有一些特

定群体的商业活动，聚集成一个开展特定活动或

服务的地方。这正是岗顶在一个城市规模中所产

生的作用的微观表现。它们的组织原理是一样的。

非机动车与步行网络 Pedestrian and Bicycle Network 机动车网络 Vehicle Network

图 2.5-6 石牌的交通网络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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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图 2.5-7 石牌村的步行流线沿着最便捷、连通性最好的街道延伸，而且这些街道的环境条件最好。在石

牌村非机动车数量很大，非机动车占据的街道空间与行人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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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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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 石牌的一个中心点全天的人流（涵盖所有交通模式），

全天相对较高的洪峰流量相当于整个地区最繁忙的行人环境

的人流。步行人流量是衡量地方活力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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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交易活动和巨额资金流通要求为商场竞争者提供

基本的设施和空间。他们需要一个较小的空间，

让他们便捷地穿梭于各个会场进行货品比较和交

易。那样的活动一般都是由步行完成，从酒店到

餐厅，到商场，到办公室（图 2.5-11）。电子

产品还必须不断地随着产品升级而更新。因此，

交易完成后，商品运输必须快捷。通过日常的观

察就可以发现货物的出仓数量是巨大的。通常，

货物都是从石牌村搬上小货车或直接人手送到地

铁或 BRT。广州的公共交通系统是经济链上重

要的一环。

图 2.5-11 石牌和岗顶地区的停车位数量。

地下停车位通常有大量空位。

在上空看，大多数的步行空间是无法辨认的。

从 岗 顶 进 入 石 牌 的 入 口 牌 坊。2009 年 11

月的计数表明，这一出口在早高峰每小时有近

 多样的就近服务

规划一套完整的城市服务应该成为新居住区

的重点目标。居民和城市管理者更希望在一个紧

凑的地理区域中有种类繁多的城市服务。这些服

务的供给对居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且减少了不

必要的城市出行。多样的、竞争激烈的商品输出

和高密度的供给同样有助于保证较高的质量。当

地居民公认，最新鲜的产品、最好的价格总是能

在城中村中找到。

石牌和岗顶之间的关系是结构性的，由石牌

村创建，由广州市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来支持。

这种活动的关联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是经过规划

的。众所周知，电子市场发展迅速，需要为它们

提供场地进行信息交换、商品展示、洽谈、采购

以及运输。研究开发和制造则可在其他地方进行，

但完全以市场为主导。

岗顶为买卖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平台。大量的

2010年8月份 工作日     5:00pm-6:30pm
Aug, 2010    weekday 5:00pm-6:30pm

  跟踪路线 Tracking Routes
ABCD E F

N

图 2.5-9 在岗顶—石牌的跟踪调查表明石牌与公共交通节点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两个行人过街都是 BRT 的天桥，

并且最大的人流出现在从 BRT 站和电子城进入到石牌村（A-C）的地方。附近的封闭社区与岗顶的连接相对较弱。

跟踪调查在到石牌村入口（C）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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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0 石牌的商业空间和土地用途分布。商业空间跟随行人轨迹布置。商业活动根据人流水平和社区中

的位置进行组织。它紧密贴合了当地人的需要。

N

日 用  品  Grocery
教育设施  Education

餐       饮  Eating and Drinking

医疗保健 Health

商业设施 Goods Shopping

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娱乐设施  Entertainment

公共服务  Urban Services

旅       馆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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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石牌村的一个活动场地，各个年龄的人群在此活动，

人们利用石桌玩乒乓球。

3000 人走出，平均 1.2 秒 / 人。晚高峰流量还

要高得多。

石牌村老年人的休闲娱乐区。所有街道和住

宅都有编号和命名。

 渐进式的再开发

许多人共同努力去寻找有效的方法并付诸实

施，使石牌逐渐形成目前的形态。但前提是，这

个村落一开始就是由多个部分组合起来的。村落

用地的小增量都会在实际空间中产生许多不同的

干预作用。这种干预同时发生在商业和社会的活

动空间之中。

城市空间的发展有两种方法：自上而下或自

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其中一个方法是详细的总体

规划，但须严格按照规范。这一思路是因为人们

相信，协调功能并提前想象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

情，可以消除冲突、不协调和浪费的情况。这种

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局限性。其中之一是

人思维的限制。我们无法想象目前所有人的需求，

更遑论未来。另一方面，当需要快速发展一个较

大空间的时候，总体规划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要

在一个场地上有效地把许多不同的发展商组织起

来是非常困难度的。

另一种方法是自下而上、渐进的方法。这种

方法适用于长时间建设的地方，因为小问题能在

它扩大之前得到解决。由于不需要所有事情都一

次完成，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尝试中得到经验并调

整计划。自下而上的方法往往是有效的，因为我

们能更好地预测所需的资源。村落空间不是随机

分配的，而是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的结果，这种

机制可作为一个过程模型。石牌最有趣的事情之

一是，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它不能再生长的

原因不是由于上层强加的规定，而是因为它的内

部机制。

经验借鉴

石牌和岗顶作为配对的案例表明了，密集的

步行环境再加上高效的城市交通可以满足大量的

居住和商业活动，而无需依赖于私家车。案例还

表明，当决策的单元很小（通常是独立地块）而

又允许一定的自由发展时，城市地区可以通过渐

进式的演变使之适应新的用途。

首层的发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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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岗顶进入石牌的入口牌坊。2009 年 11 月的计数表明，这一出口在早高峰每小时有近 3,000 人

走出，平均 1.2 秒 / 人。晚高峰流量还要高得多。

图 2.5-11 石 牌 和 岗 顶 地 区 的

停车位数量。地下停车位通常

有大量空位。

在上空看，大多数的步行空间

是无法辨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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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老年人的休闲娱乐区。所有街道和住宅都有编号和命名。



77

最佳实践



78

案例研究

2

2.6 石牌桥

2.7 半山自动扶梯 

2.8 荔枝湾涌 

2.9 东濠涌绿道 

 

交通设施与河涌水道
城市流动性与街区复兴

第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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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第二组引言：线性空间升级改造

老城区，不仅自身拥有许多优秀的特质，还能

因有针对性的投资而从中获益并解决具体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存现有的优点，这种投资可能采取的

介入和升级形式只能是对现存的城市肌理做出适量

的改动。人们可以沿窄长的线性空间穿越现有的复

杂地带，这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项目的产权边界。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一些项目展现了环

境质量和城市流动性的改善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

香港的半山自动扶梯如外科手术的插入物，虽

然只是增加了一个机械化步行交通系统，但这种

做法改变了沿扶梯的公共空间和私人楼宇的使用。

规模更大的例子是在广州机动车交通系统中引入

BRT，如前面所述的石牌—岗顶的案例研究，也

在石牌桥区域近期发展的背景中有所提及。虽然两

个项目都以改善流动性为初衷，但它们都对周边土

地利用起到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从这里所研究的两个河涌项目——东濠涌和荔

枝湾涌——可以看出，城市水道，作为公共空间的

组织者和活化剂，又重新成为焦点。由最初的岭南

水乡变成了今天的高塔之城，广州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和大多数城市一样，从依赖混杂的系统变成拥

有一个组织严密的专业的基础设施体系。其中的重

点是不断完善的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山间溪流和

河涌本来担任了运输、供水和污水排放的功能，随

着城市的发展，水道变成以污水排放为主，最终甚

至被覆盖为车行道使用。为了保护历史和环境，越

来越多的污水渠被引入污水处理厂，让旧的水道得

以重见天日，沿水道的空间大部分恢复给了非机动

化交通。

东濠涌的整治是 1990 年代以来的关于广州治

水讨论的一个重要结果。直到 2000 年，中国城市

发展中只有少数的生态恢复案例是着重于城市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今天，环境问题越来越敏感，

而且改进的需求难以满足。大部分的主要基础设施

已经建设到位，是时候考虑如何更好地在城市环

境中处理这种结构并同时提高环境质量。

东濠涌，主要是一个环境改善的项目，在没

有移除河涌上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改善

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流动性。而荔枝湾涌更进一步

的结合了河涌生态健康的提升、机动车道路的移

除、揭盖复涌、沿河空间的步行化以及周边历史

建筑的更新和修复。虽然有部分区域自行车不容

易进入，但它仍然是一个城区改造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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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荔枝湾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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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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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随着城市逐渐扩大和密集发展，规划师们将必

须对主要的大街进行重新设计，优先安排公交、步

行和自行车，从而尽可能避免交通堵塞。由于石牌

桥和岗顶区域高度发展，广州中山大道陷入了交通

堵塞的僵局。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必须先解决

这里的交通限制，于是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大容量

快速公交系统。对土地开发的新投入随着基础设施

的投资不断注入到这个区域，进一步加强它在城市

中的地位。

评选依据

一些人误认为 BRT 并不能承载像地铁那样多

的乘客量，并且许多城市也不愿让它占用有限的道

路空间。而广州的 BRT 系统显示，它所能承载的

乘客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其他地铁线路。在

占用相对少的道路空间的情况下，它可以组织大量

的客流并与其他交通方式便捷换乘。此外，BRT

的线路更自由，覆盖面更广泛，可以更好的与周边

的土地利用建立连接，并且成本低廉。

发展历程

2004 年，专家对广州最拥挤的交通走廊作

了初步研究，以确定哪些道路能受益于快速公交

系统。这项研究有针对性地展开了调查，分析公

交车流量、速度、客流量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流

量和速度。根据一系列的标准，中山大道被选中

为 BRT 走廊，因为它的交通严重堵塞，车流混杂，

而且公交车无法以最优化的速度行驶。

经过政府官员和相关机构的讨论，规划得到

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最终该项目获得批准。在

规划设计和工程设计完成后，该项目于 2009 年

开始建设，在 2010 年 2 月开通。

区域影响

在广州的新的黄金标准 BRT 系统开放之后，

公交车平均速度从时速 15 公里提升到 22 公里，

而其他社会车辆速度也提升了 15% 左右。广州

快速公交系统每天客流量超过 80 万，单方向每

小时客流量达 2.74 万人次，超过大部分的地铁

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充分结合了地铁系统的

2010 年 11 月，石牌桥 BRT 站正在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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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RT 站点建设之前，拥挤的石牌桥，摄于 2008 年 12 月

2010 年 11 月的石牌桥 BRT 站，背景是体育中心 BRT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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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桥 BRT 站，太古汇商场的 BRT 和地铁接驳刚开通（2011 年 5 月 31 日）

快速公交系统。

石牌桥站每 13 秒就有一辆公交车停靠，附

近的岗顶站每天进出乘客超过 10 万（不包括免

费的站内换乘），这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车站。

多子站及超车道使每个车站的公交车能实现超

车，使车站效率为不设超车道和子站的车站的三

倍，也允许了快车的通行。

广州 BRT 是“直达式服务”系统的第一波

新浪潮，充分的发挥了 BRT 车站的特色，同时

乘客不需要在 BRT 交通走廊以外换乘便可顺利

抵达目的地。

同时拥有地铁和 BRT 服务，使石牌桥成为

了城市中适宜建设高密度开发项目的中心地带。

此外，在快速公交系统和新的步行道建成后，自

行车专用道被重新引入到交通走廊中，多个站点

配备了公共自行车系统，这又是一个世界先例。

紧邻石牌桥的新开发大多数是商业项目，但

周边也围绕着新的高密度住宅小区。该地区周围

是密集的、适宜步行的网络，并提供了新地铁站、

BRT 与周边物业之间的无缝连接。

太古汇的停车供给

石牌桥最新的太古汇项目综合了零售、酒店

和办公功能，只有 4% 的建筑面积用于停车，这

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和中国的路外停车配建标准。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石牌桥为何能成为一个停车管

理的最佳实践，我们把它与附近的一个相似项目

进行对比。我们在周末和星期五对两个停车场都

展开了调查，研究来访者的到达方式。位于珠江

新城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IFC）停车场，在工

作日有较高的使用率，可能是因为它有较多的办

公租户。位于石牌桥的太古汇，在国际金融中心

以北 2 公里，在周末的访客比 IFC 多约 30%。

表 2.6-1 中对比了两个项目的基本数据。

我们在两个项目的每个出入口都派有调查

员，并让他们清点步行到达项目的访客量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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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石牌桥鸟瞰图，在太古汇、

万菱汇、BRT 系统和其他发展项目

开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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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动车到达的访客量。虽然大厦保安时常阻

挠调查员与访客交流，但我们从入口的计数就能

推断出有价值的信息。在两天内，超过 1.8 万人

到访国际金融中心。绝大多数的访客是步行或者

乘坐公共交通到达的，但是周末有 16%、工作

日有 12% 的访客是开车来的。这个地方产生了

超过 1500 次的机动车出行。IFC 包含了一个大

型的购物中心、办公区、会议中心、酒店以及服

务公寓。按照规范要求，每 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需配置 0.5 个停车位，但发展商只提供 0.38 个

停车位 /100 平方米。而在太古汇，我们可以看

到几乎有 5.5 万的访客。和 IFC 一样，大部分的

访客是通过公共交通或者步行到达的，开车抵达

的访客比例在周末只有 9%，而工作日是 7%。

这个地方产生了 3,000 多次汽车出行，太古汇的

总到访量是 IFC 的三倍，但太古汇的汽车到访量

只是 IFC 的两倍。两个地点都位于地铁沿线，不

过太古汇还可以经由 BRT 抵达，它里面的停车

位数量只有 IFC 的一半。IFC 的停车位收费比太

古汇的便宜 2 元每小时（20%）。

停车位的供给，似乎对人们到达的方式有着

更大的影响，而不是影响人们到访的次数。表

2.6-2 显示了交通出行方式的比例。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提供了更多的机动车基础设施，有着不

相称的更多的汽车到访量。太古汇却没有因为提

供了较少的停车位而遭受什么不好的后果，访客

量反而更大。汽车到访太古汇在傍晚的时候会到

达高峰，而国际金融中心一整天的到访量分布平

均。日到访量如图 2.6-1 和图 2.6-2 所示。

一个对停车场利用的分析表明，这两个地方

都没有过量的停车需求溢出而影响周边区域；这

两个地方都有剩余的可用停车位。太古汇的停

车位较少，在工作日和周末平均占用率分别为

20% 和 36%。就算在高峰时段，停车位占用率

也从来没有超过 60%。在国际金融中心，停车

位的占用率在工作日平均为 27%，周末平均为

23%，最高峰时候的占用率为 35%。表格 5 总

结了这些调查结果。2012 年开展了后续的调研

工作，同样支撑了最初的结论。

经验借鉴

广州的 BRT 系统和邻近的项目，尤其是石

牌桥，向人们证明了，这个大运量公交系统，因

整合了自行车设施、升级的步行系统和只提供有

限停车位的高密度和混合使用开发而产生巨大的

效益。 

表 2.6-1 各开发项目比较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用地面积（m2） 50,000   31,000

建筑面积（m2） 358,0001 450,000

功能 零售、办公、酒店、公寓
零售、办公、酒店、

会议中心、公寓

停车位 7182 1,700

车位 /100m
2

0.20 0.38

停车收费  8am-10pm: 10 元 / 小时 8 元 / 小时

投入使用时间 2011 2010

行政区 天河 天河

交通 BRT 石牌桥站和地铁三号线 珠江新城地铁站（3 号线和 5 号线）

太古汇（石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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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 到达方式

 15,728  2,420 13%

              周末  5,770  1,076 16%

            工作日  9,958  1,344 12%

 49,768  4,557 8%

              周末  28,483  2,861 9%

            工作日  21,285  1,696 7%

图 2.6-1 周末一天不同时间的到访量

周末到达太古汇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方式

太古汇（石牌桥）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步行或地铁到达 汽车到达 汽车到达的比例

步行到达国际金融中心

步行到达太古汇

汽车到达太古汇

汽车到达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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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古地产  

http://www.swireproperties.com/ en/our-portfolios/mainland-

china/Pages/taikoo-hui-guangzhou.aspx accessed 2/15/12. 

[2] http://www.taikoohui.com/en/services/parking accessed 

11/13/2012 

pictures and captions from : 图片和文字来源于：

http://www.chinabestpractices.net/shipaiqiao.htm 

图 2.6-2 工作日一天不同时间的到访量

平均占有率

19.5% 35.8% 27.2% 23.1%

高峰占有率 38.4% 57.6% 34.6% 29.6%
平均停车时长 1:22 1:48 2:19 2:21

(10:00-22:00)

表 2.6-3 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太古汇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停车位占用率

太古汇（石牌桥）

工作日          周末 工作日          周末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工作日到达太古汇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方式

步行到达国际金融中心

步行到达太古汇

汽车到达太古汇

汽车到达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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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半山自动扶梯

地铁站 Subway station 

地铁路线 Subway line 城市主干道 Urban trunk

海洋和湖泊 Sea&Lake绿地 Green space

研究案例 Case study

  九龙

Aberdeen Hongkong
  香港仔HongKong map 

香港地图

Mid-Levels 
Escalator

维多利亚港

Kowloon Peninsula

Port Victoria

mountain land

mountain land

2.6 2.6 2.6 

2.7 案例研究

基本数据

启动时间                     1994 年

水平距离                     800 米

垂直距离                     135 米

平均每天上下人流       45,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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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与荔枝湾和东濠涌整治类似，修建香港的半

山自动扶梯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善行人穿越一个现

有城市区域的方式，并改变周边土地利用。然而，

它采取了一种“插入”的形式，而不是 “重建”。

它也与广州的 BRT 相似，虽然尺度不一样，但

它们两者都是支撑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

由于自动扶梯修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它

成为了到达沿山坡的住宅、餐厅、咖啡馆以及中

环办公核心区的主要途径。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城市基础设施，但其实它有更重大的价值，半山

自动扶梯是整个区域复兴的关键。

评选依据

这个案例的成功之处值得参考，因为它向我

们证明了，改善行人交通系统的通达性和地区之

间的交流能够成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  

因为行人要爬上一个陡坡是很困难的，公共

设施，特别是商业，总是被认为应该避免设置在

陡峭的山坡上。其他的城市也面临着与香港相似

的挑战。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

的一条著名的免费索道（私人开发）也承担着与

半山自动扶梯相类似的功能，但它并不像自动扶

梯般可在多个地方出入。最近在哥伦比亚，麦德

林（Medellin）模仿香港对公众补贴的先进做法，

开通了一条自动扶梯，但它主要是面向低收入人

群的。

由土地经济利益的驱动，最大化地利用陡峭

地形，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地方按照

常理去躲避斜坡的做法长期受到质疑；而有了半

山自动扶梯就可以摒弃过去消极的做法，因为这

个机械系统能让人们以最少的体力上坡，从而为

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到达这种地形结构。

它除了具有功能性，还能给使用者带来感官上的

图 2.7-2 半山自动扶梯剖面图

306m
139m

929m

Source: CentaMap, 20/08/2010



92

案例研究

愉悦，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独特结构。同时，

也吸引了人们到这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来投资。

许多珠三角地区，尤其是香港，都是多山地

的，这为开发带来挑战性。机动车在山地的通行

十分困难。低洼的地方大部分已经被开发，为了

避免在斜坡进行高成本开发就只能牺牲肥沃的农

田。要对陡峭但植被丰富的斜坡进行新的开发不

应被提倡，但可在毗邻现有中心区的山坡社区修

建自动扶梯，支持其更高密度与功能混合的再开

发。随着可用平地的减少，在用地开发和环境保

护中，一些地区就可以考虑应用类似的人行基础

设施来解决可达性的技术问题，同时，这个设施

也会变成整个地区再开发的一个核心特色结构。

发展历程

在香港，不同区域之间有很大的高差妨碍了

通行，半山自动扶梯就是香港路政署为了解决这

一特殊交通问题而兴建的。在香港岛中低海拔的

中环商业核心与邻近的半山住宅区之间，尤其需

要一种更好的连接以方便通勤，缓解在狭窄、陡

峭曲折的道路上的拥堵问题。

最初设想是把传统的自动扶梯应用于水平超

过 800 米、垂直高度 135 米的斜坡上（图 2.7-2），

根据地形逐级连续抬升。这里空间有限，路线狭

窄而曲折，不可能安装多个轨道。因此，自动扶

梯系统采用变换流向的方式（上午下行，下午上

行），尽可能地减少对已有密集城市肌理的影响。

在没有半山自动扶梯前，这里的街道安静而

没有活力。半山自动扶梯连接了相交的街道，吸

引了商业活动和商业场所。陡峭的街道与半山自

动扶梯一起，形成了支撑地区活动的骨架。这一

交通基础设施所带来了独特的商业场所和具有重

要文化意义的活动，令人惊喜，也迎合了香港的

城市演化发展。

尽管没有车行，但却吸引了更多的人到这个

区域来，刺激了新的城市发展和旧建筑的复兴，

投资者包括私人物业业主和市区重建局。这座半

山自动扶梯在 1994 年启用，项目建设历时两年

半，总成本约 2.4 亿港元（3 千万美元），目前

由佳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运营成本估

计约为每年 100 万港币，其中用电成本占总数的

一半。

区域影响

自动扶梯的垂直升降高度相当于 39 层办公

楼，该地区根据不同的环境和要求在不同时期建

成，形成不规则的地块分布和弯曲的道路系统，

形成了零碎的城市肌理。而自动扶梯恰好将这个

区域连接统一起来。

自动扶梯下面的街道和楼梯上依然有着大量

的人流。即便排除上下班的通勤交通，在自动扶

梯的中部双向人流量依然有每小时 500 人左右，

大部分人是到这里的商店和支路的。有不到一半

的人流正在从自动扶梯上出来。下午乘坐扶梯向

上的人流量为每小时 2000 人左右，大量人流经

过扶梯前往附近的街道。许多新的设施都靠近扶

梯。几个横向的街道也相当繁忙活跃。它们受益

于自动扶梯，但也发展出自己的吸引力。

当自动扶梯的乘客在下午上行回家时，仍有

许多人在楼梯和街道上向下运动。自动扶梯周围

累积起了越来越多的活动，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

都吸引了大量的人流。下午沿扶梯下行的人流高

达每小时 700 人，这个现象表明了土地利用开始

发生变化。扶梯激活了沿街建筑底层和二层的活

动，吸引了人们到达这两层或在这两层里活动。

这两层空间通过楼梯、街道和扶梯连接起来，内

部的流动活力使二层发展为酒吧和美容美发沙龙

聚集的地方。

总人流量（包括街道和自动扶梯）在前半夜

达到最低值，为每小时 3000 人，而清晨在同一

地点的通勤量约为每小时 2200 人。最有可能产

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非居民在傍晚的时候来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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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扶梯用户的起点和终点分布在距离扶梯

75m 的范围内。如果这是有代表性的样本，那么

在高峰时的每小时 2200 个行人说明了这个范围内

较大比例的居民使用了扶梯。事后的判断表明，

基于人们对这种交通方式的偏爱，以及它对整个

区域的激活作用，这里本来需要更高容量的系统。

但这个案例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关于城市系统的尺

寸、比例及内部活力的参考。为此，它可以从香

港开始成为将来类似地段开发的一个模范。

这个项目的成就在于找到了一种替代的交通方

式。斜坡上的街道布局使交通路线迂回，并且产

生严重的交通拥堵，因此催生了该项目。公交车

平均需要 35-38 分钟才能走完这段路，而出租车

需要 24-27 分钟，而且两者都需要等待。徒步走

上斜坡可能需要 45 分钟甚至更多，这取决于个人

的身体条件。人们如果搭乘自动扶梯爬升同样的

高度只需要 10 到 20 分钟，并且无需等待，这是

迄今为止到达较高区域的最高效的方式。

自动扶梯是节能的，因为它只需要运送人，而

且每一部分在持续地运动并达到平衡。如果通过

机动车运送这部分人流，则需要大量的车流，并

且要爬升很大的高度，下坡时也只能一路踩刹车。

由于不需要额外的机动车量，这也使空间更加高

效，大大减少用于交通系统的城市空间。而且这

里的道路容量与车辆存放空间已经到达极限。与

机动车相比，扶梯改进了区域的可达性，尤其是

公交车站不能像扶梯出入口那样密集。

最后，也可以将半山扶梯与机动车进行经济成

本比较。如果在高峰时段出行的 2000 人都选择公

共汽车出行，车辆的运营总支出将很快超过建设

与维护自动扶梯的成本，而且会使交通问题恶化。

使用出租车对于使用者和环境来说都是代价昂贵

的。公交车与出租车（以及私家车）对于有行动

问题的人群来说是有效的，但对于大部分民众，

我们很难设想出一个比自动扶梯更快、更经济的

服务系统。虽然它没有达成原来减少机动车交通

的目标，但如果没有了它，交通量只会有增无减。

与其他城市流动性的改进相似，衡量这个项目成

功的标准不应该是交通量的减少，而应该是可达

性的改善。半山自动扶梯在广泛的领域创造出良

好的效益。

自动扶梯在它附近的邻里社区中激活了城市的

复兴，也吸引了人们关注沿途建筑物的第二层窗

户。人们安装上保护隐私的屏风来减轻其消极影

响。今天二层的人流正促进二层建筑转向商业性

质与公众用途。即使建筑与扶梯之间有间隙，但

建筑二层已经成为了自动扶梯视觉上的一部分。

通常横向的街道与自动扶梯相交处有楼梯被，

这是人们做决定的地点。他们可以使用自动扶梯快

速地爬升几十米，然后继续或多或少地走进横向的

街道，这些街道与等高线紧密地贴合。有的地方根

据环境条件，在自动扶梯的范围内做梯级或坡道，

但是完全非机动化通行的。沿自动扶梯两边的建筑

质量已经下降，但又被翻新为高价值的商业地产、

商店以及服务中心。这些集中的活动开始沿着横

向街道蔓延，风格独特的节点处的开发开始出现。

自动扶梯的中部和下部开始承受严重的房地产

压力，尤其是老建筑。居住在扶梯附近的人们出

行更便捷，而现在又有能享受完整的配套服务，

这些地点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地块一般很小，但

上面的建筑超过 30 层，像“铅笔”一样。图 2.7-6

显示了，在自动扶梯建成之后（1993 年）建设的

居住建筑，这些居住建筑紧邻扶梯，确切证明了

他们与自动扶梯之间存在的关联。这些建筑，结

合一些沿街老建筑的商业化复兴，使这个地区具

有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家 居

办公）那样的独特生活环境。自动扶梯先经过中

环街市，然后再连接到商业核心的街道上。多用途

的自动扶梯似乎已经标志着它目前与未来的状态。

香港的半山电梯已经闻名国际并被众多游客所知，

它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旅游景点。

扶梯两旁的土地使用类型多样（图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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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药店和社区服务点等本地服务设施与饮食

场所、娱乐设施、个人服务等混合在一起。这里是

性格鲜明的社区，也是香港市民的好去处。在这里，

人们可以随着街道的交织发现建筑功能的不同。在

士丹顿街（如图 2.7-7），几乎所有的建筑首层都

是饮食店，下午和傍晚气氛较活跃。在荷里活道上

（图 2.7-8），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商店和饮食店

混合在一起。给志街上以杂货店为主（图 2.7-9）。

在伊利近街上，有一个社区中心，聚集了个人保健

服务设施。总的来说，各个子区域的专业性越来越强，

使整个系统显示出了巨大的多样性。

沿自动扶梯的开发密集程度也相当不同。现在

正在整修或置换的早期建筑容积率仅仅超过 2.0。

大部分的塔式住宅区的容积率在 3.2 至 4.5 之间。

在山顶有着最好观景视野的几个标志性大型城市建

筑的容积率高达 12.0 至 15.0。总的来说，包括自

动扶梯所占的空间，该地区的容积率约为 2.2。许

多新开发的项目都具有高价值，显然在这里允许高

密度开发对房地产价值几乎没什么影响。当地的新

物业的交易率更高，这恰恰证明了最近在扶梯中游

涌现出了很多新开发项目。许多其他的运输基础设

施会让邻近的物业价值下降，甚至会在它附近产生

荒废的区域，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但显然，半山自动扶梯没有产生这种负面影响，

邻近扶梯的住宅价值都高于其他远处的物业。

不断演变的自动扶梯促进了更多的环境整合与

建筑重建项目。从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

方向。其中一个就是扶梯过渡平台延伸至私人楼宇

的大堂中。这是一种组织街道人流与扶梯人流的有

效方式，本质上是利用大堂坡道与楼梯的设计促进

空间的交流。在通常情况下，新的大型建筑物被要

求退让，使街道空间的形式更丰富。这些建筑退让

空间还涵盖了连接扶梯和私人建筑物的坡道和楼梯。

在首层空间全部被占用后，二楼也逐渐被商业设施

占用。这个商住混合的城市区域展示了一个密集的、

非机动化且可达性高的世界性地区。

经验借鉴

半山自动扶梯开始时只作为一个单纯的交通设

施，最终却实现了更大的目的，支持了更紧凑致密

的城市发展。这个简单的技术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

而且高效的方式在陡坡上运送人流，同时也提高了

整个地区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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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 荷里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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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0 威灵顿街

0      5       10              20               30

meters



103

最佳实践

08
Baiyun Qu 
  白云区

Yuexiu Qu 
  越秀区

荔
湾
区

TianheQu 
  天河区

Lizhiwan Canal
       荔枝湾涌

Haizhu Qu 
  海珠区

Guangzhou map 
广州地图

Liw
an Q

u  

2.8 案例研究

荔枝湾涌

基本数据

总改造面积：                               58 公顷

到 2011 年已完成部分面积：     10 公顷

到 2011 年已恢复的河涌长度：  74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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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荔枝湾涌在其地理区位中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在早期的广州城，该地区是紧邻城市边缘的

一个花园和休闲场所。在唐朝，这里生长着荔枝

树，所以被称为“荔园”。明朝的时候该地区以“荔

湾渔唱”闻名，并成为羊城八景之一。荔枝湾的

花园景观和休闲活动一直保持并延续了整个清朝

直到 1949 年。

在 20 世纪，日益被污染的荔枝湾涌两侧聚

集了低收入住房和棚户。荔枝树都被砍倒了，商

铺和临时搭建的房屋占领了河涌两岸，河涌水质

越来越差。

广州城的西部曾经是一个由河涌、湖泊和巷

道构成的网络。1958 年推行了第一个试图保留

这类型水文景观的项目，人工开挖了荔湾湖。但

该项目比较理想化，没有提供水源。当时的荔湾

湖整修项目切断了河涌支流，并且在个别地方封

堵了荔枝湾涌。白云山上的淡水源被切断，河道

变成了下水道。随着环境破坏的不断加剧，河涌

逐渐被覆盖，最后在 1992 年变成了荔枝湾路
[1]

。

许多类似的支流河道也被填充或覆盖。

房屋和小商铺沿着由河道形成的道路分布。

这些小业主在荔湾湖公园附近的街道里延续着一

种传统的小规模的旅游商业。

发展历程

荔枝湾复涌项目在荔湾区人民政府的指导

下，由荔湾区规划局负责推进
[2]

。其他部门，包

括荔湾区环保局，水务和农业局，建设局和市政

局，都是项目中必不可少的协调部门
[3]

。该项目

由市政府、荔湾区建设局和市政局提供资金。

这个项目由四个大型城市项目促成。第一

个 是 从 1990 年 代 后 期 开 始， 并 在 2009 年 和

2010 年到达高峰的河涌治理项目。其中涉及了

121 个 河 段， 投 入 资 金 超 过 3400 亿 元
[4]

。 荔

湾区在 1999 年第一次计划整治荔枝湾涌。它在

2002 年第一次被正式指定为环境改善区域。现

在荔枝湾涌水的来源是荔湾湖。由于河涌和湖在

同一水平高度上，所以可以比较容易的把水从湖

泊引入河涌。

其他三个项目分别是亚运环境综合整治，“三

旧”改造
[5]

和“四区一街”
[6]

，它们也因为亚运

会的举办而得到促进。所有的项目都建议，荔枝

湾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提升应当通过改善其环境

质量来实现。

在 2009 年，荔湾区开始打造占地约 58 公

顷的荔枝湾文化和休闲区，重塑了这个地区在过

去广州城中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恢复了令人赞叹

的历史文化景观。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涉及居民和商业

的搬迁安置，雨污分流系统的建设，河涌的疏浚

和净化，完成砖石工程，最后重新铺装步行道和

种植绿化。自 2009 年以来，这项工作陆续分阶

段开展，水系统的重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荔枝湾涌在历史上作为交通运输的主要渠

道，其周边的城市肌理中包含着丰富的遗产——

文物古迹、优美的景观以及民间活动。目前正在

实行的分区规划是通过创建一个联系更紧密、更

适宜步行的环境来突出这个区域的历史古迹，同

时鼓励文化消费来加强本地区的文化价值。第一

阶段实施的文化项目包含了岭南博物馆群、十三

行博物馆、蒋光鼎故居、荔湾博物馆和小画舫斋。

此外，还有陈廉伯博物馆、何香凝艺术中心、西

关大屋片区和文庙广场等等。

整个荔枝湾涌的修复工程包括了许多不同的

举措。首先，河涌上的建筑以及在规划范围内的

构筑物都要被拆除，腾出河道与绿化的空间（图

2.8-1）。

许多原本直接汇入荔枝湾涌的下水道被重新

调整，接入流向荔枝湾污水处理设施的下水道干

管。所有其他原来直接排向河涌的排水管道都被



105

最佳实践

截住。必须先疏浚淤塞的河道，然后再撤除疏浚

河道的机械装备，才能开始实施景观工程。

目前想要完全恢复广州这一区域的原有水文

系统是不可能的。这个项目最初模仿原有的河涌

环境修复了部分河段，期望在未来可以扩展延伸。

项目的延伸部分已经在 2012 年开始动工了
[7]

。

几乎封闭的荔湾湖公园的水质维护系统已经延伸

到河涌里。荔枝湾河涌两岸的环境因步行、休憩

和绿色区域的精心打造而得到提升，这里将再次

成为广州市的主要景点。项目最终的总绿化面积

将达到 17 公顷。其中的照明工程用于营建空间

氛围和强调建筑特色。营造空间氛围的照明可在

平时晚上使用，也可用于大型活动。

区域影响

这个项目创造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新城市公共

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不

是一个孤立的片区，而是一个系统的开端。广州

之前并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由水道和步道系统结

合的结构形式，但这证明了这种结构所能带来的

效益。河涌的修复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步行

环境，同时还支持商业和文化消费，这在广州成

为文化都市和旅游胜地的规划进程中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当荔枝湾涌项目完成后，将会连接

起其他重要景点和有西关特色的区域。这样一来，

它作为一项基础设施，构建了广州未来经济结构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虽然这个项目并没有完全恢复生态，但它向

我们展现了一种生态恢复的大致面貌。这是一个

有意义的示范，因为在广州还有许多的地方可能

实现这种水文系统和沿岸环境的修复。从世界上

的类似案例可以看出，一个或两个类似的修复工

程可以刺激其他地方的需求。

因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增长的经济活动可以分

为几类。随着商铺的扩大和现代化改造，如今它

的租金已高达 400-500 元 / 平方米，在两年内

增幅超过了 100%。邻近的商业街道的价值增长

幅度也相当大。泮塘路的商铺租金（图 2.8-1）

图 2.8-1 河涌修复的公共空间规划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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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 2009 年的 120 元 / 平方米增加到 2011 年

1 月的 160-180 元 / 平方米
[8]

。如果这个例子

可以被推广，那么类似的项目也能对当地的经济

复兴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毫无疑问，直接面向河

涌或有河涌景观的物业价值增长率高于平均值。

在很短的时间内，游客总量快速增长。统计

局表示，在 2010 年最后的三个月里每天有将近

2 万名游客，公众假期游客量还会翻倍。在泮塘

路，餐厅的老板们反映，自从河涌掀盖完成之后，

他们的营业额是原来的三倍。即使没有确切的人

流数据，但总的访客量肯定大幅地上升。土地利

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街道上的小店已经由原来

的杂货店和便利店转变为小吃店和旅游纪念品商

店。文化场地也因为增加的游客量而受益。自从

项目竣工以来，荔湾博物馆的游客增加了 20 倍。

经验借鉴

经济平衡是一套复杂的收益和损失配比。当

地营业额的增长归功于物质设施的改善。尽管移

除了一些功能，但又加强了其他功能，而且激活

了新的功能。大量的访客表明，这一项目已经满

足了广州的需要。过去在这个地方的人被迁走，

活动也消失了，这无疑是一种代价，那是一种记

忆的流失，还冒着地方失去真实性的风险。然而，

这里又留存了这个修复项目和它周围的社区之间

的密切关系。当地社区提供了地方特色食品、娱

乐和具有本土特色的街巷文化，为这里营建出真

实感。

荔枝湾涌的影响是社会性的也是空间上的。

该项目的发展和其他步行空间的实现成为一种城

图 2.8-2 租金因荔枝湾涌修复而增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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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荔枝湾涌

市交通的思路，通过媒体和人们的亲身体会向外

传播。很多其他的社区，看到了这个项目及其周

边地区所产生的收益之后，都开始更加关注自身

的公共环境，尽管成效可能很不一样，但这是我

们非常希望看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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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 荔枝湾——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城市环境示范工程 

[2] 荔湾区“四区一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 (2009)10 号

[3] 荔湾区“四区一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 (2009)8 号

[4]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荔枝湾——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城市环境示范工程》

[5]“三旧”改造是指旧城镇，旧厂房和旧村的改造

[6]“四区一街”包括荔枝湾，陈家祠，上面，十三行和上下九步行街

[7] 第一阶段已于 2010 年完成，第二阶段已于 2011 年底完成，第三阶段正在休整和暂停的过程中。

[8]“穿衣戴帽”引商圈租金走高 穗商铺迎洗牌 ] [ 信息时报 ], 网址：http://finance.jrj.com.cn/biz/2011/01/0600398922452-2.shtml



109

最佳实践

09
Baiyun Qu 
  白云区

Yuexiu Qu 
  越秀区

荔
湾
区

TianheQu 
  天河区

Donghao Chong
      东濠涌

Haizhu Qu 
  海珠区

Liw
an Q

u  

广州中心城区
Guangzhou city center

2.9 案例研究

东濠涌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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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广州市政府下达了越秀区治

水任务书。2009 年 2 月，越秀区成立了污水治

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指挥部。

可以说该项目雄心很大，因为在城市发展的

过程中东濠涌的环境被严重破坏。不加控制的城

市发展侵蚀了河岸，污水从几十个住区和商业楼

宇直接排入河涌中。因为周围的建筑物限制了河

道的容量，所以河道会周期性地泛滥。

在经过 18 个月的紧张工作后，第一阶段 1.9

公里长的项目已于 2010 年 6 月完成。上千户居

民迁出，同时也迁走了近 4.8 万平方米的商业建

筑。当地政府把工作进展得如此快速和有效归功

于当地社区和政府的紧密合作。快速进行的过程

中，多个环节都咨询了当地社区意见。

河道的恢复工作包括了改善邻近区域的下水

道网络和清淤，还在高架桥下铺设水循环设施。

首期工程完成了十座跨越河涌的新桥、5.4 公里

的步行街、1.3 公里的自行车道和 3.2 公里的道

路工程，还有 32.9 万平方米的建筑整修。坐落

东濠涌改善前后对照。大多数的绿道沿着河道的走向分布，除了北部的绿道经过了一个密集的社区，这

为社区内的居民提供了当下流行的新公共空间。

案例概况

东濠涌是一条天然的珠江支流，在广州历史

中心以东（“东”这个字就是解释位于“东部”

的意思），主要在越秀区内。东濠涌源自白云山

的甘溪、文溪，流经城市中心，最后在法政路附

近汇入珠江。自从 1370 年疏浚以来，东濠涌在

城市防御、交通运输、污水雨水的泄洪功能中都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明代东濠涌甚至还是清洁

用水的水源。

然而，像其他大多数的城市河流一样，东濠

涌因为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膨胀而被严重污染。在

最近才开始清理整治。

发展历程

东濠涌是 121 条确定要整治的河涌之一，并

由于亚运会而加速推进，最终得以实现。在众多

河涌整治项目中，东濠涌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因

为它是自宋代就存在的三条主要的南北向河涌之

一，并且是唯一未被覆盖的河涌。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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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东濠涌区位图

项目中段 - 改造前

项目中段 - 设计方案

Enlarg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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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栋历史悠久的老屋中的东濠涌博物馆，正娓

娓地为人们讲述了更多关于这个地方的历史。

区域影响

这个广州的特色场所吸引了居民和游客到此

散步、休闲。现在，人们可以租用自行车来游览

部分河段，在规划完全实施后，游人还可以骑着

自行车继续向北，到达白云山上东濠涌的源头。 

这里为游客提供了广泛而多样的地方体验，

同时还提供了人与水亲密接触的机会。现在东濠

涌的水变干净了，游客们可以获得与自然水流接

触的美好体验。邻近河道有超过 7 公顷的土地被

用作绿地，整个项目成为地平面上的绿廊。

目前，游览河涌的访客总量未能精确的统计

出来，但是根据一般的公共空间标准，这里每日

的访客量显然非常高。一些经过精心改造的区域，

吸引更大量的游人。这个项目是基础设施改造的

一个成就，它重新编织了这个地区的城市肌理，

并纠正了一些因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错误。因

为东濠涌在多个地点的可达性得到提高，并能满

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它将吸引更多的游客。

在不同的环境中穿行漫步，就是最简单最便捷的

休闲娱乐方式。东濠涌便是这类型项目中一个非

常好的例子。

现在，东濠涌博物馆平均每天接待 2000 位

访客，节假日平均每天接待 3000 人。可以预见，

这个庞大的访客量会从东濠涌博物馆迅速扩散到

其他临近河涌的公共或私人场馆。虽然东濠涌目

前所创造的良好效益已经清楚的解释了优先实施

这一项目的重要性，但这项整治工程最主要的收

益还将在更远的未来有所体现。

除了社会效益以外，河涌周围的物业价格也

有上升的趋势。东濠涌整治改善了当地社区的环

境并增加了设施，可以提升周边环境的吸引力。

这种河涌环境整治工程是一个提高整体价值的例

子。

经验借鉴

东濠涌整治工程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以下一系

列子项目的有效组合：水质的改善，河涌两岸景

观和建筑物的升级，沿河道的小型“口袋”公园

的建设，还有自行车绿道的实施。以上每一个项

目对于改善空间质量和提高公众使用率都是不可

或缺的。此外，重大事件的举行，如亚运会，也

为如此重大的民生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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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 邻近东濠涌的二手房销售价格   来源：网站房途网和安居客，2011

东濠涌绿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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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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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地铁站的绿道，穿越河

涌北段的建筑

夜间的装饰照明让绿道更具

吸引力，成为了晚上散步或

者骑自行车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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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层社区
追求混合使用和良好公共空间的设计

2.10  六运小区

2.11  江南新村

2.12  广园新村

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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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  引言

中国城市有很多旧的、中层居住社区，它们面

临着迫切的升级改造或拆除更新。增加商业用途往

往可以延长这些社区的生命，同时为整个城市带来

效益。这样的变化趋势被称为“住改商”。

“住改商”由一系列因素驱动。20 世纪 80 年

代，中小企业开始快速发展，产生大量的空间需求。

与正规的商业建筑相比，居住区的房子租金更便宜，

同时，首层的楼房往往因隐私、采光和潮湿等因素

而最不适合居住。另外，20 世纪 80-90 年代建设

的居住区大多数只有居住单元，用途单一，难以满

足现时居民的日常社会需求。此前，很多地区都没

有真正的“商业用途”，主要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

体制和“单位制”，工作单位建成的大院包含了职

工工作和居住的空间，也往往建有公共的餐厨设施

和中小学。当时物资紧缺，人们通过政府分发的各

种票去换取生活物资。

住宅变商业用途，加上车辆的管制、社区的开

放和景观的改善，改变了一些率先尝试的社区。有

报道指出，2009 年 12 月广州有超过 5.9 万个住

宅单元被改为商业用途
[1]

。六运小区、江南新村、

天河南、淘金和建设新村等
[2]

都是典型的例子。

从 2000 年开始，广州就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

调整，总体的趋势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住改商”。

在 2000 年末，广州市工商局首次禁止首层住宅改

作商用，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违反了规划的控制。

后来，到 2002 年 8 月，政府又允许特定地区

住宅改为商用。但到 2005 年，一项新的政策又禁

止了“住改商”的行为
[3]

。两年后，政府对此的态

度再次有所转变，允许部分不会对周边居民产生负

面影响的“住改商”，严格禁止改为餐饮娱乐，其

中就允许了六运小区的首层住宅改为商用。

为了鼓励创业，2009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09〕9 号）

指出，允许用住宅作工商登记
[5]

。到了 2009 年末，

另外一项政策进一步确认了“住改商”对促进就

业的正面作用
[6]

。但是，这样的用途改变是有条

件的。2010 年 5 月实施的物权法规定，在整栋

住宅的住户同意的情况下，住宅才能合法改为商

用。

过去 10 年，“住改商”的政策大环境从完

全禁止到有条件允许，沿街首层的改造是普遍而

成功的，而且短期都没有消退的迹象。

“住改商”促进了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同

时也使住宅恢复活力，改善了周边环境。因为“住

改商”鼓励创业也增加就业，所以政策提供了支

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这一行为的益处更广，

对旅游、能耗、土地价值和宜居性都有重要的正

面影响。另外，“住改商”使得单一功能的大型

封闭街区变为功能混合的社区，并根据商店的需

要增加了有渗透性的公共行人通道。

对新增公共空间和商店的持续管理是它们成

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对商业功能的严格选取和

建设的严格管制，可以把“住改商”的负面影响

降到最低。



118

案例研究

[1] 广州住改商或再收紧，南方日报，2009,12,10, p.AI02

[2] 温锋华 , 李立勋 , 许学强 . 广州“住改商”问题初探 . 规划

师 , 2007,(23): 42-45.  

[3] 广州市人民政府 . 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 ,2005.

[4] 广州市人民政府 . 天河商业网点发展规划 , 2009.

[5] 关于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意见

[6] 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实施意见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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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案例研究

六运小区

基本数据

总面积：    22.5 公顷

容积率：    2.6

开敞空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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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1987 年，六运会在广州举办，因此在天河

区建设了天河体育中心。新的基础设施刺激了居

住区的发展，紧邻的区域开始发展建设，六运小

区便是其中之一。新的居民大多来自广州旧的中

心城区，迁到天河居住可以获得更宽敞的空间、

更多的绿化、清新的空气和更宽阔的住宅。

图 2.10-1 六运小区区位图，六运小区在本研究中的范围是黄埔大道、体育

西路、天河南一路和体育东路围合的街区，而原来的小区只包括六运一街、

六运二街、六运三街。

评选依据

六运小区基本由 9 层的中层住宅构成
[1]

，小

组团由公共空间分割，机动车空间被严格控制和

分离。尖锐的拐角和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道路把机

动车在社区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为绿化和

步行留出了更多的空间。组团内部是种满树的绿

地，成为该组团居民的公共空间。大部分的开敞

六运小区  Liuyun Xiaoqug Study Area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BRT 车站  BRT Statio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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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用于步行和绿化。这样的布局被称为欧式的

居住区规划，意指建筑沿街道排布，而街道则区

分为不同的等级。虽然被规划为单一居住功能的

社区，但这里逐渐演化成功能和活动混合的生机

勃勃的区域。这些改变包括住宅功能的转变和环

境的更新，由周边地区的发展和政策的改变所驱

动。另外，“住改商”也得益于社区的开放性。

发展历程

 住改商

2000 年六运小区住宅房改，部分业主把住房

改为商用，最初增加的服务只面向社区居民
[2]

。

随着周边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广州的商业中心，六

运小区迎来了新的机遇，可以发展面向更大市

场的商业，而商业类型有别于附近大型的商场。

1996 年，位于六运小区北面的天河城开业，它是

中国内地最早的购物中心之一；3 年后，广州最

早的地铁线路完工，沿着东西向的主干道连接天

河区和旧城中心。21 世纪早期，得益于地铁
[3]

的

发展和 BRT
[4]

的建设，这一前景光明的地区见证

了商业综合体的发展扩张
[5]

。

“住改商”的浪潮开始于天河南一路，随后蔓

延到周边全部的住宅首层。虽然“住改商”的相

关政策在过去的 10 年不断变化，但六运小区的商

业发展从未停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社区

在日间是对外开放的。

2009 年 2 月，六运小区周边（天河南一路，

天河南二路，体育东路和体育西横路）和主干道

两旁的商业被允许保留，但禁止申请内部的商业

活动
[6]

。3 个月以后，市长张广宁强调天河要继续

发展商业。他特别提到，市规划局应该重新筹划

六运小区的“住改商”问题，“允许六运小区下

面的那些低层住宅改成商业吧，市规划局要出一

个规划要点出来”
[7]

。这加强了社区商业发展的信

心。

 亚运整饰

2009 年，市政府为了准备亚运会进行了城

市美化运动，突出的区位优势使六运小区成为首

要考虑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小区进行了整饰，

完善街道设施、粉刷墙面和整修外观。政府借此

机会为简单平直方正的建筑增加欧洲元素（例如

假的坡屋顶）。

在这次升级和形象重塑中，物质空间没有太

大的改变。街道再次被强化为行人主导的空间，

而整个区域重新获得了早期活跃的商业氛围。

 区域影响

六运小区是一个重要的观光、文化活动和购

物区域，小区与周边的商业综合体紧密联系而又

相互补充。开放而曲折的街道结构为小区提供了

适宜的尺度，这里的商业氛围与附近封闭而受控

制的购物中心差异巨大。

小区内部住宅首层的价值大大提升。在整饰

工程前，地区的商业化已经使物业的价值提升了

好几倍。大约 900 间商铺在重新开业时价值平均

提升了 30%。随着天河区的发展，位于中心的

六运小区将持续地获益于周边的商业活动。小区

的居住环境也保持了竞争力，因为有证据表明这

里的住宅价值也在快速上升。2010 年 9 月，随

着街道设施建设和建筑外观整饰逐渐完工，社区

的住宅价值在 5 个月之间提升了将近 25%（图

2.10-3）。尽管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及其他

的影响因素，但六运小区公共空间的优化无疑成

了小区物业价值提升的重要因素。其增长幅度高

于小区所在的天河区的整体水平。

六运小区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自身的地理优

势，小区的环境组织使其与外界紧密联系。尽管

有大量的日常访客，社区仍然是重要的居住区，

居住了近 9000 户居民。居民、商人和游客和谐

共处，对于社区长远美好的将来尤为重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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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经验借鉴

在一个新区中发展起来的六运小区，一直得益

于周边商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临近的地铁

枢纽和 BRT 站点使得小区与城市的联系更为便利。

小区的开放性也增强了它与周边社区的联系。

附近的购物中心和居住社区的街道网络是相

互依存的，六运小区作为大型购物中心的补充，

容纳了那些难以在大型购物中心生存的商户，

但这些商户又受益于邻近的购物中心。住宅首

层的改造、完全无车的步行网络和公共空间的

改善，使社区更有吸引力和活力，这是其他地

方值得借鉴的模式。 

六运小区位于体育中心 BRT 站的南部，天河城百货（图中右后方）后面。一个线形公园在 2010 年 11 月开放，联

系了 BRT 站点和六运小区的步行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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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2 六运小区的商业分布和主要的土地利用

N

日 用  品  Grocery
教育设施  Education
餐       饮  Eating and Drinking

娱乐设施  Entertainment

公共服务  Urban Services

医疗保健 Health

商业设施 Goods Shopping

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旅       馆 Hotel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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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小区，步行化的空间，有沿街

商铺和高品质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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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3 六运小区二手房售价  数据来源：网络（房途网和安居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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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一些高层住宅为新建的、不同的开发。

[2] 居民访谈： 楼下“住改商” 楼上“房中房”2009.5.29，第二版 .

[3] 2006 年，地铁 1 号线和 3 号线在体育西路站（靠近六运小区）相接。

[4] BRT 在 2010 年开通。

[5] 商业综合体包括正佳广场（2005 年开业），广百百货（2006 年开业）

和太古汇（2011 年开业）.

[6] 广州市人民政府，天河商业网点发展规划，2009.

[7] 允许六运小区低层住宅经商，新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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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案例研究

江南新村

基本数据

规
划

研
究
区
域

总用地面积： 61.6 公顷

建筑面积：    125 万平方米

人口：           7 万（现状 7.5 万）

容积率 ：      2.0

总用地面积：31.5 公顷

建筑面积：   83.7893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7

开敞空间 ：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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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江南西位于珠江的南岸——广州旧城的对

岸，由于是低地，最初常遭受水灾困扰。江南西

最初由广州城建集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发，功

能混合，公共空间多样，主要的商店设在首层，

沿着一条主要的商业大街分布，这条大街连接通

往广州城区的两条主要干道。

评选依据

江南新村案例说明了适宜的手段和对日常生

活环境的重视，可以造就高品质的城市发展。即

使通过最粗略的观察，也能发现那里强烈的地方

感和社区感。公共空间被赋予了日常的活动，这

是好的城市发展应推崇的。社区不仅仅创造出日

常生活所需的公共空间，还根据自己的意志管理

和改造这些空间。社区内每一个开敞空间对于日

常生活都有其意义。部分空间在规划时没有被设

计为特定的活动场所，而被用于一系列丰富的活

动。空间的灵活性是初始规划的最重要特征，这

使得社区居民可以根据日常生活需要找到合适的

地方。通过日常生活经历的累积和公共领域的分

享，江南西的开敞空间有了感知、目标和意义。

以上说的意义不是一种象征或比喻，而是日常生

活的一种表达。通过以上的方式，江南西展现了

公共领域的活力。

江南西的布局并不简单，是一系列复杂的规

N

图 2.11-1 江南西区位图

N

江南新村  Jiangnan Xincun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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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发展商的理念 

广州城建最初的理念是社区和后续项目形

成鲜明特征和形态的基础。尽管地区的发展经

历很长的时间，人们仍然相信发展商为社区的

开发和再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元素。因此，在讨

论项目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之前，值得研究初始

的规划和解读背后的含义和意图。

项目规划用地最初是 61.6 公顷，位于重要

的南北向干道宝岗大道和江南大道之间。江南

西路连接了这两条南北干道。

如果江南西路算作城市高级别的道路，那

么这个规划的道路系统分为 5 个层次。江南西

路设计为双向四车道，车道两旁有宽阔而由绿

化带分隔的步行道。这在规划的社区中看起来

就是笔直的大道，出入口有高大的建筑作为标

记（图 2.11-2）。第二个层次，仅规划了数条

26 米宽的街道，可以适应机动交通的需求。第

三个层次是 7-10 米的街道，设想以步行道为主，

但可以允许机动车通过。大量的街道设计为 3.5

到 5 米宽，仅用于非机动车交通。最后一个层

次是连接街道和建筑的步道，设计为 1.8 米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规划师考虑到机动化

交通的快速扩张，还提出了连接社区南北的人

行天桥，但最终没有实施。而所有道路的交叉

口都采用了平面过街的方式。

小区住宅的独特风格支持了空间和形态的

多样性。建筑形态和退让距离都考虑了盛行风

和日照条件（图 2.11-3）。例如，南北距离是 0.7

倍的建筑高度，而东西距离是 0.5 倍建筑高度。

居住单元的大小也是多样的，包括一房到三房

的家庭户型。户型的多样也使人口结构多样化。

划目标的表现。首先，社区是一个较大的交通网

络中重要的部分，为海珠区内部、与广州老城区

的南部提供便捷的联系（图 2.11-12）。社区周

边的道路和江南西路本身都是城市道路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江南西不是孤立的封闭

小区，它的交通和功能需求融入到更大的城市范

围中。江南西案例可以说明它是如何同时满足更

大范围的需求和本地居民的需要。规划师清楚充

分考虑空间的利用和这些空间在引领广州现代生

活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当地不同的尺度和

结构提出多样的交通系统。街道各有不同，对于

本地居民而言，每条街道都因在其中进行的日常

活动模式而有特定的意义。初始规划凸显的公共

空间等级体系在实践中运作得很好，可以满足现

在社区的需要。社区中，建筑体系也是高度多元

的，用途、高度和布局多样，实现了最初的规划，

成为广州地区的一个多功能区。

规划是有效的，本地社区的需求和规划的供

应相吻合，没有资源的浪费和供给的滞后。这里

全部楼房是中层的，可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并

不需要以建设超高层建筑为代价。项目中处处可

以看到私人居住空间与开敞空间之间的良好关

系。

整个项目适应力很强。建筑采用相对小的基

底，比较容易不断地实现升级。当新的功能被吸

纳到江南西，新的结构在必要时会替代旧有的结

构。社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适应自身的空

间，这里开始在广州拥有新的定位。由于广州城

市空间结构的改变，该地区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大多数的改变对于本地居民来说都是正面的，部

分原因是他们参与其中，并对其产生了影响。江

南西的多个环境美化项目，社区都以政府组织的

形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形式积极地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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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规划师提倡多样的人口结构，但像江南新

村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的社区发展中并不多见。

最后，大部分建筑都是楼梯楼，考虑到现代人

坐着的时间太多，人们身体机能在下降，因此

楼梯楼有它的好处。江南新村在实现适度高密

度开发的同时，提供建筑内外的步行空间，这

是一种成果。

项目的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大量供

公共活动的开敞空间，这一直保留到现在（图

2.11-4）。地区的开敞空间比例达到 74%，

几乎全部都是可以利用的公共空间。规划设计

了一个位于地区中心、江南西路北面的广场和

文化中心，当时主要考虑社区内大部分居民都

住在干道的北侧。这一文化中心设计成一个不

常见的六边形的建筑，底层有很多商店和公共

设施。T 字形的步行街设在文化中心旁，吸引

了极大的关注。20 米宽的大街禁止车辆通行，

但沿着 140 米长的街道设置了自行车停放点。

中心区是 8 米宽的绿道，流动商贩可以在那里

经营。这样的方案在当时备受赞誉，为发展商

赢得了 1988 年广东省的奖励。社区中心的商

业功能随着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变化而改变。

图 2.11-2 广州城建规划的江南西路交通体系和分区。广州城建发展公

司的初始规划提出的社区道路系统在本地居民中有新的含义。资料来源：

江南新村规划简介 [1]

江南新村总体功能分区



131

最佳实践

点式
point block

双拼1
semi-detached 

联排   
row housing 

双拼2
semi-detached 

但文化中心和广场仍然是社区的基石。虽然大

部分的初始设计消失了，但这里仍然是江南西

最有活力和最丰富的公共空间。图 2.11-5 展

现了公共空间中活动的类型和人数。人们为了

轮滑和三轮车的需要重新铺设了街道，体现了

该区域对社区居民的重要性以及居民如何不断

改善这里的环境。

项目的四个较小的组团被设想为邻里单

元。例如，每一个组团都配有一间小学和两个

幼儿园。江南西地区共享一间中学、诊所、供

水设施、污水处理中心和轻工服务区。显然，

这样的发展理念是为了让居民可以步行到达小

学、幼儿园和本地服务设施（图 2.11-6）。

这些特征成功地支持了非机动交通，以前步行

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并存，现在大多数为步行。

社区内部的交通几乎全部都是非机动化的，社

图 2.11-4 显示建筑基底的景观平面。小区的开敞空间和主干道两旁

都有树荫。整个规划内外交通都有高度的通达性。

图 2.11-3 江南西的建筑形态和布局。整个地区

有多样的建筑形态，产生了多样的开敞空间和地

方景观。这些因素有利于产生地方识别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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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原来因为需要获取更多光照而选取灌木，

现在逐步用大型的遮荫树木替代。在这些树荫

下，居民把灌木丛替换为盆栽。树荫为公共空

间提供了阴凉的环境（图 2.11-4）。社区居民

的各种干预，都是为了限制和减慢机动车交通，

居民也重新铺设了部分路面。这些努力使得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的密度比机动车网络大得

多（图 2.11-7）。

从 三 元 里 开 往 晓 港 的 广 州 地 铁 二 号 线 在

2002 年开通，后来延伸到江夏。江南西站位于

研究区域的东面。这对当地活动产生巨大的影

响。整个地区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去处。最初

的商业只限于中心广场周边的步行道，后来蔓

sitting/standing/chatting
reading
eating
walking the dog

站／坐／聊天
阅读
进食
遛狗

badminton
recreation
roller skating
table tennis

羽毛球
锻炼
轮滑
乒乓球

taking care of baby
waiting for bus
playing cards
playing mahjung

照顾婴儿
等公车
打牌
打麻将

playing chess
picking up school kids
playing with kids
selling pruits

下棋
接小孩
与小孩玩耍
卖水果

tailor
repairing bikes

剪头发
修理自行车

1 15 3 0

图 2.11-5 江南新村公共活动的分布

区居民下决心保护社区的这一特征，尽管机动车

保有量持续增长。

非机动化交通的理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尽管

这一理念来自经济的转型时期，但它可以很好地

融入现代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机动化

增长的时代，人们也变得不爱活动，江南西体现

了支持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和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

环境的规划理念，因此受到中产阶层的热切追捧。

 近年来一系列的地方环境改善项目

随着住宅的销售完成，广州城建把管理权让

渡给地方政府。原来的景观很少得到升级，铺装

的质量也日渐下降。周边植物随着时间在变化，

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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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用 品  Grocery

教育设施 Education

餐 饮 Eating and drinking

公共服务 Unban services

娱乐设施 Entertainment

医疗保健 Health

商业设施 Goods shopping

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旅       馆 Hotels

.

.

.

.

.

.

.

.

.

.

图 2.11-6 江南西的功能和商业分布。初始的规划包括了小学、商铺、公

共空间和小商贩空间。功能的混合成为社区今天最显著的特征。现有住宅

的首层容纳了大量的商业活动，依步行人流的轨迹聚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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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门禁内的商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重新铺

设开敞空间增加了美感和舒适性，但对设有门禁

的社区内的店主来说却毫无积极的作用。这样的

空间对于休憩和休闲的吸引力降低了，因而对经

营产生负面的影响。换句话说，商业需要门前的

空间是开放的，从而吸引大量的社会活动和持续

的人流，视觉的美化尽管是好事，却不是最重要

的因素。

被访的居民都意识到设置门禁是为了增加社

区的安全性，但人们都认为门禁不会影响社区的

安全性，既不提高也不降低。另一方面，从我们

对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动的观察可以看到，在门禁

的区域内人流和活动比其他区域少（图 2.11-

5）。正如社区居民主动限制机动交通一样，他

们也希望干预门禁项目。在锥形的栏杆被锤平以

后，居民利用临时的台阶翻越围栏。居民很明确

知道是什么成就社区的特色和价值，因此采取直

接的行动捍卫自己的空间。最终将会产生社区边

界新的管理办法。2009 年启动了雨污分流工程，

是广州市政府为了改善排污和洪水问题而出资建

设的，同时也重新铺设了步行道和相关设施。由

于区位特殊，社区长期受到排水和洪涝的影响。

海珠航道联系了珠江的两大支流，位于该区域南

面，是该部分地区道路形态弯曲的成因。

工程的一期由广东长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担，投资约 2600 万人民币。二期也在 2009 年

建设，由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投

资约 1300 万人民币。

在 2009 年 4 月，裕龙投资集团开工建设江

南西路的地下商业连廊。一期从江南大道中到紫

山大街，是 520 米长、30 米宽的隧道。工程使

行人可以在任何天气状况下，不受影响地直接通

向地铁站。二期规划从紫山大街到宝岗大道，长

300 米，项目被搁置，原因很可能是有报道称的

一期工程出现了资金问题。

当海珠区政府逐渐意识到商业、餐饮和服务

图 2.11-7 江南西地区的人行和自行车网

络（上）对比机动交通网络（下）

延到了江南西路。大量的步行人流沿主干道延伸

到南北两边的社区。因为路径便捷，空间的功能

又可以转换，住宅首层的居住功能可转变为商用，

商店蔓延到覆盖树荫的步行道。江南西首层住宅

的商用是前面“住改商”政策讨论的重要案例。

在 2008 年末，紫玉社区的物管提出设立小

区门禁。但是业主委员会强烈反对。在 2009 年

3 月 6 日的研讨会中，居民和商店店主一致反对

在江南西路南面的小区设门禁。但最后仍然在小

区设置了 2 米高的锥形围栏，通往小区的出入口

设置了上锁的大门。周边的杏园小区物管也提出

了设置门禁，但同样受到反对。社区对此感到沮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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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集聚地受到全区人民的关注时，他们更希望

看到江南西可以发展成为市级的中心。目前来说，

住宅首层转为商业用途的过程很顺利，本地居民

也接受了他们的公共空间的新使用者。商店和酒

吧的所有者改变经营模式从而符合本地社区的需

求。

最后一个项目也值得一提。建筑立面的美化

升级是广州市政府为了迎接 2010 年 11 月的亚

运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的“穿衣戴帽”工程的

一部分。该项目由广州思哲设计有限公司承担，

耗资 1300 万人民币。

总的来说，在广州城建的规划建设之后，江

南西的发展经历了多个渐进式的步骤。小区在落

成和投入使用后，仍根据当地居民、广州市政府、

当地管理机构和商业投资者的意志而转变。其他

项目也值得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江南西路

步行化项目。项目受到海珠区经贸局的支持，他

们认为这可以帮助江南西成为整个广州的购物观

光的重要目的地。当地居民也对该项目表示关注，

他们最担心的是交通流和停车会蔓延到社区内

部，因此项目仍在讨论阶段。

新的步行购物环境——江南新地

江南新地于 2009 年开业，是新的地下人行

购物商场，受益于几年前开通的江南西地铁站。

该项目最早由裕龙投资公司投资。一期负一层设

计在江南西路下方，有部分空间在负二层。地铁

站周围还设有夹层。

基于中国的实施标准，项目的地下空间特别

宽敞，可以容纳大量通往地铁的人流。地下通道

尽管是私人控制的，却是街道体系的一部分。商

店面向年轻顾客，他们日益觉得江南西是一个舒

适的休闲娱乐之地。

观察发现，在傍晚 6 点，负一层的人流达到

5000 人 / 小时，这样的人流对于任何商业设施

来说都是巨大的。相应的地面人流大约为 1500

人 / 小时，地下通道西部的人流大部分是向西行

的，他们在工作日结束时离开地铁站。显然，该

部分人流的出现，是因为地铁站和通道便捷的连

接，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流以通道两旁的商店为

目的地（图 2.11-10）。负二层的人流很少，只

有 660 人 / 小时。我们在晚餐前进行了调查，全

部商店里只有 355 人，只占地下通道人流很小的

一部分。两层地下通道的店主们都认为生意难做，

尤其在负二层，那里三分之一的商铺在隧道开通

一年后仍旧空置。后期改善和延伸通道与地面的

连接的措施，应该会使商业活动有所增长。

正如很多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案例，采取

渐进的发展路径是较合适的，这样发展商可以从

最初的发展中吸取经验。随着江南西变为海珠区

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和商贸中心，基础设施的升级

值得重视。这些基础设施对改变地区的形象、增

加本地社区居住和娱乐的吸引力有重要的贡献。

区域影响

 人口多样性

尽管没有江南新村详细的人口统计分析，但

该社区代表了整个生命周期。尤其具有代表性的

是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从中看出，社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历了世代的更替。如果年

轻家庭的进入替代了搬出的家庭，便是维持社区

更新最理想的状态。

从年轻家长看来，江南新村可以提供大量的

安全有用的开敞空间、优质的小学和交通设施。

对于单身青年来说，社区的居住吸引力相对较弱，

因为社区的住房更适合一个家庭或大家庭居住。

但江南西地下商业街、江南西路和适宜步行的环

境吸引了来自周边地区和全市的年轻人。

社区现在人口已经超过规划的 7 万人，所在

街道 2005 年核实人口为 7.52 万人，其中 6.75

万人是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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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公共交通和机动交通

社区组织调整了广州城建规划师设计和建设

的道路网，在汽车保有量增加时，反而减少了提

供给车辆的空间。因为在开敞空间的非法停车常

常困扰了居民，他们采取行动驱逐车辆。在一些

可以区域找到用水桶作为模具的手工制造的水泥

柱子、石块。与住宅数量相比，停车位配备比例

非常少。社区本身共有 130 个地面停车位。在大

约半径 2 公里的范围内有 1046 个路边停车位和

465 个路外停车位（图 2.11-11）。根据现时

的标准，这样的车位供给是偏少的。

适 量 的 车 流 反 映 着 道 路 的 适 度 供 给。 图

2.11-11 显示了区域的停车设施。对于这样规模

的社区来说，机动车流量是异常偏小的。社区居

民出于自身的考虑，减少了广州城建在规划中的

道路。他们认为社区应该是一个无车区域。部分

居民抱怨自行车停放区被改作小汽车停放。他们

同样抱怨在封闭小区的收费停车位。江南西机动

车使用量少也影响着江南西路的交通，江南西路

连接海珠区两条南北向的主干道，而很少以江南

西社区为目的地的车流。这条双向四车道的道路

的总车流不足宝岗大道车流的四分之一。

江南西有 7 条东行公交车线路，8 条西行公

交车线路。南北向的公共汽车线路在宝岗大道和

江南大道（图 2.11-12）。居民反对社区设立门

图 2.11-9 江南新地的商业规划。江南新地是江南西路下面的地下商场，已经成为

常规步行系统的一部分，同时也吸引游客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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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Location

人
/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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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0 江南新地地下空间和商店内的人流状况。只有一小部分人流是以

地下通道两边的商铺为目的地的。

禁，原因与公交站的位置有关，人们可以方便地

通过高度发达的步行网络来往于车站和社区任何

地方，但这样的步行网络正受着社区门禁的影响。

江南西路是常用的公交走廊。江南西的这些特征，

还有其发展为海珠区购物中心的前景，使该地区

有望成为好的公交及慢行交通专用道，只允许行

人、自行车和公交通行。但无论如何，本地居民

显然把无车社区看作比江南西路步行化更重要的

特色。

行人和自行车的社区

步行交通是社区交通的主导。在行人流量统

计图（图 2.11-13）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

特征。大量的步行人流出现在宝岗大道和紫丹大

街的周边，也出现在社区内部，从南到北、从东

到西，形成格网贯穿整个社区。

人们一般希望从家里出发，尽快直接地走到

周边道路上搭乘公交或的士。社区内的人流量与

周边道路的相仿，有的是为了个人目的，有的是

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周边道路是海珠区重要的街

道，理应比社区内部有更大的步行人流，但事实

并非总是如此，这可以从图 2.11-13 看出来。

居民表示，他们确信这些社区内的步行人流是江

南新村的基本特征，同时支撑着社区的感觉。

早高峰人流与晚高峰人流几乎完全吻合，其

中部分是接送小孩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居民，这些

活动基本通过步行完成。东西向和南北向穿过社

区的人流往往是进行日常的社会活动。这些人流

方向支撑了江南西新商业主干的发展，那里是供

外来访客购物和本地居民获取服务的地方。人们

喜爱的路线沿着江南西的主要过街处，与初始的

规划一致。这里的步行网络划分为清晰的等级：

承载大量活动的中心区和主干，汇入主干的支路，

最后是树下和建筑之间的安静步道。

在三个高峰期进行的人流调查表明了，步行

是该地区重要的出行方式。出行模式的比例反映

在图 2.11-14 中。通过研究区域的所有人和车

辆都被记录了，也包括小区周边主要道路的交通

量。需要注意的是，图表显示的大量机动车交通

与江南西的社区无关。

尽管江南西在重要的主干道旁，但却是以步

行为主导的区域。经过该地区的交通流有大约

68% 是行人，只有 12% 是机动车。当然，社区

本身很关注周边交通量的增加，他们不断努力地

阻止机动车进入。自行车出行大约占 11%，根

据全球的标准，是个不小的比例。显然，一些自



140

案例研究

行车出行份额转化成了步行或公交出行，但不知

道具体的比例。加上三轮车，非机动交通的总份

额达到 13%。出租车和公交只占 5%，虽然这个

比例很小，但总人数却是巨大的。从交通、能耗、

公共健康和环境的角度看来，这是理想的出行模

式构成。

尽管广州城建的规划师在初始的规划中已经

预见到自行车在社区中的重要角色，但自行车现

在更集中在社区边缘，特别是在宝岗大道、江南

大道和江南西路。自行车出行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摩托车的冲击
[2]

。后来摩托车牌照的发

放逐渐减少，最后暂停，2007 年 1 月全市城区

范围内禁止摩托车通行。直到那时，摩托车对自

行车交通的冲击才消失。尽管本地的交通方式以

步行为主，但在社区中停放的自行车表明居民会

骑车到社区外部。图 2.11-1 显示了从社区出发，

人们步行和骑车可以到达的目的地的密度。成年

人步行送孩子上学的生活模式表明居民对社区的

空间具有控制力，同时也显示了该地区连接不同

的目的地的安全快捷的出行路径。

我们在一天的调查时间中，在江南西的中心

点记录了居民日常出行的状态（图 2.11-15）。

在观测中，我们记录了经过同一个交叉口 4 个方

向上行人的数量。一天中有多个高峰，其中最突

出的是约 7 点的早高峰、12 点左右的第二次高峰、

约下午 6 点的最高峰还有晚上 9 点的第四个高峰。

不同时间的人流高峰有不同的特征。早高峰的人

流主要来自南面，主要是家长送小孩上学，向北

的回流出现在中午。总的来说，在此观测点步行

人流的方向主要来自南面。

人流的特征支撑着社区的社会网络和江南西

的商业发展。

图 2.11-11 江南西的停车设施。停车空间有限，车辆进入该地区受到限制，而且由于社区居民的措施而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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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敞空间中丰富多样的活动

广州城建的规划师为社区设计了社会交往的

公共空间。他们的规划是简单而有效的。路缘带

限制了小区内的机动车交通，创造了很多开敞空

间，作简单的铺装便可供行人使用。社区居民在

休息和游玩设施周边放置了大量的盆栽植物。随

着时间的推移，居民渐渐认识到这样的环境是最

适合他们进行休闲活动的。如今，我们很容易地

观察到江南西的社会活动已经呈现明显的特征

（图 2.11-5）。这些社会活动大部分都与步行

人流密切相关。例如，十字交叉的人流以公共广

场和社区中心为节点。午后的人流往往直接通向

这些中心地带，在那里读书、聊天和带小孩，使

空间充满了活力。

打麻将是社区老人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他们

往往在一个显眼的角落聚集。那里的环境相对安

全，人们既可以享受到微风，又可以感受到树下

的阴凉。通往麻将区的人流也是巨大的，这些路

径使老人们可以便捷地从家里步行而来。

近年来，酒吧进入江南西社区，并且有典型

的聚集特征，这可以在图 2.11-6 中看出来。他

们偏好在最靠近人流的地方营业。这样独特的场

所可以大量吸引江南西路的顾客。购物的人流与

步行人流相一致。这表明江南西社区原有的步行

人流与外界的访客混在一起，因此，服务于社区

的小型便利店与各种特别的商店相互补充。

各种公共活动的重要性在一天内也是不同

的。调查员对江南西两个公共空间的活动进行了

全天的观察（图 2.11-16）。在北广场最常见的

公共活动是静坐、聊天和照看小孩。这些活动在

下午 5 点至 6 点出现整天的高峰。小孩的活动主

要在早上，中午前大幅减少，而到了下午再次增

加。现代和传统舞蹈也出现两个高峰，分别是清

晨和接近黄昏的时候。太极在早上是很常见的，

大约在 9 点前，照看小孩则集中在 9 点至 11 点，

最后，打羽毛球也集中在 9 点前。

这一公共空间中有多达 80 人同时在出现并

图 2.11-12 江南新村 300 米内的公交线路，可以通往市内各处

Bus routes within 300m of Jiangnan Xincun

0 .5 1 1.5

Kilometers

Jiangnan X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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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份工作日  5:00pm - 7:00pm
June2010  weekday   5:00pm - 7:00pm

图 2.11-13 江南西的人流量

N

图 2.11-14 江南新村的交通模式。步行为主导，因为对外的联系主要依靠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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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活动，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12 种日常活动。

显然，江南西的公共空间主要由居民用于日常休

闲活动，而不是被光顾商店、餐馆和酒吧的外来

者占据。社会活动的低谷出现在中午。我们的调

查是在初夏，中午温度偏高，人们不愿活动。但

是部分活动可以在某些地方持续进行，例如，麻

将、休息和闲聊等活动会选择在舒适的环境进行。

一般来说，这些环境要求有树荫和微风，例如在

建筑角落。

江南西路以南的中央广场与北面的有明显差

异，活动量较少。南面的居民喜欢穿过江南西路

到北面广场活动。南面的广场最常见的活动是下

午 5 点时，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小孩放学，抱小孩

散步则往往在晚上 7 点，大概是在晚餐以后。家

长往往不愿意抱着小孩穿过江南西路（图 2.11-

16 和 2.11-17）。

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多样，这在很大程度上

塑造了社区的个性。北广场在小区的中心位置，

居民步行不到 300 米就可以到达，是最重要的场

所。虽然南面的居民不愿意穿过繁忙的马路到达

北广场，但是与自己小区安静的广场相比，他们

更愿意选择到北广场去。改善后的过街系统方便

了大量的步行人流和非机动车穿过江南西路。大

量的过街设施使人们感觉到南北两个社区紧密而

安全地连接在一起。

当然，这些广场不是江南西唯一受欢迎的公

共空间，在广州城建的规划中，社区设计有多个

公共空间以适应多样的活动需求。而社区也根据

新的活动和日益增长的需求，改变和增加公共空

间。

 和谐共存的商住混合

在过去的 5-7 年里，很多首层的住宅慢慢地

改成了商业用途，商店的分布在图 2.11-6 中清

晰地表现出来。从 2000 年起，广州“住改商”

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总的来说倾向于在特定

条件下允许“住改商”。2009 年颁布实施的物权

法是最重要的政策，明确了经得整栋建筑的全部

业主同意以后，住宅可以改变为商用
[3]

。结果，

一些店主努力保持商业和周边居民的和谐关系
[4]

。

无论这些商业活动是否真正服务于本地居民，它

们已经融入江南西社区中，成为这里最显著的特

征。

据 报 道， 截 至 2009 年 12 月 全 广 州 有 超 过

59000 个“住改商”单元
[5]

，在江南西就有 500

个
[6]

。江南西商业社区于 2009 年 1 月被评为“国

家示范性商业社区”，是第四批中广州市唯一的

区域
[7]

。

我们看到，这些商店大多集聚在紧邻江南西路

的安静的住宅街道里（图 2.11-6），外来的人流

从江南西路的地铁站和公交站涌入。渐渐地，相

似的使用功能逐渐聚集，是相似商业活动集聚的

规律所致，并不是任何正式规划的结果。转变为

商业后，首层的租金是居住用途的 2-3 倍。越来

越多的访客和居民使用这里的公共空间，使 “住

改商”更有前景，同时也增加了公共空间的活力。

居民在访谈中表示接受这些小商店。店主与社

区居民相互认识，并形成新的团体。访谈还反映

出人们对酒吧的态度各异。多数人认为噪声、烟

味等早期的问题大部分已经通过沟通和协商得到

解决。居民基本上不再担心这些场所造成的噪声

和空气污染等问题了。但一些居民仍然担心这些

设施会吸引外来访客，使社区内部难以维持认同

感和安全感。总的来说，被访的居民认为，这样

的功能混合没有威胁到他们的社区。

访谈中也发现 , 居民对社区门禁计划有很强的

负面感受。几乎没有居民认为设置围栏和大门可

以增加安全性。所有被访者都认为门禁带来不便，

也不能得到管理部门所说的好处。店主特别反对

门禁措施，因为他们的生意在设置门禁后大不如

前。人们往往喜欢在晚上购物，而这时大门已经

上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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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5  15 分钟时间段内的交通量。这个曲线图表示，

在夏天一个平常的工作日，经过江南西中心点的每 15 分钟

的所有交通量。

Pedestrian Count Spot

来自北向的人流
Pedestrian entering from North

来自西向的人流
Pedestrian entering from West

来自南向的人流
Pedestrian entering from South

来自东向的人流
Pedestrian entering from East

人流量计算点

人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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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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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羽毛球
Badminton

踢沙包
Hacky-sack

滑旱冰
Rollerblade

玩耍的小孩
Kids playing 

遛狗
Walking the dog

阅读
Reading

跳传统舞
Traditonal dance

跳现代舞
Modern dance

太极
Taiji

喂鸟
Birds feeding

照顾婴儿
Babycare

坐, 聊天, 站
Sitting, chatting, standing

图 2.11-16 江南新村的公共活动。在夏天工作日，

不同活动类型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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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的小孩
Kids playing

等小孩放学
Waiting to pick-up children

健身
Recreation

坐, 聊天, 站
Sitting, chatting, standing

图 2.11-16 江南新村的公共活动。在夏天工作日，不同活动类

型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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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借鉴

江南新村是城市发展的成功案例，具有以下

特征：

1. 一个具有高度渗透性和良好的公共交通可

达性的城市肌理；

2. 一个几乎完全无车的居住环境，社区极力

保护步行主导的环境特质；

3. 一个小孩和老人安全、可达的场地；

4. 公共空间充满着多种活动，而且能同时满

足居民和游客的需求；

5. 居住环境和公共空间紧密联系；

6. 小型的首层商店、酒吧和楼上居住的功能

混合；

7. 社区拥有强烈认同感，共同管理居民的公

共财产，并有明确的社区发展方向；

8. 一个适应能力强的建筑和空间体系，可以

适时地吸纳新的项目，而且江南西在地铁系统与

海珠区的地位日益重要，该地区有更好的发展前

景。 

参考资料

1] 江婉卿 , 徐治惠 . 江南新村规划简介 . 住宅科技 , 1990,1: 

7-8;23.

[2] 广州市人民政府 .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摩托车在市区

部分区域路段行使的通告 .2004.

[3,4] 物权法 .

[5] 广 州“ 住 改 商” 或 再 收 紧， 南 方 日 报 , 2009.12.10: 

AI02.

[6,7] 江 南 西 500“ 住 改 商 ” 何 去 何 从 ? 南 方 日

报 ,2009.3.24:G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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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11-16 中记录到的公共空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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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新村，多处建筑首层翻新为商铺，公共空间得到改善，采取环境设计限制机动车交通。

上图是东面和南面的封闭小区内的广场，经过的步行人流被门禁阻隔了。结果，即使景观改善了，

环境变得优美了，却不能吸引公共活动，商店也不如周边其他地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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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案例研究

广园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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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案例概况

广园新村位于白云区，在白云山西南面，旧

机场改造区的南面（图 2.12-1）。广园新村的

区域边界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指北边的平安大街，

南边的广园中路，西边的松柏东街和东边的白云

大道南。该区域包含了 3 个社区：景泰直街，广

园新村和云苑新村。

评选依据

广园新村有极大的非机动车区域，因而成为

这次研究的案例之一。对于那些由主干道划分的

新发展单元，一个约 0.5km
2
（900 米 *500 米）

的案例是值得参考的，因为这比很多的规划标准

都大。从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看来，我们

认为这是成功的案例，并可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

准。

发展历程

广园新村是中层的楼房，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发展，虽然远离地铁站点，但有良好的公交

服务。2011 年，离社区中心约 1 公里处开通了

一个新的地铁站点，飞翔公园。地铁站是旧白云

机场再开发的一部分，但不在该社区居民便捷到

达的范围之内。尽管机动车可以进入社区，但社

区内机动车的数量极少。社区通过一系列的努力

广园新村  Guangyuan Xincun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0  25 50   100  150  200  250
Meters

长途客运站 Passenger Depot 

图 2.12-1 广园新村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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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12-2 广园新村的景观规划和建筑分布。

0           5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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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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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Unit：人/小时  pedestrians/hour

0      50      100          200
Meters

现状描述

居住区域的规模和人口支撑了一个中心区的

发展，吸引了规模相当的步行人流。在区域的某

些街道网中，步行人流达到近 4000 人 / 小时（图

2.12-3），这一数字通常出现在欧洲和中国的

N

图 2.12-3 广园新村的步行人流，东西向的步行商业街人流最大

减少机动车在社区内的行驶空间。部分的措施因

政府的介入而受到阻挠，但有些措施成功地延续

下来。社区抵制机动车侵入小区边界。社区中心

有一个步行化的市场，体现了社区的非机动化特

征。社区还有露天的餐饮区，商业空间同时也成

为了社会空间（图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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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 广园新村的商业分布
N 0           5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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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功能分组，这些地方也是典型的没有外来者

的社区环境。在小范围内提供了混合多样的本地

服务。但是，中心商业区极为不同。在那里，服

装店和饰品店相互竞争，争相吸引每天持续不断

的大量的步行人流。这个区域交通非常便捷，既

因为它的中心区位，也由于独特的街道网络：景

泰商业步行街与一个开放的步行网络相连通，与

多条南北向的通道直接连接。这是一个集购物、

步行道被拓宽而道路被缩窄，减慢和限制了机动交通。路缘石高于 20 厘米，防止汽车占用步行道

停车。树荫在夏天为人们提供清凉的环境。

建在一条约 300 米宽的污染河道上的公园于 2000 年完工，花费 1200 万元，是市建委的项目。

该项目和周边的道路、景观工程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减少该地区汽车停放的空间。

大城市的步行购物中心。这里没有建设专用步行

街，既由于政府没有意识到它的必要性，又因为

社区认为现有的空间已经足够。松柏东街是两条

重要的南北向街道之一，聚集了大量的小贩，充

满活力。该区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空间和重要的

活动中心。

广园新村的商业空间既分散又集聚。服务于

本地居民的商业功能在社区内相互混合，没有不



157

最佳实践

近年来建设了几个利用率高的社区公园和广场。

由建筑围合其的庭院非常热闹，居民在此进行各种活动。

尽管景泰直街是主要的机动车道路，但还是以步行人流

为主。

扩宽和新铺设的步行道、缩小的交叉口和转弯半径有助

于控制交通。区域也新增加了树木和座位。

休闲散步和餐饮多功能的地区，也是人们用来观

察人来人往的地方。

公共空间系统也很值得分析。从居民的日常

活动可以观察到，广园新村的空间系统有明显的

等级。人流以东西向的街道为主，汇入南北向的

景泰直街和松柏街。景泰直街与松柏涌上的东西

向街道相连。一处主要的公共开敞空间以石榴桥

路为边界，种满了优质的植物，是便于使用的空

间，由南面的松柏涌及两条与住宅平行的安静的

街道所围合。北侧楼房的首层有一些商店和食品

店。这个开敞空间成为服务于北面社区的一个中

心点。

建筑肌理在维持总体秩序感的同时，有显著

的多样性。在这样的秩序中，人们可以容易地识

别 8 种不同的居住类型，有别于一些有特定功能

的建筑基底。在整个规划中，这 8 种类型在特定

的区域集聚，通过建筑的形态和开敞空间的形态，

赋予每一个区域不同的特征。社区整体由一些不

同形态的单元组成，不是为了产生好的视觉效果，

而是为了营造本地居民的地方感。地方感的营造

是这一时期建设重点关注的方面，这在追求形式

表现的潮流中逐渐消失，而形式表现日渐成为界

定新居住空间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广园新村

没有一个全景式的、可视的发展图景，但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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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了不同的区域，各自有着独特的建筑形态、

建筑排列组合和受到管理的开敞空间。

成熟的城市发展需要一个与日常活动和地方

惯例匹配的可识别的空间层次。空间结构的认同

和强化是社区走向自我认同的重要一步。有了社

区认同，就有了空间的使用、维护和一系列的自

发改进，而不需要额外的支持。

经验借鉴

广园新村说明了旧社区不需要为了容纳机动

车而进行大规模的改变，也可以维持发展和活力，

而当地居民也更喜爱这样的社区。公共空间的升

级，尽管占用了机动车的空间，却是在没有推倒

重建的基础上，改善本地生活品质的重要方法。

当社区周边有了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就可以容

易地抵抗私有机动交通的产生。而在此案例，仍

有许多连接路径没有被充分利用。把社区看作大

型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

未来探讨

当内部道路系统规模受限时，周边就会出现大

型的道路，这时便产生一个问题：这种模式是否

可以复制。最小化内部道路可以减少机动车使用，

而周边道路的增加又可能导致社区被隔离，两者

之间的平衡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 

在中国，在公共空间的运动设施游玩和锻炼是常见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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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大街区

2.13 黄埔花园

2.14 骏景花园

第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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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前言：超大街区

许多中国现代的住宅区都是以“超大街区”

的形式开发，一个大型的发展区域里包含了上千

个被宽扩的城市级道路围绕的房屋单元，以及由

私有开发商管理和建设的封闭的内部道路系统。

在城市化的区域里，超大街区严重地破坏了一个

城市的功能。

这种类型的开发通常是封闭的，出入口很少，

成为了穿行于城市的障碍，把人们居住、购物、

获取服务和工作的地点分隔，并加长了出行距离，

减少了低碳出行模式的可行性，使交通更加拥堵，

污染更加严重。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1]

。

无论是政府、发展商还是居民，对现有模式

所得利益的看法是不能迅速被改变的。政府为基

础设施的支出的减少，规模经济发展，居民对安

全性的感知和其他因素都驱动生成了现有的实践

例子。而且，无论是私人院落住宅还是大家族的

复合式住宅，无论是宫殿还是城墙围合的城市，

封闭式和城墙围合都是中国古代的设计形式。单

一出入口、单中心的布局已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

蒂固，虽然这大大降低了现代城市的流动性、现

代生活方式的通达性和交换的效率。

开放超大街区，为行人和自行车提供公共通

道、捷径及更好的环境，使它们比私人汽车更有

魅力，这样可以减少这些标准的超大街区的缺点，

还可以在公共通道的两侧设置商店和服务设施。

可穿越的、功能混合的超大街区可以代替致密的

街道网络，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改善可持续交通。

香港和深圳有着更为“开放”的开发模式，

某些内地的开发项目也呈现出“开放”的优势。

在这里，我们选取了两个大街区的范例，它们对

外的开放性更高，而且有更多的非居住功能。当

小型街区无法实现时，这个模式应该被复制到所

有大的发展区域。

这个方法也可以运用在现有的开发中。在关

键地方增加出入口，或者开放上锁的门，这有利

于居民和周边邻居减少出行时间，更便捷到达附

近的各类设施。这难道不是城市该有的功能吗？

改变并不容易。中国媒体时有报道邻近社区

对此问题的争执。矛盾的产生是因为一些居民想

要便捷的路径，另外一些居民想要私密性；中收

入不均使这两个群体的问题扩大。政府、规划者

和发展商都应各施其职来调解这种社会矛盾，通

过立法、制定总体规划和发展来平衡个人私密性

和提高全市可达性的关系。

大型的封闭社区，由围墙或栏杆围闭，与周边区域缺少

联系。为自行车和行人提供公共的穿行路径可以加强全

市的交通联系。

[1] Reid Ewing & Robert Cervero (2010): Travel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6:3, 265-29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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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花园。发展项目内的道路都是对外开放的，建筑物之间的室外空间在平台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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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九龙

Aberdeen Hongkong
  香港仔

HongKong map 
香港地图

维多利亚港

Kowloon Peninsula

Port Victoria

mountain land

mountain land

Whampoa Garden
黄埔花园

2.12 案例研究

黄埔花园

基本数据

人口（估计）：32000

用地面积：       16 公顷

容积率：           5.0

开敞空间：       62805 平方米

停车率：           0.3/100m
2

总建筑面积：  办公：80175 平方米

                        零售：144779 平方米

                         居住：70988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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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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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mpoa Gardens 

图 2.13-1 黄埔花园的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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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黄埔花园是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第一个发展项

目，建于旧时的九龙船坞，朝向红磡湾，位于维

多利亚港北岸、红磡东面、大环西面。和记黄埔

集团把“花园城市”理念引入高密度的香港，他

们把黄埔花园定位为一个居民可以在社区生活、

工作和玩乐的多元化地区。

16 公顷的综合发展项目包含了 88 栋 16 层的

住宅塔楼，有 10431 个 351 平方尺到 1110 平方

尺不等的单位，现状人口大约为 3.2 万人。区域

包含了商业街、购物中心、公共交通终点站、学

校和娱乐设施。对于非本地居民来说，黄埔花园

最著名的是内部的购物娱乐综合体，一个建于第

一旱坞旧址的船型购物中心，代表着当地的历史。

评选依据

对于外界来说，黄埔花园是购物和散步的好去

处。尽管塔楼和裙房的布局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很多发展项目的典型，但可以夸耀的是，黄埔

花园有特别好的步行环境。它深受居民的喜爱，

居住地和公共设施紧密的融合，值得其他社区参

考。

黄埔花园第一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成，当

时香港的规划部门和有关发展商决心供应品质高、

区位好、有社区特色的中等收入住房。这样的设

想在一期成功之后会受到推崇。

黄埔花园是一个棕地改造项目，临近已建成的

高密度的开发项目和交通站点，在广九铁路的终

点站红磡站以东约 1 公里处。尽管最初稍显孤立，

但黄埔花园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目的地，同

时保留高品质的居住环境。

发展项目本身密度很高。因为临近启德机场（现

在已经关闭），规划师设计了以中等高度的塔楼

组成的紧凑组团。尽管高度受到控制，但该项目

结果还是成功的。没有超高层建筑使紧凑的塔楼

布局之间有了社区感。居民对近期在周边建起的

更高的塔楼产生了负面的评价。尽管黄埔花园是

香港的一个高密度发展的典型，但该项目在密度、

高度和开敞空间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

最后，规划师关注到可达的社区空间和街道

的联系。当时社区空间的有关文献强调公共空间

不能在垂直方向上远离日常的交通系统。而黄埔

花园通过很大的努力，使住宅的公共空间和街道

的垂直距离减到最低，同时维持视觉的连通和开

放性。社区的公共空间与交通系统高度协调，是

该项目的一个重要成就。

发展历程

 历史

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由杜格拉斯·林柏

（Douglas Lapraik） 和 托 玛 斯· 萨 瑟 兰 德

（Thomas Sutherland） 于 1863 年 创 建， 此

后几十年间都是亚洲最大规模的船坞之一。东亚

内部、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快速扩张，

产生了大量的远洋船只需求。九龙船坞从 1865

年起，不仅承担海洋运输功能，还是船只制造和

维修的基地。

20 世纪 60 年代，九龙船坞由和记国际的祈

德尊（Douglas Clague）掌管，后来控制权转

移到长江实业。与世界各地相似，船坞经历了快

速的衰退，随着货柜运输的产生而被迫关闭，因

为货柜运输要求更多的空间、物流配套和船只运

载能力。旧船坞失去了作用。20 世纪 60-70 年

代，拥有造船业的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

量的滨水区被闲置。

结果，1976 年，九龙船坞开始分期关闭。

次年，九龙船坞的拥有者，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

司与和记国际合并，成立了和记黄埔，是一个以

地产为主业的公司，包含了销售和物业管理。

1984 年 12 月 14 日，和记黄埔与香港政府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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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 黄埔花园位于旧时的九龙船坞，当时亚洲最大的船坞（英国

海军，1909）图片来自和记黄埔

交易条款，黄埔船坞于 1985 年正式关闭。和记

黄埔随后着手黄埔花园项目，投资大约 40 亿元，

是香港最大的私人住宅商业发展项目之一。

 规划历程

综合发展区（CDA）的开发依据是总体规

划（MLP），该规划最早由城市规划委员会于

1983 年 10 月 19 日 通 过， 后 经 历 1985 年 的

土地利用性质转变和 1988 年 4 月的修编。该

地区因为临近九龙城的旧启德机场，高度控制在

52mPD*（约 16 层）。

发展商制定了三期 16 个地块的规划（1984

年 5 月、1987 年 6 月、1987 年 12 月 ）， 后

又做出了改动：去掉 12 号地块的一栋建筑（图

2.13-3），以提供更好的空气流通和留出维多

利亚港的视廊；调整了 10 号地块的一栋建筑的

坐向，以提供更大的公共庭院。

住宅楼的总数从 94 栋减少到 88 栋。但是总

的建筑面积有所增加，减少了路面层的道路、设

备面积和开敞空间。

塔楼通常在裙楼的顶层景观绿化之上，而裙

楼的首层或地下层主要用作商业。该项目有两个

独立商业综合体（其中一个是黄埔广场）和四个

精心设计的独立小学。黄埔花园内部的道路是对

公共开放的私家街道，由发展商维护和管理。值

得一提的是黄埔花园不是国内所见的门禁社区，

其零售业的成功，正是有赖于外来访客和居民本

身。

 自给自足的社区

尽管该项目地理位置临近城市中心，但因在

滨水区而显得相对孤立，这是黄埔花园最主要的

障碍。红磡站附近集中的大规模交通设施把黄埔

花园与活跃的城市中心尖沙咀分离了。连接红磡

*mPD 为香港的测量概念，意思是“高

于测量基准点米”，PD（测量基准点）

为低于海平面 1.230 米。



167

最佳实践

N

图 2.13-3 为便于识别，项目被分为 12 个地块，3 版的规划都送到了城市规划委员会，主要的修改是减

少塔楼的数量，增加开敞空间。

站东面和海底隧道入口西面的公主道隔离了该地

区，只能通过空中走廊跨越。这些通道不便捷，

步行距离也不合理，更没有舒适的步行体验，因

此难以得到充分利用。早期规划中所提供的本地

服务就是为了减轻这些困境的。此外，黄埔花园

从根本上把现存的红磡区扩大了一倍，形成了一

个容纳超过 6 万人的服务区。黄埔花园北面是工

业楼宇，现在面临着转型，但在 20 世纪 80 年

代项目开发时期，有着活跃的产业活动。

黄埔花园最早的想法是提供所有必须的社区

服务，还有更高层次的商业活动。为了加强与周

边居住区的联系，吸引更多访客，规划把红磡的

街道格网延伸到了黄埔花园内部。每层的建筑用

途各不相同，地下最低层是停车，负一层和首层

是商业，再上一层是公共花园，花园上方是住宅。

这样的模式遍布整个项目，除了中央的商业娱乐

组团。除了滨水区公园以外，地面层缺乏开敞空

间，但由人行天桥所连的二层开敞空间作为补偿。

而事实上，这些人行天桥很少被利用，因为这些

公共花园可以通过斜坡便捷地与街道网络相连。

另外，一条滨水步道通过进入社区的通道联系了

整个项目。这条步道经过大环山公园通往最近完

工的二期。

在这样独立的环境中很有必要建设社区学

校。因此，大量的土地用于建设两所小学，不远

处还有一所高中。

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黄埔花园的独特历史。

位于第一旱坞旧址的船型建筑（图 2.13-2）唤

起我们对昔日黄埔船坞的回忆。滨水的空间对于

社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是一个深受居民喜爱的

社区休闲空间。天星小轮从这个滨水区开往香港

岛的中环，不仅提供了便捷的到达市中心的方式，

还提供了水上活动，受到很多社区居民的喜爱。

因为塔楼之间相对开放，后面没有阻隔，整个项

目都有滨水的感受。一段独特的历史融入了一个

新的、不同的开发项目。尽管是高密度、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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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但该地区的意义仍然保留了下来。

总体效果：现在的建成环境

 总体结构和空间组织

黄埔花园包含了中等高度的建筑和功能混合

的项目，这在香港是非常独特的。在高度控制的

前提下，要把建筑面积最大化，全部建筑都建设

为最大限高，因此，所有的 88 栋塔楼都统一高

52mPD，最近开发的临近滨水的商业项目是例

外，高度可以达到 100mPD。有人担心相似的

建筑形态和高度会导致迷失方向和缺乏多样性。

但有人认为，因为有了建筑首层的商铺，地面层

充满活力。由于地下人行道的费用高昂而且市政

管道沿道路铺设，地下的商铺没有相互连接。公

共空间主要在二层平台，由人行天桥连接，但由

于居民更偏好于使用首层的街道，增加了街道的

活力。黄埔花园中心的船型购物中心成为地标，

标记了该地区作为船坞的历史。

建筑本身运用海洋主题，有白色圆形的窗户

和清凉暗淡的色彩，但不出意外，主题中的“船”

是客轮而非货船，代表现在而非过去，表明该地

区的历史不如它的未来重要。人们主要关注住宅

的环境质量，这里可以享受到自然光线和滨水的

微风。

 土地利用：区划

黄埔花园项目在红磡路两边，位于区划的综

合发展区。综合发展区内的土地利用需要经过城

市规划委员会的同意。

2003 年，规划委员会考虑到综合发展区划

的目标已经达到，该项目也完工，就把黄埔花园

的用地性质改为 R（A），即居住。但是，这受

到居民委员会的反对，他们担心该地区未来大规

模的重建，特别是开发商利用剩下的已批准的非

住宅建筑面积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根据居民

图 2.13-4 从北往南的景观，可以看到地块中部商业娱乐综合体（黄埔美食广场）和船型购物中心（黄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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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13-5 建筑基底图。可以看到，黄埔花园比周边地区建筑密度更高

图 2.13-6 土地利用图

N

图例

开放空间

综合发展区域

商业
零售业 / 底层商铺

居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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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规划委员会继续通过综合发展区控制黄

埔花园的开发，撤销了区划的调整。

黄埔花园主要包含居住和商业功能。总的居

住建筑面积为 71 万平方米，全部开发为住宅楼；

15.7 万平方米的非住宅建筑面积也已经建成，

另外 1.08 万平方米的非住宅建筑面积已经获得

批准，但还未建设。

为了使居住面积的最大化，所有住宅大厦的

电梯房都设在 16 楼，因此没有电梯直达 16 楼，

居民必须乘电梯到 15 楼后，步行到 16 层的住宅。

由于开发时的高度控制，商业裙房不是典型的 3

层，商店只能限制在首层和地下，商用的建筑面

积超过 120 万平方尺。由于高度的控制，发展商

决定把居住面积最大化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启

德机场搬迁以后，建筑的高度控制仍然保留，部

分原因是居民更希望保留现在的建筑密度，使容

积率保持在 5.0 而不是周边地区的 10 甚至更高。

商店的详细列表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埔

花园的商业布局。零售商业被分为 12 个区，其

中两个是大型的商业综合体，也就是黄埔号（船

型建筑）和黄埔美食广场。其他 10 个零售商业

区融合在住宅楼的首层或地下，在每个分区都有

相似的业态。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些功

能也经常改变。例如，现在的百佳超市以前是生

鲜市场。通过提供开敞空间、公共通道和商业服

务，黄埔花园为开发商获得了高于预期的收益，

零售商业也发展良好，物业价值比周边居住区高

20%。

 开敞空间和社区设施

土地条款规定了黄埔花园内部的开敞空间

（包括街道和二层平台）都必须对公众开放，这

使一些希望有私人空间和安全性的居民感到不

满。就像其他私人发展项目一样，该项目的开敞

空间在规定的时段对外开放，并由专门的公司管

理。但是，黄埔花园的居民长期认为二层平台的

花园是私有的。这样的观念来源于物业销售推广

时期，地产代理和发展商的误导。直到香港港湾

豪庭私有公共空间的争论产生，许多私有发展项

目的居民（包括黄埔花园的）才意识到他们并不

拥有门外的公共花园。这个问题在最近引起极大

的争议，居民认为自己支付了这些平台花园的所

有管理维护费用，如果这些空间对外开放是不公

平的。

N

图 2.13-7 地下室分布图

图例

零售商铺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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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9 开敞空间和社区设施

 街道、步行线路和公共空间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黄埔花园西侧和西北侧

的步道事实上没有改善该地区与城市其他区域的

连通性。本地居民出行主要依赖小巴。通往中环

最便捷的方式是搭乘天星小轮穿过维多利亚港。

该地区的交通网络并不发达，部分原因是周边有

不少大型的基础设施。新的项目如果出入方便，

会更受人们的喜爱。

尽管与周边环境的连接受限，社区保留了大

规模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社区也有停车设施，

但远比住宅单元的数量少（表 2.13-1）。公共

停车位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社区街道的交通

量很小，几乎全部是必要的需求和出租车。有人

认为道路的供应远超过现有的交通量，但对比同

期的开发项目，这样的供应量算是较少的。步行

交通的需求已经影响了这个 80 年代的方案，尽

管还没影响道路环境的设计。唯一的大型交通流

经过红磡道，这是穿越黄埔花园，服务于周边区

域的地方性干道。

黄埔花园主要的特征有：由发展商和记和香

港当时的殖民政府合作；拉开塔楼的间距，使居

N

图 2.13-8 从维多利亚港到黄埔花园的视线通廊

图例

零售业区域

餐饮区域

娱乐服务设施

开放空间

私人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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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0 两条主要道路连接黄埔花园和周边地区，同时内部通过人行天桥联系

N

内部庭院 公交枢纽

主干道交叉口

图例

项目区域

步行连接

车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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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1 黄埔花园的人流、车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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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用 品 Grocery
教育设施 
餐    饮 
公共服务 Unban Services
娱乐设施 Entertainment

.

.

.

.

.

医疗保健 Health
商业设施 Goods Shopping
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旅    馆 Hotels

.

.

.

.

.

图 2.13-12 黄埔花园商业空间分布，地块 6 的地面层主要是

百货，地块 8 是多层的餐馆。从整个区域可以看出，地面层主

要是零售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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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下表（表 2.13-1）比较了黄埔花园和周边

项目的停车位供应。黄埔花园平均每 5 个住宅单

元有一个停车位，比周边其他社区平均水平的三

分之一还低。

民能看到水景；减少地面开敞空间以实现高密度开

发；以及减少街道宽度。在今天，这样狭窄的街道

网络恰好支持了活跃的步行交通。

该项目的容积率大约为 5.0，在全世界和中国

内地都被认为是高密度的开发，即使这只是香港的

普遍水平。该项目说明了在如此高密度的情况下，

社区高质量的生活空间和多种功能的协调是可以实

现的。关键是日常服务、公共开敞空间和内部通行

等问题都被很好地解决了。

黄埔花园 ( 第 1 期 ) 红磡 600 120 20%

黄埔花园 ( 第 2 期 ) 红磡 2160 502 23%

黄埔花园 ( 第 4 期 ) 红磡 720 196 27%

黄埔花园 ( 第 5 期 ) 红磡 1080 318 29%

黄埔花园 ( 第 6 期 ) 红磡 0 88 0%

黄埔花园 ( 第 7 期 ) 红磡 555 115 21%

黄埔花园 ( 第 8 期 ) 红磡 0 114 0%

黄埔花园 ( 第 9 期 ) 红磡 1216 72 6%

黄埔花园 ( 第 10 期 ) 红磡 600 170 28%

黄埔花园 ( 第 11 期 ) 红磡 1552 148 10%

黄埔花园 ( 第 12 期 ) 红磡 1076 195 18%

黄埔花园平均值 ( 除第 6、8 期）: 21%

黄埔花园平均值 ( 含第 6、8 期）: 22%

香水湾 红磡 300 200 67%

海多轩 红磡 324 324 100%

芜湖居 红磡 3315 1300 39%

君临天下（Harbour side） 九龙站 1122 864 77%

尚御（Meridian Hill） 九龙站 103 103 100%

漾日居 九龙站 1288 1332 103%

擎天半岛 九龙站 2126 1270 60%

富榮花園（Charming Garden） 旺角 3908 681 17%

碧海蓝天 九龙区长沙湾 1616 516 32%

宇晴軒 九龙区长沙湾 2256 669 30%

昇悅居 九龙荔枝角道 2434 595 24%

毕架山峰 九龙塘 197 185 94%

港景峰 尖沙咀 998 341 34%

其他项目（靠近黄埔花园）的平均值 60%

黄埔花园 ( 第 3 期 ) 红磡 960 230 24%

表 2.13-1 黄埔花园停车位

地区 户数 停车位
停车位
配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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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3 黄埔花园的停车设施分布

N

0 90 18045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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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影响

 使用者的特征和活动

20 世纪 70-80 年代，重新开发本来完全用

于港口活动、工业和交通的城市中心滨水区是世

界的潮流，黄埔花园也顺应了这一潮流。城市各

种各样的项目取代了过时和废弃的设施，让市民

更亲近水域，也增加了公共空间。黄埔花园作为

其中一个案例，致力于创造有活力的滨水环境，

它的成功很好地反驳了那些对于从零开始实现这

一目标的怀疑。该项目成为有活力的城市空间，

也是宜居的高密度社区。船坞原有的建筑遗存可

能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发展商采用了更为现代的

处理方式。

这样规模的项目可以在同一个规划中控制全

部的服务。小型项目难以掌握如何服务于更大的

社区。黄埔花园是香港第二大的居住区，拥有

10431 个住宅单元。公共环境大部分是以零售商

业为主导，在街道层，而且以步行模式为主。每

5 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对应 1 平方米的商业空间。

在 80 年代建设时，这样的商业比例是合适

的，而现在就显得有点过时了。人们被更高级的

购物中心吸引，因为人们可以得到更多样的商品

和服务。一个兴旺的商业中心可以吸引外来顾客，

提高整体的销量和商业空间的需求。纯粹服务于

社区的商业和名牌零售业之间难以取得平衡，这

样的状况也发生在黄埔花园。只有 12% 的商店

明确地服务于本地的居民，当然其他的商店也毫

无疑问会服务于社区。这些本地的服务倾向于集

中在特定的地区，而有大量行人经过的地方吸引

了可以支付更高租金的高级商家进驻。

如果地铁延伸到黄埔花园，将对该地区的商

业空间需求有重大影响，吸引专门的零售商进入。

如何处理这些需求是至关重要的，但已经超出了

该项目的控制范围。现在，社区内的公共环境是

高品质的——宽敞、维护良好、舒适和尺度人性

化。同时，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些公共空间同时

也是是高于街道一层的居住空间。

从九龙通过 1 公里的带顶棚人行道进入黄埔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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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的庭院在平台层，主要通

过楼梯进入

黄埔花园的人行街道，沿街的商业和上面的住宅

周边街道的店铺往往可以

从街区内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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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公共庭院，有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和首层商店

商铺林立的外部街道，只有很少私家汽车，步行道拓宽而

道路缩窄，以适应大量的客流需要

黄埔花园社区前的地图，有航海主题的标识

内部公共庭院的景观

警卫在每栋住宅楼前站岗，门禁设置在公寓的

出入口，而不是在从街道进入庭院的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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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可达的街区内部的运动

休闲设施

商店同时向庭院内部和外部街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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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黄埔花园在人口统计分区中被分在 G16 区

和 G17 区（图 2.13-14），红磡半岛项目也包

含在 G17 区内。因此，这一人口统计数据也包

含了红磡半岛，只反映黄埔花园大致的人口规

模。根据 2006 年的数据，黄埔花园的总人口

约为 32000 人，主要是中国人，女性比例稍高

（表 2.13-2），35-64 岁年龄段的人口最多（表

2.13-3）。

图 2.13-14 人口普查区（来源于香港政府，作者修改）

N

表 2.13-2 人口的年龄和种族分布      

表 2.13-3 黄埔花园的年龄分组

九龙城——黄埔东 G16

户数：5007

平均每户人口：3.5

九龙城——黄埔西 G17*

户数：5058

平均每户人口：2.8

* 包括红磡半岛的数据

居住人口

黄埔东 G16

黄埔东 G16

年龄

性别 种族

男性 女性 华人 其他其他亚裔

黄埔东 G17*

黄埔东 G17*

总数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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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数据

黄埔花园的目标市场是中产白领阶层。2009

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是 17500 港元，而

黄埔花园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32250 港元和

41000 港元（表 2.13-4），在香港平均水平以上。

九龙城——黄埔东 G16

户数：5007

家庭月收入中位数：41000 港元

九龙城——黄埔西 G17*

户数：5058

家庭月收入中位数：32250 港元

* 包括红磡半岛的数据

表 2.13-4 家庭月收入

 居民的归属感

黄埔花园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根据公共契

约，社区必须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处理居民事务。

在 12 个分区中，每个区选举 3 个代表作为业主

委员会成员，总共 36 人。但这样的组织没有成

立，因为这些分区中有两个是属于开发商的，是

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他们没有派出代表。然而，

一个能代表居民表达诉求的非正式居民委员会产

生了。“我们希望成立居民委员会来发出我们的

声音，保护我们的财产。”委员会的成员陈先生

说道。

居民委员会没有例会制度，但当问题出现时，

可以及时聚集。近来，他们举办例会以讨论支持

改变黄埔花园周边一个地块的土地利用性质，从

综合发展区改为开放空间。居民认为必须保护维

多利亚港海旁的最后一个公共开放空间，反对建

设综合发展区规划中提议的酒店。居民委员会成

员冯女士说：“红磡及临近区域缺乏开放的绿色

空间，为了黄埔花园的居民和香港整体的利益，

应该保护最后一块公共空间。”

居民委员会同样关注地铁观塘线延长至黄埔

花园的工程，该工程已经获得批准，计划 2015

年完工。居民已经习惯于使用小巴快速便利地到

达红磡站。曾经社区有内部的穿梭巴士，但因为

与小巴竞争和增加道路拥堵，最终被取消了。被

访的居民对地铁延长线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认

为这项服务不会在现有的地面交通系统的基础上

为他们带来太大的好处，却会导致土地利用功能

的变化。居民仍然在社区占主导地位，我们在调

查中发现，街上的行人超过 60% 来自社区内。

一般来说，社区居民对现状环境的高度满意，会

使他们谨慎对待甚至敌视周边环境的变化。 

居民和访客都能认为建筑和开敞空间的布局

是该项目吸引人的特征，内部街道系统的通达性

及服务的数量和多样性都让人满意。居民们也清

楚地认识到该地区与城市其他地方稍微有点隔

绝。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居住环境是好的，容易

到达滨水区，有足够的社区设施、高质量的开敞

空间和良好的维护。调查的 12 个指标评价都很

高，表明居民对居住环境非常满意。即使人们不

住在这样也能感知到居民的正面感受。有报告指

出，黄埔花园的房价比周边社区高 20%。这表

明了在社区内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有利于提高

物业的附加价值。当时，要提高物业价值往往会

黄埔东 
G16

黄埔东 
G17*

家庭
月收入 以下 或以上

总数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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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私有产品、打造有特色的品牌，而黄埔花园

的独特成功之处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舒适的步行环境和区内连接

黄埔花园是一个对行人和公交友好、适合步

行的社区，所有被访者都认为步行是他们在社区

内部主要的交通方式。活跃的街景、步道和人行

天桥的相互连通都是重要的原因。被访者对于黄

埔花园可达性的满意度，在所有的调查指标中获

得第二高的得分。

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日常步行进出社区的，根

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对步行设施很满意。每天步

行到学校、服务设施和商店都有助于建立社区的

认同感，并且鼓励居民使用公共空间。当问到他

们对居住环境的看法时，以上是他们最强烈的感

受。

商业设施也影响步行者的行为。有固定的人

流经过黄埔花园到达东面和北面的社区，但与社

区内的居民毫无冲突。商业得益于舒适的步行环

境，这里提供的步行设施比香港一般的地方更完

善。有气候调节的室内环境弥补了室外的不足，

又与室外环境整合成完整的系统。

尽管黄埔花园采用了 70 年代香港的平台步

道系统的基本架构，步行系统却没有像规划一样

有效。相反，地面变成了步道网络，延伸到 3 个

街区，并与 2 个街区的地下空间连通。沙田新城

是与黄埔花园同时期开发的社区，新城中心里的

铁路站点与周边地区通过步道联系。那里步道与

地面的高差是黄埔花园的两倍有余。相比之下，

黄埔花园步行道与地面的连接更常见，设计更好。

在沙田，两者的连接是不完全开放的，意味着地

面层更多用作交通，而不是商业和公共活动。换

句话说，相似的规划因为一些关键的差异可以产

生完全不同的结果。黄埔花园的步行道之间高差

较少，联系紧密。毫无疑问，黄埔花园的规划师

正是希望减少这些高差，以鼓励街区内部公共空

间的利用。

如果地下层可以在开发时一并贯通，步行网

络可以更完善。如今，街区内主要有 3 种商业设

施，它们缺乏相互联系，却都很好地与街道连通。

商业中心大多吸引街道的步行人流，但却不能吸

引平台上的人流。其中一个补救的方法是在引入

大型零售商，如百佳、玩具反斗城，因为这些商

店本身就具有吸引力。

进入该地区的最大规模人流来自于西北方的

红磡社区。同时，也有大量来自那里的人们乘坐

小巴进入。但事实上更多的人以步行方式进入社

区，人流在社区周边塑造了活跃的商业氛围。访

客的人流在周末更为显著，步行道挤满了人，虽

然并不拥堵。平日，也有大量人流通往天星小轮

码头，人们乘坐小轮来往香港岛，那里是当地居

民主要的工作地。另外一种出行方式是搭乘小巴

到红磡站转地铁。

黄埔花园东北部地区仍然处于转型阶段，旧

的工业建筑逐步转变为其他用途。一些这样的建

筑容纳了大量小型的创业期企业，在上下班高峰

产生了大量的步行人流。他们与黄埔花园的唯一

联系是共享社区内的商业服务。现在两个地区之步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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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2.13-15 黄埔花园街道活力图

N

黄埔号——船型购物中心

图例

围墙

互动最强的街道

没有互动的街道

步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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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步行人流非常少，预期也不会增加。而且，

因为戴亚街的高差和高架桥，通往北部更加困难。

新的住宅出现在大环，大概在黄埔花园北部 500

米。这些新增的居民很可能常到黄埔花园购买日

常所需品，因为两地之间的距离在步行的范围内。

由于道路基础设施的阻隔，黄埔花园与西面

的城市主中心尖沙咀的联系不便利，但与西北部

的红磡则有较好的联系。

 日常通行行为

问卷的结果显示，公交或者小巴是黄埔花园

居民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比例达 68%。这一数

据显示，黄埔花园的居民和访客常常使用公共交

通。黄埔美食广场首层有一个公交枢纽，位于该

地区的中心，步行到黄埔花园各处不超过 5 分钟。

天星小轮也是连接黄埔花园和香港岛的常用交通

工具。离黄埔花园最近的地铁站是红磡站，大约

步行 15 分钟。

 私家车的使用

从黄埔花园的居民委员会得到的信息显示，

区内约有私家汽车 3000 辆，也就是说大约 30%

的住户拥有小汽车。但是，小汽车主要用于周末。

在工作日，他们会搭乘更环保的公共交通工具。

从我们的问卷可以看到，全部被访者进出黄

埔花园或在内部通行都不使用自行车，居民委员

会解释说因为黄埔花园没有自行车道，如果在机

动车道骑车比较危险。同时，也因为公共交通系

统足够完善和经济，不需要使用自行车。

经验借鉴

一系列因素结合起来使黄埔花园成为一个理

想的家园，一个优良的公共环境，一个极少机动

车使用的紧凑的城市空间。黄埔花园的成功，来

自细致的规划，也得益于人们对自己居住环境的

适应。黄埔花园的居民有强烈的共识，知道是什

么使得该地区具备吸引力，或者如何保持这种宜

居性。

图 2.13-16 交通网络——不同交通模式的疏密对比

居民调查问卷

我们使用调查问卷收集居民和访客对黄埔花园的意见，由于样本

量只有 30，这个调查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仅作为参考。大多

数被访者认为，他们最满意的是建筑密度、价格、可达性和商店

的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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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大约 1 平方公里的多个社区可以共享

当地的公共交通、公共活动空间和购物商场，黄

埔花园便是这样的例子。从社会空间的角度看来，

高效的社区应该有大约 6 万人，而不是黄埔花园

现在的 3.2 万人。这个人口规模的优势很明显，

从黄埔花园可以看出，这样规模的社区能吸引多

种可供居民选择的交通方式。人们的出行方式也

具有代表意义：68% 的被访居民使用小巴，步

行出行的被访者只有 18%，而搭乘私家汽车或

者出租车只占被访居民的 7%。虽然每 5 个住宅

单元就配有 1 个停车位，但停在这里的小汽车很

少用于日常的活动。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小汽车

应该用于短途旅行和特定的出行目的。

小巴提供了整个地区的服务（不仅服务于黄

埔花园），而黄埔花园本身也不必建立内部公交

系统。早期的发展概念已经因应人们行为的变化

而改变，未来新增的地铁站也可能改变社区，至

少会改变访客的行为。

图 2.13-17 多样的交通设施，包括公交、小巴、渡轮、出租车和地铁

N

黄埔花园内部的交通量很少，整个地区包括

周边区域，都在自行车通行的范围内。但现在区

域内没有人使用自行车，因为道路的设计使自行

车寸步难行，也没有方便的自行车停放点。同时，

小巴是人们最喜爱的出行方式，最适合黄埔花园

地面层的活动。

像黄埔花园那样的大型开发项目是否比较小

的项目好还是一个疑问。地面用于服务和机动车

通行，同时避免形成孤立的二层平台步行系统，

维持社区内部街道网络的环境，都是令人赞叹的

成就。但是除了与行政管理者的合作，这样大规

模的开发没有其他天然的优势。在黄埔花园，一

切都在最初精心制定的合同中详细规定了。有了

与周边区域协作的机制，便可根据实际的需求做

出更好的协调。与临近区域较弱的联系反映出项

目几乎没有考虑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的尺度范围。

总的来说，居民和访客对黄埔花园的宜居、

步行友好、混合使用、相对低的建筑密度和可达

图例

公交枢纽

公交车站

项目用地

地铁站 / 机场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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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是满意的。对于居民来说，以上讨论的多种

因素，都能产生“地方感”，其中包括相对香港

其他地区较低的建筑密度。实际上，建筑缺少多

样性可能强化了这个区域在更大范围中的独特

性，即理论上说的“地方感”。地面层的开敞空

间和二层平台的公共开敞空间（包括滨水区的红

磡公园）都得到有效的利用。街道网络的便捷联

系和种类丰富的沿街商铺，创造了社区中适合步

行的环境，同时也服务了周边社区。黄埔花园与

红磡区共享便利的设施、商店和开敞空间，同时

使当地的商业更繁荣。

居民委员会虽然不是官方组织，却能够积极

反映居民的想法和需求。发展顾问李森（Roger 

Nissim）曾住在黄埔花园，他认为，在香港高密

度的住宅开发的背景下，黄埔花园是混合发展的

成功案例，相比之下，红磡半岛作为滨水区的新

项目则明显缺乏活力。

未来探讨

为了更好地理解黄埔花园的成功之处和可借

鉴的经验，必须展开更详细的调查，扩大对使用

者（包括居民和访客）的调查，与其他发展项目

进行更严谨的比较，并进行多模式的交通统计。

另外，更深入地从资金角度，理解项目最初和现

在的发展条件，也有助于提出依据，说明黄埔花

园的经验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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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网站

http://www.whampoaworld.com/default.asp （购物

中心）

2. 开发商

和记黄埔有限公司 (HWL)

地址 : 香港夏悫道 10 号和记大厦 22 楼

电话 : +852 2128 1188

传真 : +852 2128 1705

E-mail: info@hutchison-whampoa.com

网站 : wwww.hutchison-whampoa.com/eng/index.

htm

3. 建筑师

王欧阳（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多盛大厦 27 楼 979

电话 : (852) 2968 1881

传真 : (852) 2968 1771

Email: wohk@wongouyang.com

4. 参考资料

The British Admiralty (1909) The Dock Book “For 

the Information of Officers in H.M. Service Only”, 

Retriv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on August 5, 2010 from: 

http://zh.wikipedia.org/zh-hk/File:Dkbkpl18.jp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6) Popu-

lation By-census, Retriv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on August 5, 2010 from: http://www.bycen-

sus2006.gov.hk/en/data/data3/index.htm

Hutchison Whampoa Properties Limited (2007) 

Wounderful World of Whampoa, Retriv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on August 2, 2010 from: http://www.

whampoaworld.com/

Hutchison Whampoa Properties Limited (2007), 

Company Profile, Retriv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on August 5, 2010 from: http://www.hwpg.com/en/

profile/companyprofile.asp

Hutchison Whampoa Properties Limited (2007), 

Whampoa Garden, Retriv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on August 5, 2010 from: http://www.hwpg.

com/en/properties/p72.asp，Plans

Town Planning Board (2009), “Kowloon Planning 

area No.9 Draft hung hom Outline Zoning Plan 

No.S/K9/23, Schedule of Use”, P. 4, 7.

Wong & Ouyang & Associates (December 

1987), Whampoa Garden, “Land Use Pattern”, 

“Basement 1 Plan”, Section”, “Town Planning 

Office Requirements for Open Space Provision” , 

“Ground Floor Plan”

Wong & Ouyang & Associates (June 1987), 

Whampoa Garden, “Land Use Pattern”, 

“Basement 1 Plan”, “Section”, “Town Plan-

ning Office Requirements for Open Space Provi-

sion”

Wong & Ouyang & Associates (May 1984), 

Whampoa Garden, “Land Us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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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 Office Requirements for Open Space Provi-

sion”

5. 访问

李森（Roger Nissim），曾住黄埔花园，开发商咨询

顾问及香港大学客席教授。

Patrick Leung, 市场部主管，和记黄埔有限公司。

问卷调查，小组访谈，2010 年 8 月 3 日 -4 日。

黄埔花园居民委员会，小组访谈，2010 年 8 月 4 日。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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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案例研究

骏景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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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1 骏景花园与包围它的社区联系紧密，主要有北

面的棠下和棠东村和东面的车陂村

N

案例概况

骏景花园是广州最大的纯居住开发项目。目

前，在 0.35 平方公里的范围居住人口高达 4 万，

规划最终用地范围约为 0.5 平方公里，人口 6 万

（1200 人 / 公顷）。这样大规模的独立开发项目，

意味着它必须吸纳很多城市中常见的公共服务。

骏景花园坐落在大型的公共交通设施周围：快速

公交线（BRT）在小区北面运行，而地铁在南面

运行（图 2.14-1）。

 评选依据

骏景花园内有舒适的步行环境，首层商铺为

本地居民提供满足需求的商业服务，是最佳实践。

道路纯粹由本地居民使用，很少机动车辆。大部

分的中心空间可以用于支持社区的公共活动。骏

景花园内有大量的公共活动，居民步行到达学校

和商店，从而把社会活动融入日常出行的网络中。

另外，社区与城市各地的紧密联系使项目内

部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有更多的可能性。到目前

骏景花园  Junjing Garden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Area

0  25  50  100   150   200
Meters

N

BRT 车站  BRT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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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面看骏景花园以西的地区，棠东和天朗名居 BRT 站点，背景为棠东村。

图 2.14-2 骏景花园周边的公共交通设施：BRT 站点、地铁站、公共自行车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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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与道路和停车设施相比，该住宅项目的购

买者把公共交通设施（图 2.14-2）看作更重要

的决策因素。

区域影响

骏景花园项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公共空间

（图 2.14-3）的处理。早期开发中修建了相当

宽阔的道路，现在这些道路已经大量地转变为人

行道（图 2.14-4）。居住小区较低的车位供给

和部分居民对机动车通行的反对，确保公共环境

几乎没有机动车通行。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项目中商业空间的数量

（图 2.14-5）。当然，社区发展的规模也应该

获得商业服务的供给。这些商业空间位于最重要

的路段，为的是贯彻规划中的主张，使居民可以

驾车到达商店。但是，这条主要道路已经不再允

许汽车通行，居民都是步行或骑车来购物。这一

空间非常受欢迎，人流很大，使整个地区有社区

的感觉，而不仅是一个项目。

2005 年 中 的 航 拍 图， 向 东 看 当 时 规 划 的

BRT 走廊，骏景花园是图片中部右方的一排排

高耸的大楼。

从骏景花园向西看。棠东和棠下 BRT 站，

棠下村在较远处，骏景花园的临时停车场在图片

前景

中心的大街现在几乎完全步行化，一系列的

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机动车的侵入，确保车

辆完全不能到达中心大街。在东西向、尺度较紧

密的街道上有较多的静态活动，道路由绿化带和

长凳分割成狭窄的步行道。这些相似的街道承载

2005 年中的航拍图，向东看当时规划的 BRT 走廊，骏景花园是图片中部右方的一排排高耸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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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骏景花园向西看。棠东

和 棠 下 BRT 站， 棠 下 村

在较远处，骏景花园的临

时停车场在图片前景

N

图 2.14-3 骏景花园的景观和建筑分布图，骏景花园的主要大街通过商业活动联系

了社区支路，，安静的花园分布在居住组团内部

0      25     50           100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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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4 骏景花园的步行和自行车网络与机动车网络的对比

N

图 2.14-5 骏景花园商业空间需求较大，本地居民喜好在社区内购物和获取服务 0      25     50            100
Meters

商业设施 Goods Shopping

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旅       馆 Hotels

日 用  品  Grocery
教育设施  Education
餐       饮  Eating and Drinking

娱乐设施  Entertainment

公共服务  Urban Services

医疗保健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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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公共活动，与首层的商铺紧密地联系着中

心大街。

自行车在社区的发展中扮演相对次要的角

色。在早高峰的调查显示，自行车只输送 5% 的

居民离开骏景花园。在这一调查后，骏景花园西

门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开放，在骏景花园的步行距

离内有 8 个公共自行车站点。

停车供应在项目后期逐渐增加，但每个住宅

的停车位比率仍然很低。骏景花园约有 3000 个

停车位，其中 253 个地下停车位，每 3.3 户有 1

个。停车场位于社区的边缘，因此内部道路大部

分是行人专用的，鼓励居民使用周边 BRT、地铁、

公共自行车而不是依赖私家车，也使得大部分居

民选择不拥有小汽车。靠近 BRT 站点和广州地

铁是人们决定购买骏景花园物业的重要因素，此

外还有区内的服务供应和便捷的通行。公共交通

的供应和先进的土地利用政策使骏景花园的居民

选择好的生活方式，同时支持了这个高层次环境

的规划愿景。

 步行交通和公共活动

主要的步行人流都是内向的，通往由骏景路

和骏中街形成的相交轴线。这两条街道大多数沿

街建筑在最初都规划有本地服务功能，而大量的

N

图 2.14-6 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是骏景花园的主要交通方式，部分原因是社区对机动车交通的限制比原来的规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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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激发了更多的商业空间的发展，从首层蔓延

到楼上。但是，商业空间仍然不足，为此发展商

决定在项目第二第三期增加商业空间。接近傍晚

时，大量步行人流通往这些商业空间（图 2.14-

6）。 人 们 既 可 到 公 共 空 间 活 动， 又 可 沿 途 购

物，大家聚集在改造的中央林荫步道骏景路（图

2.14-7）。这条街道在下午非常热闹，有人购

买日常食品，有人与小孩嬉戏，也有人只是在回

家途中沿途参与了公共活动。骏景花园项目的最

大创新是拥有这一复合的中心开敞空间，尽管这

是在项目完成后才改造的。

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不同的活动替代了上述

的情境。在通向社区西边的学校的东西向街道上分

布了多个花园。虽然是门禁社区，但大多数花园都

可以自由进入，为家长接送小孩到学校提供了便

利。

在主要出入口外的行人和自行车流量日益增

长。开发之初，这里是城市边缘，被绿地环绕，但

现在骏景花园已被多个社区和商业项目包围。因

此，越来越多的居民去获取新的服务或进入旧市

场，就像棠下村那样。发展商希望通过建设新的多

层商业建筑去吸引此类商贸活动的回流。长远来

说，周边的区域的投资者和顾客会发生变化，骏景

花园外围道路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非机动车交通。

N

图 2.14-7 骏景花园的公共活动，沿着有优质公共设施和环境的街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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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景花园很好地满足了中等收入阶层对住房

质量的需求，提供了好的通达性和高品质、有活

力的开敞空间。尽管小汽车拥有量在增加，规划

的停车位也在增多，但居民却越来越依赖于公共

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出行。该项目证明了在居民

收入及汽车保有量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

增加居民使用可持续的交通模式的比例。

经验借鉴

骏景花园是新型、大规模、高密度的居住区

的成功例子，它在内部提供了商业服务，让居民

可以便利地通往周边地区，同时把社区对外开放。

其他项目也应把内部街道步行化，使其成为有活

力的公共空间，并把停车位布置在边缘，鼓励居

民使用公共交通。在最后一期发展中，我们希望

骏景花园前面几期的优点都会在新一期项目中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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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渐进式发展
城市的成长和转型

2.15 华侨城 

2.16 华强北

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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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 引言

中国目前的快速建设，无论从经济、环境和

文化的角度都是不可持续的。持续的发展呼唤切

实可行的模式，使城市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改善居住环境，同时降低在社会重构中产生的社

会成本。

本章节的案例是保留了历史特质的渐进式发

展，但并不能说这些案例经验只能在历史丰富的

地方运用。这些经验展示了人们之间、人与城市

之间更可持续的相互作用的方法，并通过这些方

法保护村庄，以及发展那些正面临着现代化压力

的城中村、旧居民区和工业区。全球化大大加速

了城市的转型。1980 年代，深圳的轻工业快速

发展，并在随后的 20 年里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

工业区遍布深圳，穿插在居住区和商业区之间，

这些都出自最初的就近就业的理念。很多此类工

业区都经历了更新改造，例如，华强北已变成了

高密度、高端的地区。随着财富的制造机制发生

变化，生产转移到低成本的地区，深圳经济特区

内的工业园日渐被看作重要的发展资源，因为他

们有较高的土地价值和租金利润以及相对简单的

发展管制。东部华侨城包含一个大型工业区，约

占华侨城建成区面积的 20%。该区域与深圳其

他地方的交通连接便利，在很久以前就可改作其

他用途。但是，华侨城集团仍保留工业区，希望

培育成创意产业中心。这表明了保留旧有元素可

以增加多样性，并且可以强化地区的特质，从而

增加商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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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内的典型街道——狭窄、弯曲，在步行车道上设置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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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华 侨 城 位 于 南 山 区， 占 地 5 平 方 公 里， 是

深圳早期私营部门开发的典型，其总体规划于

1982 年由建筑师孟大强编制。

华侨城在福田区（深圳的中央商务区）和南

山区交界，由深南大道和北环高速两条最重要的

主干道与深圳各地相连。华侨城的区位对于香港

和澳门的访客同样方便，因为它离四个出入境口

岸都很近，包括皇岗、福田、深圳湾（通过西部

走廊）和蛇口（通过水路）。良好的区位和优美

的环境使华侨城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访客，也

吸引了人们来此置业。

大华侨城区域可以分成 3 部分，那就是主题

公园、沙河区（包括一些城中村）和华侨城核心区，

综合了旅游和居住功能。我们的研究范围主要在

华侨城核心区，如图 2.15-1 所示。同时，我们

也会关注华侨城与周边区域的联系、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和矛盾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

究，证明华侨城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图 2.15-1 华侨城的 3 部分

评选依据

华侨城地区不仅作为城市的分区承担着房地

产开发和旅游功能，而且也反应出深圳要发展成 

“花园城市”的强烈意愿。在如今倡导低碳经济

和非机动车交通的大环境下，工作、生活和休闲

在华侨城的高度融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

的案例。由此看来，回顾华侨城的发展商、规划

师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有助于研究有机的、

平衡的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原则。

发展历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狂热发展的时期，

向政府租用 3.8 平方公里的超大土地是可以协商

的。华侨城的发展规划在当时相当创新，它的理

念一直到现在都领先于深圳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

展。

 发展概况

20 世纪 80 年代中，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

批准，市政府把未开发的华侨城地块提供给中国

港中旅集团公司 ( 香港 )，使之成为吸引华人公

司和个人的投资、技术及才能的实验区。华侨城

集团成立于 1985 年，是中央企业。华侨城最初

被命名为“华侨城经济发展区”，它的政策和地

位在那时与深圳其他发展区相似，如另外一个由

国有企业招商局集团经营的蛇口工业区。为了使

投资的效用最大化，华侨城的发展逐渐多样化，

涵盖旅游、地产、商务、商贸、教育等领域，这

些都对深圳快速的城市化有重要意义。

 发展阶段

根据与参与华侨城规划和开发项目中的华侨

城集团的代表、发展商、规划师的访谈，我们可

以把华侨城的发展历程分为 3 个阶段：

沙河区

核心区

主题公园

大华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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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2 华侨城的区位图

N

Me
100 40020000        50       100                 200

Meters

东部华侨城  OCT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商业街   Shopping Area 



206

案例研究

阶段 1：（1986-1996）发展的初始阶段

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由旅游景点的建设驱

动（1989， 锦 绣 中 华；1990， 民 俗 文 化 村；

1994，世界之窗），同时也有投资房地产项目

的初步尝试（东方花园、桂花苑和海景花园）。

在华侨城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希望建立主要的

空间架构，发展核心的经济功能，使之成为一个

“以先进产业为基础，由旅游、地产和金融产业

为支撑，贸易、商业、信息和科技产业、交通等

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机综合体”（华侨城集团，

1986）。

综合体发展的原始构想对后续的发展有深远

的影响。也就是说，朝着经济和产业多样性的发

展路径为地区保留了未来转型发展的可能性。综

合发展的理念深深影响了华侨城今天自给自足的

发展模式。

图 2.15-3 华侨城未开发的地块（1983）

阶段 2：（1996-2002）快速发展时期

在第二个阶段，华侨城的发展注重旅游设施和

房地产项目，其中标志性的是“欢乐谷”主题公

园和一些高端地产项目，如锦绣花园和波托菲诺

天鹅堡。在这一时期，3 个“支柱产业”——家用

器具、旅游和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从那时起，

后两个产业开始相辅相成，快速发展。

由于成功地整合旅游和地产两大产业，在这一

发展时期，华侨城的环境逐渐提升。对城市化的

大量投入催生了一个基础设施齐备、景观优美、

公共服务水平高的城市分区。

阶段 3：（2002 至今）城市升级和更新时期

华侨城现阶段的发展以建设世界级的“旅游地

产”发展模式为目标，同时用高投资和多种创新

方式创造一个“高附加值的环境”。

从新千年开始，华侨城集团开始执行其全国扩

张战略。这样，华侨城成为企业宣扬自身核心发

展理念的样板，同时指导全国其他项目的发展。

这也为华侨城带来持续的投资，以维护、优化和

更新相关设施，使其保持在全国旅游景点的前列。

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对象是创意产业，华侨

城提供大量的艺术空间，面向高端顾客和新的阶

层，以适应新经济环境的需要。

华侨城集团决心建设深圳最好的创意产业园。

在项目的东部是工业厂房。工厂已大部分外迁，

被改造为画廊、艺术工作室和设计室。华侨城集

团决定发展深圳最初的文化场所。作为缺乏文化

图 2.15-4 华侨城的建设    图 2.15-5  1994 年，世界之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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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新兴城市，华侨城集团需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而这也可以作为他们营销的策略。

华侨城集团对这片工业区的开发是渐进的而

没有重大的干预。只对现存的工业结构作轻微的

改变，把它们转变为展览空间和工作室。如果可

能，原有的材料会回收用于铺路和美化景观，机

动车交通受到限制，也不再提供新的停车设施。

华侨城集团对巩固深圳的文化地位有重要贡献。

新兴的创意产业主要位于工业园的南部，而北部

则有活跃的轻工业。旧工业园的南北部分连通后，

华侨城经常有艺术家、画廊的游客和产业工人进

出。

在其他地段继续建设高端住宅的同时，华侨

城集团注重保持创意产业园的现状。这里提供了

独特的吸引力和文化场所，为新的开发注入文化

特质，从而支持了新的商业和居住的投资。

图 2.15-6 华侨城的模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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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7 今日的华侨城

   华侨城规划——初始想法、争论和
坚持

从与规划师的访谈中获知，华侨城的发展历

史与该地区规划的方法和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就

规划实践而言，华侨城的发展模式是独特的。在

1999 年以前，也就是经济改革的前期，企业有

权编制华侨城的发展规划，这意味着企业有高度

的自主权和高效的执行能力。第一、第二版的华

侨城总体规划分别在 1986 和 1996 年完成，搭

建了华侨城的总体空间结构：土地利用、路网、

景观系统和建筑组织。一些现代的规划原则和建

筑规则都用于塑造人性化的城市街区和交通组

织。

华侨城的总规划师孟大强建筑师，是一个北

京出生的新加坡人，他曾在台湾和德国求学，参

与过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多个项目。除了华侨城，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圣淘沙也是他著名的规划和设

计作品。从他的作品不难看出，他非常关注：（1）

人工和自然环境的联系；（2）交通系统的组织；

（3）空间的尺度；以及（4）规划执行的灵活性。

在最初两个发展时期，尽管华侨城的建设没有完

全按照原始的规划，但孟大强的核心原则得以贯

彻实施，例如，融入人工和自然环境的绿化空间、

适应地形的弯曲道路系统和凸显以人为本的步行

环境设计。

事实上，弯曲道路和网络的设计曾经受到强

烈的争论和反对。当时是 80 年代中期，深圳正

在编制第一轮总体规划，政府聘请了一些规划专

家作顾问。这些专家深受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

影响，强烈建议应构建格网状的城市形态来组织

交通。因此，他们对华侨城弯曲的路网设计表示

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弯曲的道路会降低交通

运行的效率，于城市无益。另外，这样的路网结

构也使华侨城与周边地区不协调，从而使它变成

一个孤立之地。专家的意见成为孟大强版规划实

施的障碍。但是，由于当时有华侨城集团总经理

马志明的大力支持，孟先生的规划方案最终得以

实施。最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以直路和规则方

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规划方法最终让步于更

为注重环境的方案。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强行的

格网形规划，华侨城的地形得以保持，加强了自

然与建筑环境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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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8 华侨城地区规划的开敞空间走廊

来源：华侨城地区发展规划研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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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收回了规划管理权以后，就着手华侨

城的规划，希望把这个独特的地区融入整个城市

之中。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升华侨城的功

能，如何促进它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例如，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政府完成了两个项目： “华

侨城地区保护与发展规划”（2000）和“华侨

城地区发展规划研究”（2001）。这两个项目

通过研究华侨城的价值，提出未来发展的建议。

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是建设南北向的走廊以

连接大华侨城区域的多个开敞空间，包括社区公

园、绿地、开放广场、步行区和其他公共空间等。

走廊向北延伸到山区，向南延伸到深圳湾滨水区

域，主要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其目标是继续塑

造和组织人性化尺度的城市空间，同时加强自然

与建筑环境的联系（图 2.15-9）。

与此同时，华侨城集团虽然没有了规划权，

但仍投资进行该地区相关规划的研究。2004 年，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第三版的华侨

城发展总体规划（2005-2015）。发展战略主

要关注长远的发展问题，如城市的更新和整个华

侨城地区功能的多样化。规划建议推动现代服务

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以保持华侨城在城市的领

导地位。

规划同时关注华侨城日益严峻的交通问题，

及其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联系。规划建议实施更高

效的交通组织和管理，主要希望通过升级行人过

街和自行车道等相关的设施来推动绿色交通发

展，如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华侨城集

团接受代表政府的中规院的建议，同意在华侨城

的边界内建造立体的开放空间走廊。

图 2.15-9 华侨城地区发展战略与总体规划（2004），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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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城市转型

华侨城的人口在 2000 年达到 3.5 万人，其

中约 1.7 万户籍人口，1.8 万流动人口。两个数

据相当的情况与深圳其他地方流动人口远超户籍

人口的状况有明显的区别。华侨城地区被认为是

深圳发展最好的居住区之一。当地物业价值较高，

2009 年均价达 3 万人民币 / 平方米，大约高于

南山区其他地方 30%，是全市均价的两倍。

华侨城的发展历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城

市的发展轨迹。紧跟城市发展的步伐甚至带领城

市的发展，是在不同时期维持华侨城发展动力的

原因。经济改革的早期，华侨城开展了市场化实

验，吸引了海外投资。随着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

发展，深圳开始依赖于第三产业，为华侨城提供

了专注地发展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好机会。为了

响应现在低碳发展的新趋势，华侨城将发展重点

转变为创意产业，进一步提高华侨城的声誉。

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城市转型案例——华

侨城当代艺术中心。2005 年，第一届深圳双年

展在华侨城旧工厂区成功举办后，华侨城当代艺

术中心成为深圳艺术家、设计师、音乐家和其他

“创意阶层”的圣地。越来越多的设计公司、工

作室、画廊、咖啡厅等进入原有的厂房中，使那

里完全变成了第三产业集聚区。

城市转型的过程不仅为倒闭的厂房或者老旧

工业建筑带来新的功能，也为华侨城地区带来新

的价值。现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是华侨城的

样板和旗舰项目，使租金大幅提升，并吸引了后

续二期发展的投资。

区域影响

 土地利用

华侨城内包含了多种类型的发展：（1）大

型的旅游项目，如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欢乐谷

等主题公园；（2）轻工业企业，如深圳电视制

图 2.15-10 华侨城土地利用图

N

工作

生活

娱乐

轻工业

办公

高端社区

购物

中端住宅

主题公园

城中村

医院 / 学校

绿地

其他

艺术画廊 / 展览

地铁站



212

案例研究

造企业的龙头康佳集团的展厅和示范性生产线；

（3）20 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和

1995 年以后建成的高端居住小区；（4）新建的

或利用旧厂房宿舍改建的展示中心和艺术画廊；

（5）办公、购物中心、广场和其他公共空间。

本研究中，我们把以上的土地利用功能大致分为

3 类，帮助我们理解工作、居住和休闲娱乐之间

的联系，及其如何减少机动车的使用和提倡低碳

生活。

大部分的就业和娱乐场地分布在华侨城中心

区附近，那里可以便捷地到达城市的主干道和地

铁站（图 2.15-10）。从这点上看，这些地区的

公共属性被强化，为劳动者、居民和访客带来便

利。 

    空间结构

华侨城可以分为 6 个部分，包括 3 个主要的

居住区、一个主题公园区、一个中心区和一个附

属区（包括一条城中村）（图 2.15-11）。每个

居住区有几个社区中心，由环状的交通线相连，

并连接到华侨城的中心区。一条主要的轴线穿过

中心区，向北到达山区，向南通向滨水区，连接

了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和开敞空间。

华侨城的空间结构很简单、清晰、高效和实

用，使该地区可以同时满足公共和个人的需求。

一方面，中心区的便利交通保证了其他分区的人

们可以同样便利地享有公共服务和空间。另一方

面，由于社区中心为各社区提供了服务，每个社

区都是半独立的和自给的。同时，社区中心并不

完全独立，相互之间有互补的关系，成为支撑华

侨城主中心的副中心。

图 2.15-11 华侨城地区的城市结构

N

轻工业

主题公园

中心区

附属区

主轴

交通连接

华侨城中心

社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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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网络

华侨城的交通便利，有两条城市主干道和两

条地铁线经过。一个双环路系统贯通了华侨城内

部。从图 2.15-12 可以看到，内部道路被设计

为曲线形，有两个主要目的：顺应地形走向，把

对自然景观的破坏降到最低；降低车速，为行人

和自行车创造优先通行的条件。

外部交通主要由两条城市主干道解决，深南

大道和北环大道是连接华侨城和外部的主要通

道。东西向的交通由华侨城的外部环路承担，分

隔了内外交通流。但是，华侨城缺少直接的南北

交通联系，使它成为不能方便穿越的巨型“超大

街区”。这样的设计减少了外部交通的穿越，但

图 2.15-12 华侨城的交通系统

也降低了华侨城与城市其他地区的通达性。

区内交通由内部环路系统组织起来，主要包

括了香山街、侨城东路和侨城西路。如图 2.15-12

显示，外部环路（黄色）作为两条外部主干道的

辅路，帮助分流来往主干道的交通。同时，内部

环路（绿色）是联系华侨城内部组团的主要内部

交通线路。

华侨城采用了多种交通宁静措施，用以减少

汽车的使用，改善步行环境。弯曲的道路是最重

要的减速方法，迫使驾驶者集中精神留意路况和

降低车速。在主要的道路交叉口和行人过街处，

会有特殊的铺装以引起驾驶者的注意。路上设有

N

External traffic
Outer ring road

Iner ring road

Pedestrian zone

Metro station

外部交通

外部环路

内部环路

步行区域

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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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13 交通宁静设施和竖向分隔

减速带以降低车速，设置障碍以防止车辆进入行

人专区（图 2.15-13）。

机动车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的竖向隔离对于

创造不受汽车干扰的、步行友好的环境十分重要。

图 2.15-13 中有一个人行天桥，机动车辆可以

从人行天桥下通过，桥上的空间完全留给行人。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多个行人专用区有大量

的人流，包括开敞空间、绿地、商业广场、公共

广场、社区公园及街道空地等，有不同的形式和

建筑风格。根据使用者的情况，可以把这些空间

分成 3 个等级：华侨城级、分区级和社区级。图

2.15-14 展现了各级步行区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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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14 步行区的 3 个案例

华侨城级：例子——生态公园广场。

公共活动：大型集会

N

分区级：例子——华侨城当代艺术

中心的绿地

公共活动：特殊目的的聚会（参观

展览）

社区 / 街区级：例子——东部居住

组团的街道广场。

公共活动：日常聚会和娱乐

社区 / 街区级

分区级

华侨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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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是深圳首个恢复自行车使用的地方。

从 2006 年起，自行车路网规划实施，耗资超过

3 百万，计划完成 16 公里的自行车道。从下图

中可以看到，根据原有道路的条件，把自行车道

设计成不同的形态，推广了自行车文化。

图 2.15-15 自行车专用道

图 2.15-16 步行道上的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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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服务

华侨城地区有 4 个地铁站点经过，分布在两

条地铁线上。住在站点周围的居民表示，尽管他

们可以驾车出行，但如果目的地离地铁站在步行

距离内，地铁出行是他们的首选。但是对于一些

离地铁较远的居民，他们更愿意乘私家车出行。

有趣的是，停车换乘公交的模式对很多人有吸引

力，尤其是年轻一代，但是他们同时会考虑一些

现实的问题，例如安全性、换乘的便利程度等。

华侨城地区也有一些公交线路经过，一条区

内 公 交 线（B603 线） 和 一 些 市 区 线 路。 后 者

主要沿着深南大道连接华侨城和其他地区。图

2.15-17 显示的是区内公交，沿着主要交通线（内

部环路）运行，靠近主要目的地、公共建筑和公

共空间（如市场、广场及社区中心等）设有多个

站点。B603 线绕行一周需要不到 1 小时，大致

10-15 分钟一班，对于居民和游客来说都很方便，

也足够频繁。我们的观察发现小巴公交站产生大

量的行人，那里有许多乘客等候，表明人们在华

侨城内部出行高度依赖这一公交线路。

图 2.15-18 公共交通服务

图 2.15-17 区内公交

N

Metro station

Bus stop

Mini-bus stop

Bus terminal

Local bus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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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华侨城的交通规划原则是为了减少车辆通行

及最大限度地消除穿行交通。尽管这样的方式已

经成为一些发达城市新开发项目的惯用手段，但

在 1980 年代还是革新的方法。

那时，开发商大胆地减少道路基础设施，并

通过规划设计抑制机动车交通。人们可以开车穿

过华侨城，但必须以慢速通过，而且不能直接到

达目的地。华侨城内部的道路网由弯曲、慢速的

两车道道路组成，交叉口不设信号灯。道路由隔

离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分割。因为侨香路和深南

大道变得拥堵，早晚仍然有通勤车辆穿过华侨城，

但关键措施已经使私人交通数量明显减少。

人们喜欢步行、骑自行车和使用方便的小巴

系统去获取本地服务，到达公园和地铁站。在工

作日结束时，有大量的步行人流来往华侨城南部

的深南大道一侧。这些行人基本上是步行往来地

铁站和公交站的。日间，行人也会使用小巴出行，

如去社区商业中心、生鲜市场或者沃尔玛。由于

时间和距离的原因，一些居民倾向于使用自行车

在内部通行。可是，高质量的自行车专用道并没

有延生到区外，抑制了自行车的使用。因此，尽

管许多地方可以骑车到达，但自行车出行仍然发

展缓慢。不同分区的停车位数量各不相同，但总

的来说，华侨城内汽车出行的居民远比非机动车

交通出行的居民少。

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创造了良好的公共环境。

社区密度不低，但空间安排充满智慧。人们会关注

到步行道和沿着道路和街道边界的丰富的景观，就

像穿过公园，而不是穿过一个建成环境。

发展商保留了原有的景观，在后续的每一个项

目中都保留了步行道两旁宽阔的绿化带。居住项目

中建设了大量的公园。像生态公园那样的较大的公

共设施，作为社区开敞空间的补充，也吸引了深圳

的市民。

从市场角度，华侨城的成功是迅速的。为中低

收入家庭设计的住房受到高度追捧。尽管华侨城的

项目一期接一期地推出，但价格还持续上升。

经验借鉴

华侨城是高度混合的环境，有满足居民日常需

要的商店、吸引游客的主题公园和创意产业园，这

使华侨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融合了不同类型

的人们。此外，发展商也希望维持社会融合，保留

一定比例的低收入社区，其居民大多数受雇于华侨

城内部的工厂。其他开发商和政府应学习这种经验，

并根据自身的背景调整应用。

专门的自行车道、行人友好的环境及循环的小

巴线路都使社区商业中心和公共空间的交通更便

利。这些元素以及交通宁静措施，限制了机动车交

通，成功地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和支持了高品质的

非机动车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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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19 华侨城的步行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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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20 华侨城及周边地区的停

车设施，华侨城东北部是完全门禁

的社区，无法获得停车数据。

[1] 华侨城集团 . 华侨城总体规划（1986-2010）.

[2] 华侨城集团 . 华侨城发展战略与规划纲要（1995-2004）.

[3] 华侨城集团 . 华侨城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规定 .

[4] 华侨城集团 . 华侨城城区总体规划 .

参考资料：

[5] 华侨城集团 . 华侨城集团 2001-2005 年发展策略 .

[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华侨城地区保护与发展规划 .

[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华侨城地区发展规划研究 .

[8]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深圳市华侨城地区发展策

略与总体规划 .

华侨城在深圳发展的早期从绿地中发展起

来，发展和更新都是渐进式的，保留了不同区域

之间丰富的景观，如水体、山和植物。在景观的

基础上，高层和低层建筑错落地融合在同一个发

展项目中，进一步加强了环境的多样性。工业区

通过更新，转变为创意产业，帮助华侨城改变市

场目标、提高市场地位，从而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积极应对外部力量而持续发展，这是所有好的城

市发展应该具备的特质。

无数据

华侨城停车调查

ITDP 调查，2010 年 9 月

地下车位数

路内停车
地下停车
华侨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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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anshan Qu 
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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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图

 Shenzhen Bay
深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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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形交叉算 0.75 个

2.16 案例研究

华强北

基本数据

用地规模：                         107 公顷

每平方公里的交叉口数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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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1 研究范围及周边地区

东部华侨城  OCT
公交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医   院  Hospital
学   校  School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

N 0       200     400      600m

案例概况

华强北位于福田区的东部，在西面的新中央

商务区福田和东面的旧中心罗湖之间。华强北及

周边社区经历了新旧城的转型。华强北的总面积

为 107 公顷，包含了几个传统、规整的方格状街

区。

在过去的 20 年里，华强北的功能和景观经

历了巨大的变化。该地区成功地从制造型工业区

转型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子产品市场，这是一个在

规划和规范的指导下，由市场力量自下而上地推

动发展的成功案例。

评选依据

华强北的小街区和密集的路网促进了区域渐

进而快速地从工业和居住转化为更多的商业用

途。这个过程中，批发市场通常会被迁走，这在

华强北却没有发生。区域因有大运量的城市公交

支持，因此私人小汽车使用量和交通量较少，主

要是运送货物。

实践者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城市转型中如何平

衡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和自下而上的社区或市场

力量。华强北的升级表明了日益复杂的城市发展

的路径。事实上，除了物质环境的可能性以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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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提供的少量指引，华强北的发展主要是由自发

力量推动的，这是它成为“最佳实践”的原因。

社区自给自足，而且能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外部性，

是所有城市政府都希望看到的。华强北的规划布

局和规划纲要与该地区的发展相吻合，也帮助实

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

华强北集合了多种的功能，包括商业、贸易、

购物和各种公共活动。这样高密度、高能量的地

方融合了能从区位优势中获益的各种活动，这些

活动根据之间关系的强弱呈现不一样的特征。在

这种意义上，该地区有着很强的中心性，就像纽

约的时代广场一样。地区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

史，关系到政府和私有部门，同时也是其他面临

同样问题的城市的典型案例，是第一代出让的土

地自发更新的例子。

尽管运输车辆的到达对该区域非常重要，但

停车没有作为发展的重点部分。因此，整个地区

是基于优越的交通区位而发展起来的。私营部门

在建设新的设施时，没有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

在该地区南端的深南大道有最密集的公交线路经

过。到了 2012 年，该地区还有 3 条地铁路线经过，

周边有 6 个地铁站。这些公交设施很好地连接华

强北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其他部分，同时使华强北

成为城市重要的中心。尽管深圳市是中国率先支

持机动车发展的城市，但华强北却最大限度控制

区域的机动化，使其比其他有大量道路设施的地

区更成功。

发展历程

华强北最初是一个工业区，在市政设施建设

的支持下，进行渐进式发展。这是华强北与其他

地区的不同点。最早的基础设施是初始的小组团

规划，使市场导向的转型变得有可能，是城市形

态适宜性的一个绝佳案例。如果组团的可达性高，

它们可以自发更新，这是该地区发展的基础。

  历史

华强北的发展历史可以分成 4 个时期：

(1) 有政策支持的工业化生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改革推动深圳

Futian CBD
福田中央商务区

Huaqiangbei
华强北

Luohu Area
罗湖地区

华强北位于新商务中心福田和旧中心罗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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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的发展，当时华强北所在的上步片区还

是郊区，政府批准该地区发展成为装配和制造通

讯设备和电子产品的工业区。一些国家部委和国

有企业（例如信息部、航空航天局、军委及其下

属机构）被吸引到该地区建立办公点。同时也建

立了很多标准化的工厂及厂房用作生产。集聚在

此的电子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加，产生了大量的电

子零配件的需求。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支持生产者之间的交

换，政府和官方组织共同打造了一个电子产品专

业市场。换句话来说，华强北地区最初有两大功

能：生产和交换。这把华强北与其他只有生产功

能的工业区区分开来，也植入了该地区未来转型

的可能性。在 80 年代末，由于工业生产的集聚

效应和专业市场的支持，华强北快速发展，其声

名和影响力已经遍及全国乃至东亚。

(2) 城市转型的开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早期，随着城市的快速

发展，华强北不再是深圳的郊区。与此同时，由

于土地价值和维护成本的提高，很多制造业开始

搬离经济特区。工厂的外迁引发了工业区的改造。

由于集聚效应，华强北的商业越来越有活力，

投资、货物和人流日渐增加。随着生产部门的衰

落，该地区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刺激了商业的快速

增长。

(3) 商业种类的多样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开始，华强北对商业活

动的吸引力持续上升，产生了多种商业形态。一

方面，传统电子产业相关的商贸活动持续增长，

呈现出不同的业态，有百货商店，也有连锁商店。

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商业，如购物、餐饮和金

融服务也进入了华强北。这引发了一次商贸发展

的新浪潮，把华强北变成热点地区。在 1999 年，

政府引导的更新改造项目“华强北商业街改造一

期”完工，标志着华强北进入由第三产业主导的

新时期。超过一万个企业和商店集聚于此，使华

强北成为深圳最繁荣的商业区。

(4) 地铁建设带来的新发展

华强路地铁站在 2004 年开放使用，为这里的

职员和访客带来更多的便利。后来，又有两条地

铁线完工，6 个站点为该区域带来更多的人流。

各地公认的是商业发展潜力会因公共交通系统的

完善而不断增长。从 2005 年起，一些以高密度、

高层建筑和更大尺度街区为特征的改造项目启动。

在华强广场项目，一些中等大小的街区被整合成

一个高耸的超大街区；在中航城项目中，街区被

整体保留了，但穿越街区间的公共通道消失了。

 塑造华强北的关键政策

尽管华强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力量推动发

展的，但政府在引导地区的发展中仍扮演重要的

角色。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该地区的城市规划。

 (1) 上步工业区规划调整（1993）

1993 年，上步工业区开始了城市转型，市规

划局开展了工业调整的研究，该项研究在 1995

年完成，其中建议该地区增加居住功能。该规划

表明了政府预见了华强北工业升级的潜力。  

(2) 上步工业区发展图则（草案，2000）

根据规划研究，深圳城市规划和设计协会在

2000 年为上步片区编制发展图则（草案），其规

划目标是把该地区发展成为集居住、商业和办公

于一体的高品质的城市空间。规划的重点是提高

环境品质，升级公共设施和解决交通问题。

 (3) 上步片区发展规划（2004）

2004 年制定的上步片区发展规划为地区提供

了详细的发展蓝图，目标是建设为世界级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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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2 土地利用规划，1993

的商业中心，并且融合电子产品贸易和其他商务

服务功能。

这个发展规划的重点放在了物质环境，政府

试图高标准地重塑整个地区的景观。

(4) 华强北地区城市设计（2005）和华

强北立体街道城市设计（2009）

在片区发展规划提出以后，华强北环境整治

的进程不断推进，进行了两个城市设计项目：

2005 年的华强北地区城市设计和 2009 年的华

强北立体街道城市设计。

在这两个城市设计项目中，都提出未来发展

的方向是最大程度使用华强北的空间，包括地上

和地下空间。2005 年的城市设计中提出了一个

空中走廊以实现人车分流，并缓解华强北的交通

问题。2009 年政府组织了立体街道设计的国际

方案咨询，进一步提出“多层次”、“多维度”

的概念。这一规划一旦实施，会对地区的活力产

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缺少周全的成本和收

益评估时，不可贸然实施。

图 2.16-3 新土地利用规划，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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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影响

 土地利用、交通和城市形态

华强北地区的城市发展呈现出高度混合利用

的特征。从土地利用规划图（图 2.15-6）可以

看出，华强北每一个街区单元都包含了超过三种

土地利用功能，使得该地区的城市活动多元化。

在商业业态方面，图 2.15-7 展现了四种主要类

型：零售、电子产品市场、餐饮和酒店业。零售

商店和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市场沿着华强北路分

布，展现了该地区繁荣的商业区景象。同时，在

一些连接华强北路的街道上，分布着饭店、咖啡

厅、餐厅和快餐外卖店，提供了餐饮服务。

原来的工业发展需要货物高效地进出，因此

图 2.16-4 总平面图，2004

图 2.16-5 立体发展理念（左：2005，右：2009）

该地区的路网等级简单清晰。四条城市道路（红

荔路、华富路、燕南路、深南大道）围绕这一

区域，加上华强北路本身，共同构成一个清晰

的交通干线网络。这 5 条城市道路便捷地连通

了华强北与城市其他地区。

华强北有 5 条重要的地区级道路，它们连

接不同的街区以支持内部交通。地区级道路都

为四车道，部分路段配有路内停车位，这些路

段减慢了车速，使行人过街更容易。

在街区内部也有很多街道，以前用作货物

的装卸，现在可以作为停车空间和穿行的捷径。

这些街道由不同街区的业主（或者多个业主）

控制，停车需要收费，但开放给行人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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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敞空间、公共活动和步行环境

开敞空间系统

作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商业区，公共活动和

步行环境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华强北开敞空

间最大的特征。从图 2.16-9 可以看到，华强北

地区开敞空间的主要形态是沿着华强北路和深南

大道的线性步行道，为人们步行、休息、聚会甚

至娱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华强北内部街区中鲜有绿色开敞空间，部分

原因是这里原来是工业区，而现在土地价值的高

企，也使绿色空间这种直接利润低的使用功能不

被支持。

步行环境

对外的高效交通连接和高密度的内部交通网

络，使华强北很好地支持步行交通。华强路的步

行人流巨大，在傍晚前，每小时有超过 1 万人来

往，而这一情况因新的发展而进一步加强。同时，

大量的步行人流会涌入东西向的街道，那里有沿

街的零售商店，他们往往朝向支路和内院。在很

多地方，旧建筑首层比路面高出许多（便于卡车

装卸货物），形成了宽阔、抬升的步行道，通过

图 2.16-6 华 强 北 土 地

利用现状图

梯级与道路分隔开，与机动车隔离，为摆设商品、

餐馆座位或者交收快递提供空间。

经验借鉴

尽管华强北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但并不是

所有方面都尽如人意。市场力量的趋势，规划部

门的认同，使再开发区域的街区规模增大，同时

使停车等公共服务内部化。这产生了大量的地下

停车和空中连廊，但这些与华强北最初取得成功

的因素完全不协调。最初的规划及布局必须被尊

重。这是城市设计导则可以帮助引导地区未来发

展的例子。

华强北的主要成功之处是它创造了属于人的

空间。事实上，该地区是深圳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把希望做生意的人聚集在一起，又吸引了成千上

万的人们来此休闲和进行夜间活动。由于历史原

因——现在看来是意外之得——停车位紧缺的问

题带来了更多的公共交通的投资，公共交通反过

来吸引了更多的游人。该地区事实上是非机动化

区域，只是没有专门的称号而已。整个地区都用

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可能是国内同类区域中最

大的。出租车与公交车可以穿行于街道之间，但

最常见的是步行主导的环境。

居住

办公

商业

工业

商住混合
酒店

行政

医疗服务

仓储

开放空间

文化 / 娱乐

教育

停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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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可能觉得这里交通“混乱”，但也可

说明这里交通运转良好。交通部门的采取了少量

而有效的干预措施，主要是管理停车和车辆出入。

人们可以乘坐汽车进入华强北，但进入的条件有

清晰的规定。

华强北是深圳首个共享道路的实践案例。由

于停车设施的缺乏，现在主要有两种交通进入该

地区，客运交通和货运车辆。客运交通中，很大

比例是出租车，也有私家汽车接送乘客的。因此，

图 2.16-7 华强北的商业业态

图 2.15-8 华强北路网结构

他们的通行模式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选最直接

的路径到达目的地，尽量少拐弯。运送货物的车

辆也是点对点的运行。所以，可以观察到很多的

机动车辆都只经过华强北，而没有停留在区域内。

供机动车通行的道路空间有限，建筑之间的

空间大多数是供行人使用的。步行交通量比通行

的车流量大得多，这样的情况使行人经常随意穿

越街道。在国内很多地方，工程师为了避免这个

问题，在人行道边缘设立障碍物，阻止行人在控

酒店

城市道路 区内道路 内部街道

餐饮 零售 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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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以外的地方横穿马路。问题是这些隔离措施

对交通是否必要。在两种情况下，隔离带是必要

的：1、交通被穿越街道的行人严重阻碍，所有

车辆必须减速或者停下以供行人通过；2、存在

碰撞的危险。这些情况显然都与华强北的实际不

符。

调查记录了部分街道行人过街的密度和特

征，以及特定时段道路的机动车流。当车流较少

时，行人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时机穿过马路；当

车流量大时，车速减慢，行人可以自由通过。这

样的调查可以观察到车流和人流交通相互阻碍的

程度和所产生的危险。

这一交通问题没有使华强北的投资者却步，

恰好相反，资金前所未有地快速流入该地区。曾

经的低端商店区和电子产品集市，现在有了高端

的零售业进驻，也有了配套的公寓和高端的酒店。

这里可以称为中国的“小曼哈顿”。

华强北可能在一定的时期是独一无二的，但

并不意味着永远如此。很多过去的工业建筑经历

着转型或正在寻求新的功能。因为珠三角的管理

条件相似，这样的地区的创新和管理有着相似的

规律。华强北为地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先进

的模式。 

Zacharias, John, & Desmond Bliek: The Role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Spontaneous Redevelopment 
of Huaqianbei, Shenzhe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 13. No. 3, 347–362, October 2008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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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9 华强北的步行人流

图 2.16-10 抬升的步行道和阶梯

0    50   100        200M
2835 人 / 小时

4000 人 / 小时

2000 人 / 小时

1000 人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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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策者、开发商和设计师

提供的，从珠三角的案例研

究中总结出的经验。

案例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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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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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综述——何种经验

该项目首先通过对项目的初步判断选取含有

对未来发展有参考价值的案例，随后收集数据并

作现场考察，最后为未来的实践抽取特定的经验。

这些经验最终以相关项目特性和结论的形式呈现

出来。

我们的方法之所以合理有以下两点原因：第

一，虽然海外案例常被认为是最佳实践，特别是

欧洲的城市，但中国的城市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与

它们有巨大的差异，如文化和政治的历史、物质

发展的程度、经济结构和常规气候。将西方的理

念直接运用到中国的现状中并不能为中国城市的

发展方向提供清晰的愿景。研究中国自身的案例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始。

第二，这些案例研究所记录的城市发展成功

而充满活力，而且都不依赖于私人机动车，但是

它们却不被中国及世界所了解。

案 例 研 究 表 明 , 在 某 些 方 面 的 组 织、 实 施

或环境干预可以产生一个或多个前文所述的理

想 结 果（1.4 节）： 多 样 性、 活 力、 体 验 和 意

义、适应性、可达性、人文环境和效率。这个短

短的列表集中了许多理论家所开的处方，从凯

文· 林 奇（Kevin Lynch） 和 唐 纳 德· 艾 伯 雅

（Donald Appleyard）到今天的艾米丽（Emily 

Talen）、 杨· 盖 尔（Jan Gehl）、 布 伦 达

（Brenda Case Scheer） 和 艾 伦· 雅 各 布 斯

（Allan Jacobs）等人。对于这些“优点”的基

本认定都是一致的，尽管所列的内容因作者而异。

但是将这些原则运用到特定情况中的方法则没有

被完全发展起来。作为实践者，重要的是知道如

何从本地化的视角处理规划和设计的问题。

为了帮助决策者和设计师，研究应该首先针

对空间的问题。要怎样组织空间来实现上面所列

的结果呢？这里的实地研究显示 , 空间组织是基

础。如果组织得当，空间可以促使社区有活力及

可持续地发展。同时，也存在支持相同目标的社

会组织和程序。这里介绍的研究专注于空间的实

践，但也联系到社会方面。

对珠三角一些特定社区与项目所进行的实地

考察，主要集中在广州。因为所作的研究基于局

部的尺度，所总结的经验也大多在同样的尺度上。

当然，良好的城市发展并不纯粹在局部尺度上定

义，也不是当地最佳实践经验的简单积累。在城

市或区域的尺度上进行研究需要不同的工作方

法，并更多的受政府的决策所影响。目前，我们

将精力集中于项目的尺度，观察当地政府、开发

商、规划师及当地社区所作的行动，及这些行动

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不同角色之间相互作用

的细节被记录在它们的案例研究中。而在这一章

节，我们将目光集中于结果。

3.2 经验总结

 经验一：连接是关键

在案例研究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积极的表现

是非机动化出行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类、环境健

康和社会幸福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步行环境的

精细设计实现了建筑与街道、不同的发展项目与

邻里之间的联系。

连接建筑与街道

在珠江三角洲，传统的城市街道既是交通的

管道，也是活动的空间。居住环境延续到街道上，

商业活动也沿街道两侧展开。街道大多由在社区

内居住和工作的人使用和管理。一个可辨识的并

被普遍认可的界线，从活动空间中划分出私人空

间，也将这两种空间与交通空间隔离。在这个系

统中，人行道几乎不具有步行空间的属性，只是

简单的作为私人空间与街道间的界定，而道路本

身则成为行人、非机动车和汽车混合使用的交通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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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街道用于非本区的目的，例如驾驶汽车穿

越，习惯上都需要与当地环境协调，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平衡当地社区的空间需求和更大城市环境

的交通需求。在大量的建于 1990 年代及 21 世

纪初的项目中，这样的传统关系得以保存并受到

当地居民小心翼翼的保护。对于居民而言，社区

中这样一条街道跟那些被围墙关闭起来的社区街

道没有区别。

当代的发展使居住环境变得内向，并远离街

道。这破坏了街道原有的生命力，并将本地社区

与更大的城市范围拆分开，最多只能给当地社区

一点本地交通的边界效益。公共安全在这种新的

空间关系中也受到威胁，因为“街道上的眼睛”

已不复存在。

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的传统关系非常有价值。当居民自发地管控机动

车的进入时，我们看到社区的核心实际上是街道。

他们认为机动车的闯入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

蚀，并且有的居民积极行动阻止汽车的入侵，尽

管汽车拥有量正持续的攀升。

规划应该强调建筑与街道之间频繁且直接的

联系，因为这样才能鼓励建筑使用者利用和改造

街道的空间。在缺乏连接的地方建立新的联系，

可以重新激活街道生活。除此以外，当地社区还

可以对自身的环境负责，有利于减轻由集中管理

机构带来的高昂的管理和维护费用。所有的案例

都展现了街道和建筑的良好整合。黄埔花园等例

子说明了这种整合如何为商业和住宅提升价值。

联系项目和周边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在中国的南部，政府

习惯向开发商出让 10 到 20 公顷甚至更大的土

地作单个项目的开发。规划师普遍支持这种做法，

因为这样开发商可以代替政府，建设场地内的基

础设施。在规划最终的布局时，开发商和他们的

设计师越来越习惯将国际案例中的启发和实际需

要的内部配置相结合，而忽略对当地环境的考虑。

项目、外围街道与街区之间的形态联系对建

立项目与周边环境之间的“适当”联系至关重要，

因为这影响了出行习惯、服务设施的位置以及适

应性等。当项目被孤立地设计时，会造成抑制城

市变化的不连续性，从长远来看，这是很难解决

的。这样的社区中的居民可能会频繁使用私人汽

车；有些社区尽管处于城市的中心，但与周围的

服务配套的联系并不便捷。

反对 “注重周边环境”的观点认为，城市边

缘地区欠缺周边环境的发展背景，即便是在城市

中，包围项目的场地的未来也并不可知。然而，

城市的特征总能够启发并形成新发展的骨架。在

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特征是很难被取代的。

例如，1955 年，岗顶—石牌地区属于农村，

农业占领了低地，而山顶大部分被村庄占领，例

如石牌。2010 年，随着地区的整体建设，许多

原始布局的特征得以保存，其中最重要的是穿过

地区的道路。在一些案例中，街区直接由道路的

布局所形成。今天，这些地区将要更新发展。任

何新的布局应该直接从现有的地理和人为特征出

发，最优先保存现状。为了避免不连续性，我们

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最初发展的运动规律。

街面，黄埔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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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通常喜欢直线的解决方案，他们的依

据是简单的框架结构可促进发展。人们认为街区

布局标准化可以加速设计程序，并减少从设计深

化到施工阶段的工作量。但是如果居民感觉到所

居住的地理和城市环境是独特的，他们便能从中

受益。标准化的网格结构使场地非常相似，因而

难以为它们赋予不同的场所意义。就像在欧洲和

中国的许多项目一样，设计师忽略了当地的环境，

造成了混乱感和归属感的缺位。

一个更好的方式是在比单一项目更大的尺度

上识别布局中的结构元素：主要为交通干道、地

形特征和水体。例如，从一条主要道路出发形成

第二和第三条道路，从而形成布局紧凑、可达性

好的交通网络。这与 20 世纪传统的工程教科书

中的建议相悖，那时主张社区间由一系列主干道

分隔，社区内部设置车流集散的支路。尽管这也

许是一种有效解决机动

车冲突的方法，但它不

能创造有效的可达性，

并会增加社会隔离。

重新开发应该采用与新项目相同的方法。理

想的城市布局并不存在，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开

始越来越相似。寻找当地环境的固有特征和内在

特质可以帮助增加项目的独特性，形成标识。

用绿色网络联系现存的社区和地区

城市项目的形态通常使增加新的网络变得困

难。但是对于致力于提高生活品质、希望获得更

广泛的利益的城市来说，推广绿色的循环网络的

意义重大。一些城市的项目包含了局部的绿色网

络，但是被项目的用地界线所限制。毗连的项目

也许包含相似的特征，但是很少看到相邻地块的

绿色网络真正相连。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中，

类似的绿色网络很容易创造，因为它是开放的系

统和更大的城市运动结构的一部分。但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之后，封闭的、通常有门禁的社区不

再具备这种便利。

从法律上讲，城市可以介入项目，坚持整合

城际设施，这对于私人开发并管理的项目也具有

可行性。例如在香港，规划条例规定公共步行路

径应贯穿多个大型的新建住宅小区。同样可行的

是，相邻项目共同发展成为完整的网络空间。如

果一个社区可以成功创造并管理一个非机动车交

通网络，那么整合地区网络也是可以做到的。

类似的整合案例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实地考察

中，但是潜力却很明显。例如，广园新村在管

理自己社区内的非机动车空间（包括线性的绿色

联系）时非常强势，但是在其边界设置了围墙。

然而在现场可以观察到相邻社区间的活动模式。

在广园和其东侧的社区间存在着一些非正式的通

道，上跨或下穿一条高架路和一条铁路。因为行

政“筒仓”和缺乏整合的机制，现存的并被当地

居 民 非 正 式 管 理 的

通 道 没 有 转 化 为 安

全 的、 功 能 完 备 的

链条。

毗邻或在社区内的绿色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

资产。将它们联系起来可以大大提高其实用性。

通常，住宅建筑或者塔楼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这

些空间已然被植物赋予绿色的含义，即使设计只

注重观赏而不是使用者的活动。但它们可以相对

简单地转化为散步、骑车兜风、休憩和娱乐的场

所。通过良好的管理，临近绿色网络的住宅价值

将会提升，相反，在主要道路网络附近的私人空

间的价值通常低于远离高负荷交通的空间。

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设计的黄埔花园提供

了一个绿色网络整合的例子。毫无疑问，网络的

整合提高了场地的整体价值。当私人房地产趋向

成熟，这些在街区内的绿色空间会被重新设计，

并呈现出独特、互补的个性。通过这种方式，连

贯的系统展现出不断发展的一系列有趣的空间。

江南新村接近已有的河道，而这河道的功能

规定在大型私人开发项目的地块中设置可以穿越

的公共通廊，可为街区和城市增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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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我们在此提倡的网络相同。每天都有大量的

市民在此休闲娱乐，体现了它对社区的价值，正

如胶水把附近几个社区粘合起来。

许多城中村都为实现这一想法不断努力，但

只局限于一个行政单元内。这些项目较少受到阻

碍。小洲村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步行网络，没有

这个网络是不可能支撑近来艺术和手工业的大规

模发展的。

骏景花园居民的日常出行模式呈现出网络的

特征，即使这不容易从实际环境中观察得到。我

们可以清晰观察到居民会走到棠下村购物。除了

BRT 的过街天桥和平面过街外，几乎没有任何

重大措施支撑这种出

行轨迹。如果这个出

行模式受到更多重视，

并且景观设计能对其给予更大的支持，那么这个

模式将吸引更大的人流。

长期而言，当各个项目的开放空间融入到一

个大型的绿色系统中，这个系统将创造更多投资

的机会。这有助于增加服务供给的多样性：为居

民创造独特的户外休闲空间，改变底层住宅的用

途，在开放空间增加新的构筑物以提供空间界定

和围合感。绿色联系为日渐破碎的城市环境提供

了重要的连接。

联系非机动车交通是第一位

在当地生活习惯中优先考虑的事应该是步行

环境。去获取日常服务和休闲的交通量超过总交

通量的一半，所以创造支持这些交通需求的当地

环境非常重要。“当地”通常是指有组织的社区（小

区），虽然它们可能比最大步行距离的区域小。

我们的实地考察一致发现非机动车交通在小

区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但也揭示了非机动车模

式的分配在不同的环境中差异很大。例如，自行

车或三轮车在西关的数量比江南新村大得多。原

因在于这些小区与更大的区域的连接方式。

由于出行少于一公里的居民倾向于步行，而

出行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又

缺乏自行车设施，所以我

们的观察发现，社区内通

常比较少居民使用自行车。在社区内没有必要设

置自行车专用道，因为机动车的速度和数量较低。

在升级自行车和三轮车的交通系统时，我们

认为需要一个 50 平方公里的网络范围，因为中

国城市的平均骑行距离略高于 4 公里（由在三个

城市中的四个实地调研得出）。相对而言，这样

的网络弱化了区域内小区之间的联系，而强调将

小区与购物和商贸、地铁和 BTR 车站等活动中

心联系起来。只需要对现存道路体系作较少的改

变，便可把这样的网络覆盖整座城市，长期而言，

当机动车使用者更多地转向其他交通模式，道路

系统便可进行更加深入的转型。

珠江三角洲内市域的非机动车网络的特征大

大不同于欧洲的实践。在发展市域非机动车系统

的潜力方面，广州和深圳的情况相似：它们的主

要道路网络有限，而且基本上是线性组织。传统

的交通工程观点会把这种有限的网络全部用于机

动车交通，但它又必须同时容纳非机动车交通，

原因之一是城市的布局，另外在现存大尺度街区

环境中创造次级网格的难度大。

广园新村的外围区域

  步行设施应成为街区的生活环境的主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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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系统中，大型的道路允许自身宽度的

再分配。因为机动车交通速度高且流量大，必须

对不同的模式作物理隔离。在社区内部的道路应

该复原为共享的街道。根据我们对广园新村和江

南新村等案例的观察，这是社区所期望的。

在香港，自行车和三轮车的角色因观念的不

同而具有争议。在市区自行车使用率较低的原因

是，香港大多数区域的环境不适合骑车。某些出

行的距离实际上与大陆城市相似。例如，我们研

究的黄埔花园与繁忙的尖沙咀之间的距离超过了

舒适的步行范围，使步行的人群大幅锐减。与自

行车相比，大部分居民更愿意乘坐小巴出行。新

城镇的情况则不同。各城镇的自行车使用率有所

不同，但是在适宜的环境，自行车的使用率很高

并且占据较大的出行比例。新城镇和香港中心区

之 间 唯 一 巨 大 的 不 同 是

规划和设计。香港的规划

优先步行和公共交通，但

也应考虑整合占有重要地

位的自行车。

推动非机动车交通首先要关注居住区内的条

件。针对中国城市地方交通的研究显示，相比整

体交通网络特征，交通模式的选择更加受当地环

境的影响。然而，大多数项目的设计仍旧以机动

车模式为重心。步行或自行车交通所需要的基础

设施普遍地被简单处理成社区的共享空间，而不

是连贯的交通网络的一部分。不出意料，这样的

社区无法实现高比例的非机动车交通。事实上，

出行模式的比例因在不同的社区差异巨大，不仅

仅因收入水平而不同。

非机动车系统应成为社区的核心。这是不同

收入阶层的居民所共同期望的，无论他们是来

自华侨城、骏景花园、广园新村还是江南新村。

当居民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使非机动车交通成为核

心，他们便要求相关的执行者来实现。在过去

二十年的规划实践中，规划的实践脱离于这种人

民真正的需求。一条宽阔的却缺乏步行设施、公

交或自行车线路的中央大道，以及过量的停车配

置，成为中国南方许多新开发区域的普遍特征。 

这浪费了土地和资源，既违背了开发商对利益的

追逐，又与中央政府希望房价更合理的希望相违

背。

在华侨城，交通网络由相互连接成整体的街

道、自行车和步行路径组成，连通了重要位置的

休闲娱乐设施。

半山自动扶梯便是一个由非机动车（步行交

通）主导当地环境的杰出案例。根据居民和访客

的交通行为可知，这个交通体系的服务区域约有

1 平方公里。它比其他的交通方式——私人汽车、

出租车、公交和小巴——更加有吸引力。在这个

昂贵的地段，相当一部

分人口的收入实际上相

对较低，人们更倾向于

使用扶梯，亲近街道。

最初，这个提议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法，却

成为了一种社交和休闲的体验。乘坐自动扶梯，

体验当地的环境，相邻的土地使用与这个系统发

生紧密联系，使这一基础设施变成了一个社会工

具。自动扶梯同时起到交通作用和社交作用，维

持并提高了物业的价值，这是所有以汽车为基础

的交通设施无法实现的。

要使非机动车系统成功，便要削弱其他的交

通方式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项目的组织需把道路

系统看做服务体系，并转移到场地外围，尽量减

少它的范围。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土地用作建

设，也符合开发商的观点。

  经验二：空间的重要性

不论居民如何有效地获取所需的服务，他们

都需要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场所。除了便捷的交

应在广泛的区域中形成非机动车通行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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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空间层次。规划分析可以迅速发现人们散步

的地方、商业繁荣的位置以及需要更多开敞空间

的区域。这稍稍增加了设计的工作量，但是更加

关注建筑之间的空间，而不是专注于推销单个住

宅或建筑形式。针对入住居民的调查一致显示，

这些特性与住宅单元一样重要。对开放空间成功

的开发和管理提高了房产价值，建立了居民个人

与社区之间更好的关系。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根据使用情况辨认出社

区里截然不同的开放空间的种类，并由此看出物

质空间和它的用途之间协调与否。这种协调似乎

在珠江三角的大型住宅项目中往往被忽视，因为

出于销售的原因，项目规划更加强调视觉效果。

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紧密贴合居民需求的改变

需要更加严谨的方法。

允许使用者改造公共空间

使用公共空间是中国，尤其是珠三角的悠久

传统之一。由于气候、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广

东的社区中，公共空间的活动一直以来非常活跃。

无论在传统社区还是在最近 20 年中发展的新社

区，居民常常在晚上进行户外活动。活动的种类

和社区的多样性都说明当地居民对公共空间概念

的认识由来已久。

近年来，这样的公共空间使用没有得到足够

骏景花园鸟瞰图

来源：开发商的市场宣传资料

通，成功的开发还拥有支持其他活动和意义的空

间。

创建项目内的空间层次

当代的中国发展通常缺乏足够的空间层次，

从而满足不同的使用功能。开发商自然要寻求利

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竞争让他们在塑造品牌

时使用简单的方法与潜在消费者沟通。又因为设

计、施工的效率和法规要求，建筑设计和场地布

置更趋于同质化。强调效率的现代主义，仍存在

于中国的项目规划中，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出

于相同的原因，城中村的改革也采用相似的方法，

尽管模块大不相同。这种方式通常无法满足随着

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空间层次的需求。

即使是在非常匀质的项目中，公共场所的出

行模式和活动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形成一个

独特、可预测的模式。例如，在骏景花园，几乎

完全相同的住宅围成多个尺寸相同的开放空间，

但没有全部使用相同的设计。接近 4 万居民的日

常行为本来是可预测的，但规划却与之相矛盾。

因此，开发商改变了部分空间的功能。从前两期

开发中获得的经验，会帮助新一期的建设更好地

与公共空间的日常出行模式、购物和休憩活动相

协调。

然而，更为理想的做法是从开始就划分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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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由于空调的使用和公共空间的进一步分

离，新社区中的公共生活大幅锐减。依赖能源密

集型的方法调节气候存在缺陷，除此之外，虽然

空调使室内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但错误地选择它

们的安装位置使它们向公共空间输送热气，制造

噪音，滴冷凝水并影响环境的美观。降低周围环

境温度的技术已为人熟知，但很少被运用到规划

实践中。城中村的空调普及率较低，因而其中的

公共空间的微气候比现代的开发更好。越新的项

目越少关注公共空间的气候问题。

空调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因为它对广东

特有的公众生活的影响较少。设计师应该优先保

护和促进公共生活。除了技术方面，还应该考虑

很多其他的问题。

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研究表明，

二十年前使用者喜欢根据个人目的改造公共空

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灵活的空间越

吸引人群。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广州得到验证。

在他的研究之后，公共空间往往要有某些特征，

私人拥有的空间对外开放也是常见的。一些城市

甚至将类似的要求列入规范，例如，对空间的灵

活安排、可移动的家具和与空间配套的服务。

许多人难以接受没有设计规划的公共空间或

者当地居民按自己的方式对其由改造。图纸是用

作销售的，而真实的活动和对使用者的支持则往

往被忽视。成功地打造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并不

容易。为了发挥真正的作用，数个欧洲重要的公

共空间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重新设计，后来

又经历了多次的重建。进行这些昂贵的工程的主

要原因是要适合使用者的需求。

创造一个服务于多种用途的简单公共空间需

要精炼的技术。我们的调研观察到公共空间的活

动种类多样，仅一个社区内每天就有多达 20 种

不同的活动，每一项活动都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参

与。给这些活动提供恰当的场地并不是简单的问

题。规划师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设计第一批社区时

已经在考虑公共活动。方向是正确的，尽管结果

不总如此，当地居民介入并重塑了空间以更好的

适应他们的使用。江南新村和广园新村的部分公

共空间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被重建。

居民经常为公共空间提供私人的、易于移动

的家具，例如马札、矮桌等。晚上人们离开的时

候，便可方便地把它们移进屋里。一个简单的折

叠桌可以运送到较远的地点为麻将或纸牌等活动

所用。一个设计师无法预测公共空间的所有使用

功能，但是关注当地的环境可以推测活动的种类

和出现的地方，以及它们需要从规划和设计中获

得的支持。

打造市民空间

在公共空间种类中，从最盛大的到最平民的，

其中一端是在政府中心附近、CBD 中、或主要

事业单位之间的具有代表意义的空间，被设计为

城市的象征，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它是城市发展

状态的象征，一般对外开放，但少有支持使用的

家具，这与西方的同类公共空间不同，西方的空

间以公共使用为目的。另一端是由周边居民组织、

举办小型社区活动的狭窄街道。

在这两端之间的是比社区空间具有更大意义

的、但没有象征性标志物的空间。这就是“市民

空间”，它将在未来的中国城市中变得越来越重

要。我们的案例中，有两个证明了这种发展的方

向。

江南西路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两旁有宽敞的

人行道，而它的使用状态被区政府所认可。尽管

没有标志物，这条街道却拥有一切允许公众集会

的特征。这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广阔空间，可以发

展更多公众导向的服务。如果它按照预期成为步

行街，这些特质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岗顶，电子集市的人流和缺乏足够公共空

间的大量居民，都聚集在 BRT 车站附近的简单

的步行空间。岗顶一连串的商业建筑前广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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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为繁忙的 BRT 车站所用的额外空间，都被

当作公共步道供人们见面交谈，就像一个公共广

场。尽管没有公共广场的传统特征，在使用率最

高的黄昏，它具有所有市民空间的印记，特别是

对石牌的居民而言，这是一个在其中央具有交通

功能的露天广场。

市民空间通常被四周的建筑界定，在视觉上

具有围合感，结合连同社会意义形成一种“场所

感”。它们需要具备多重功能。在意大利的露天

广场，咖啡馆是人们休憩和交流的必要场所。在

广东，同类的空间在白天具有商业功能，而晚上

则被食品摊贩占领。深圳最重要的市民聚集地点

是华强路。在交通干道两旁的宽阔步道为支持人

们漫步的景观项目提供了空间。这里林立着城市

中最有价值的商业空间，同时聚集了食品和其他

零售摊贩，夜晚人们来到这里散步、用餐、观看

街头音乐家的表演，乞丐也在此聚集。这样兼备

良好的可达性和适应性的空间吸引了许多非正式

的活动。

市民空间要为人群和活动提供足够的空间 ,

这也与周围建筑密度和场地所处的城市空间网络

的位置有关。这些空间也得益于对活跃而代表公

众利益的活动——食品摊贩和小型零售商——的

宽松管理，以及对停车等消极影响的控制。

 经验三：多样性提升价值

商业中心和小型购物环境的共置

在珠江三角洲，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日益增加，

其中的活动节点，如购物中心和商业综合体，尽

管它们与其他的中心和不同的城市肌理紧密相

邻，却被设计成独立的片段。城市必须思考如何

将这样独立的中心融合到城市肌理中。类似的中

心都具有外部效应，积极的效应将有利于城市的

总体发展。

老城与新区的整合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关

键议题。人们可以想象按照“综合发展”的逻辑

重建所有的街区将会带来多严重的损失。环境的

内化现象，空调和同质的社会属性，使在同一区

域的购物中心完全失去自身的特征。许多城市的

新中心区旁都有较小的街区和建筑、狭窄的街道

和混合的使用功能。当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规划师

集中吸引新的、高端的综合体上时，对邻近区域

的管理和整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

规划中心附近的区域受益于城市规模的吸引

力，但它们形成多样化的价格点和更加分散的管

理系统，同样为中心的价值和活力做出贡献。与

不可轻易改变的规划中心不同，邻近区域的空间

资源具有开放性。这样的空间吸引创业，而规划

中心则吸引企业投资资本。大型中心可能产生更

高比例的销售量，有更高的资本价值，但是其价

值的提升也得益于邻近区域的补充。邻近区域是

城市的创造力和商业活力的聚集地。

江南新村正是由小型投资提高土地价值的例

子，它因高频率的公交、地铁服务而拥有便捷的

可达性。尽管这里还没有重大的商业中心，但地

铁站的地下空间起到相似的作用，同样吸引投资。

在六运小区，临近的商业综合体与互补的企业之

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些小型的企业分布在街

道网络之中，虽不可存在于大型的综合体，但又

因邻近它们而受益。

沿着江南新村的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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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成为中心区规划工作的一部分。根据

人们的经验，地方文脉所带来的探索和惊喜的

感觉可以与购物综合体在空间和货物的局限性互

补。类似的区域不需要被完全的保存。在投资特

别的商店和服务后，很可能根据地区的发展，选

择某些部分进行再开发，不仅是商业开发，也为

生活和工作创造空间。深圳的华强北与六运小区

的发展方式不同。在华强北，最初沿街道分布的

小型企业发展后，大型购物综合体进驻。两种商

业形式的结合刺激了对住宅和酒店的投资，高端

的项目使该区域更有活力。

当城市功能发生变化而空间被整理时，努力

发展城市活力变得越来越必要。因为城市一方面

希望继续吸引投资，又不愿大规模地进行拆迁，

所以把地方特色的街道环境与大型的综合体共置

并联系起来是个可行的方法。

创造商业混合和社会经济混合的社区

案例研究帮助我们理解混合发展在中国南部

的意义。西方的规划师长久以来推崇融合不同社

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的人们，以增强社会凝聚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不均衡迅速增加，

社会融合是越来越重要

的问题。欧洲和北美在

当代的实践，也许对中

国有用，例如要求高端的项目中包含经济适用房，

但是针对广东的环境进行的思考更加具有意义。

这里我们需要思考混合发生的尺度，和混合的衡

量标准。

即使在最大的或最标准的住宅项目中，人们

日常的生活实际超出了它的范围。要求内部开发

的混合不仅很困难，而且可能并不必要。广州的

快速发展使城市成为不同时代、风格和居民特征

的拼贴。一个由许多移民组成的城中村可能与单

位大院和高端的住宅项目相邻。尽管它们的内部

相对统一，但不同的方言、收入、年龄结构和家

庭构成共享了同一个边界。

尽管政府努力减少城中村，但它们的普遍存

在，尤其是靠近中央商务区的城中村，使这种混

合的长期存在成为现实。在广州和深圳，近二十

年的经济腾飞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量中层住宅，

从未作为某个特定经济阶层的独有领地。今天，

这些地区的许多房子从中产阶级手中转租给收入

较低的人们。与此同时，高端的项目也许被设计

成城市景观中具有特权的孤岛，但他们仅仅是不

相连的一些片段，并没有聚集成特定的区域。北

美、欧洲和香港的部分区域的地理分类特征与广

东不同。在广东，城市的发展倾向于继续扩散高

端项目。发展的机会远比某些特定的地理条件重

要。

在广动的两个大陆最大的城市已经存在社会

和经济的高度混合。项目内的收入水平一定会

有巨大的差异，以此作为混合程度的评价标准，

不如去了解人们是如何混合的。在电梯或楼梯中

经过与在公共空间中相遇截然不同。混合的程度

应该根据当地活动区域和基础设施的使用水平而

定。加强社会融合最好的方法是让人们在日常的

活动中聚集。

例 如， 骏 景 花 园 的

居民在棠下村进行大量

的日常采购，只需步行十分钟。即使开发商增加

商店，并进一步对外来者开放，居民仍然比较喜

欢到棠下村购买新鲜的食物和最实惠的商品。华

侨城的开发商在社区内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了一定

比例的住宅，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华侨城内工作。

华侨城内还有深圳价格最昂贵的房地产项目，开

发商为了保持社区长期的社会融合所做出的努力

值得赞赏。最初的方案规划了便于整个社区到达

的购物中心和公共空间，小巴连接了不同的区域，

这些都加强并维持了社会融合。居民和规划者表

小型的、富有弹性的商业活动区域成为大型

品牌商业开发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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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种融合没有造成任何问题，通过观察日用

品店的日常运作和夜晚吸引大量人群的公共空间

（如生态公园）就能感觉得到。在４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实现混合是可取的，而且无需政府的介入

也能实现。

高度、密度、建筑风格和功能的混合

珠三角所有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建造更高的住

宅。香港的住宅塔楼增高的速度约为每十年１０

层，深圳和广州与其相

差不远。高度持续增加

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监

管人的角度，高度增加

意味着得到更多的地面空间，可用于休闲活动和

社区服务，增加了“开敞感”。这种方法得到提倡，

并有规划条例支持，因其可以补偿公园和其他开

放空间的低增长率。当然，建造成本随着建筑高

度而增加，这提高了住宅价格，使有能力购买的

人变得更少。

对低层建筑而言，８层以下的单元成本差别

不大。从８层开始，建材的增加和电梯的成本造

成的造价增长比例远大于建筑高度的增长比例。

好的城市发展应该涵盖全部人口，而当地社区应

尽可能的融合社会阶层。保留一些低层建筑有助

于实现这一点。

另一个低层住宅的好处是，开放的空间更加

容易自我调节。因为个人生活场所与公共空间紧

密相连，所以这样的空间更容易被当地居民控制，

从而降低公共安全隐患。类似的情况很少在高层

住宅社区中发生。高层住宅社区需要增加保安，

并且开发商通常要求实施门禁。

我们的案例中建筑最高的社区是骏景花园，

其中一些塔楼高达１９层（包括１层裙楼基座）。

建筑最低的是西关，其中最高的建筑为３层。而

香港的项目密度通常比大陆的高。大陆的项目，

不管建筑多高，容积率都在 2-4 之间。区别主

要在于地面开放空间的数量和位置。

在高层建筑中，居住空间和场地之间缺乏联

系，特别是缺乏两种空间的过渡。在低层住宅中，

空间的过渡较为复杂，从住宅单元的私人空间到

与街道相连的自用空间，再到公共街道。从管理

者的角度，第二种方法有更多的优势。

在低层住宅的项目中，规划设计通常包含出

行网络，并且通常根据活动和辅助使用的需求预

留适宜的尺寸。在高层

住宅建设中，场地空间

几乎总是被当作休憩空

间， 而 没 有 流 动 空 间。

在许多高层住宅小区中，内部开放空间的使用非

常有限，居民大部分的休闲娱乐在社区之外。在

中层社区中，如骏景花园，一个相对无组织的开

放空间系统逐渐被居民利用，并转变成为低层住

宅社区式的连续网络。在地面的交通和活动空间

是居民的基本需求，但通常被规划所忽略。

低层和高层结合的小区提供了最佳的融合。

对于社区的开放空间而言，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

更好的方法是确保空间具有使用意义。将珍贵的

场地空间用于视觉享受是一种浪费，因为它并没

有真正服务于居民的需求并且很难长期维护。在

珠三角，发展一个混合高度的社区模型需要更多

六运小区，地面层的零售设施

改善多元种类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增加了城

市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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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长远看，不断增高的建筑的底层和周边

环境的价值持续减少，开发商应该对此非常关注

并努力改变。高层和低层的结合可以使首层和二

层空间恢复最大的价值，这样的项目有更大的潜

力，更容易实施并且成本更低。在开发商考虑这

个做法之前，场地规划的相关规范需要为促进这

种混合模式而进行修改。

黄埔花园，尽管不是高度混合的模式，但是

体现了赋予底层空间高价值的潜力。在这个案例

中，空间被大量赋予商业功能，同时也吸引人们

散步和休闲。居民到此有购物的原因，但主要是

因为他们喜欢这里的空气质量、灯光和充足的步

行空间。

 经验四： 发展与管理，创造具有适

应性的项目

社区尺度影响再开发

大部分新的开发被设计为单一而条理明晰的

片区，由几乎完全相同的建筑组成，被寄予了永

恒不变的期望，即使它处于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

的多样的历史肌理当中。一段时期内，这种综合

规划的城市发展非常具有吸引力，并可以保持它

的使用和经济价值。但是，更新发展却非常困难。

这个问题已经在这三个城市的一些案例中被证

实。

提前为改变做准备的规划方案降低了改造的

门槛，使静态结构易于根据动态需求进行更快的

调整。广州的许多区域因亚运会而开展了大规模

的立面整饰工程，如遮盖空调和安装假瓦屋顶，

这种项目只能由政府执行，并且只考虑建筑的外

观。更全面的升级——增加密度，改变建筑功

能，增加电梯，或提高能源效率和市政设施的能

力——要求协调和一致的意见，这在大型的复合

区域中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何要将大型房产项目

的控制和管理分解成更小的决策范围，或至少是

更小的视觉单元。

另一个增加渐进式变化的可能性的原因是考

虑到城市的动态发展。尽管城市总体规划展现出

土地使用和开发组织的稳定蓝图，但城市是一个

更为活跃的系统。地区承载新的含义，活动地点

转移，城市允许在多样的尺度上进行新的开发。

现代发展都以集中式的设计和管理维持其稳定的

品牌及特征，这使动态变化异常困难。尽管这种

方式是要赋予投资者对长期价值的信心，但也造

成整个项目逐渐衰落，因为无法轻易地融入新的

活动，同时基础设施也经历正常的折旧。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在整个开发项目和社区

的尺度进行操作，关注建筑和开放空间的布置方

法。在中国，许多近期的开发将历史主义和折衷

的后现代建筑应用到相对标准化的高层建筑中，

分隔出相似的开放空间，通过视觉区别吸引买家，

或通过“风格”树立品牌。一些最具适应性的组

织策略 , 如开放式格网的结构主义 , 已基本失宠
[2]

。

例如，深圳的村庄扩展通常在有序的网格中

进行，平等地分配机会、光线和空气。这也是一

种小规模体块的系统，其中一个或几个单元可以

由功能不同的单元或高度不同的建筑所取代，而

不对城市肌理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类建筑不常被

取代也有其他限制因素：设备管道、资金、现存

的高密度以及紧张的光线和空气资源。

1980 年代的中层建筑项目是另一个例子。这

种系统的建筑基底独立而且尺度较小，每幢建筑

四周都有开放空间。把这些建筑替换成较高的建

筑或者与现存建筑基底不同的结构是可行的，在

不远的未来就可能在核心位置发生。这些区域可

以更新发展而无需更换整个城市肌理。这里的限

制因素包括法律规范：如果建筑最初按照最低间

距标准建造，例如日照标准，那么增加一幢建筑

的高度就并不简单了，必定会对周边建筑产生消

极影响。这些相关性让渐进式的发展变得困难，

要求规范或建筑功能的改变 , 比如住宅变为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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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办公室。但总的来说，建筑基底相对独立且面

积较小的建筑，有利于渐进式的更新变化。

毫不意外 , 在中国城市以及全球范围内，最

初系统性开发的项目具有最好的适应性。工业地

区需要适应性，因为生产系统不断变换，但是建

筑会一直存在。网格状的街区对随后的改变更具

有包容性。这并不意味着无趣单调。相反 , 网格

使独立的元素可以在系统中被替换，从而使布局

和形式更具多样性。相比之下，即使有市场需求，

依赖于一致的、由上层要求的布局的当代开发模

式很难添加新的结构。

另一个组织上的限制与可达性有关。大门在

居住区中很常见。即使大门开敞 , 住区内部的零

售和服务的有效服务范围也会减少 , 并使居民到

达周边服务的距离增加不必要的长度。

建筑尺度

第二种解决途径可以在单个建筑中寻找。城

市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快，旧的用途被新技术淘汰，

同时新的功能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们不可能准确

地预测未来居住和商业空间的规模和组合。家庭

构成的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以及消费者的

喜好和购买力的变化，都导致需求的不稳定性和

弹性。在此背景下，一旦需要改变时，无论是由

于品牌的原因或是物质空间上的制约，最近十年

新建的很多建筑都会难以适用。住宅单元的小房

间布局，以及专用的结构也不易转化为办公和零

售用途。首层住宅建筑的层高有限，转化为商业

用途也并不理想，而且没有隔音或隔热装置保障

楼上的住宅不受底层活动的干扰。我们试图避免

之前几十年以来的重复样式，但为满足特定功能

而设计的新形态可能会制约其他的可能性。

 与其刻板地重复布置相同的建筑，不如在开

发伊始就考虑建筑的多样性，比如，考虑建筑如

何更好地融入到城市整体当中，这样可以更容易

地吸纳新的形态。同样，与其把大型建筑当作单

一的、雕塑性的元素，不如使之形成一系列易于

进行局部更新、替换的形态。但这需要我们对建

筑设计行业的模式进行重大的革新，改变这种以

开发商主导的、靠房地产市场驱动的模式。这样

的实践在欧洲的城市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人们努

力地进行改变，1960 年代以来那种尺度巨大、

形式刻板的现代主义建筑不再受推崇，形式多样、

尺度小巧的建筑，以及更具有历史连贯性的城市

肌理被普遍认可。历史上，建筑设计总会适应于

特定时代的主导潮流，而这种潮流深受城市空间

规划的制约，时至今日也同样如此。通过城市设

计的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规定，城市可以

促成这种转变。

3.3 结论

中国创造了独特的当代城市形态。与世界其

他地方相比，中国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而且

发展密度也差异巨大。比起 20 世纪的规划和开

发，例如在北美地区所看到的城市，中国道路系

统的等级划分也有所不同。土地管理和使用权期

限也不一样，这也是中国目前状况的成因，虽然

不是唯一的因素。很少有研究或相关的文献关注

这里新出现的城市形态，但在最近五年，这些内

容似乎激发了学术界的兴趣。其中包括卢端芳的

书籍
[3]

，怀特汉德（Whitehand）对中国城市形

态学研究的评论， 缪朴编辑的著作
[4]

，以及其他

作品。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中国出现了新兴的城市

形态。

中国城市的规划目标与世界其他的城市并无

太大差别，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有所不同。在

中国，我们不需要一整套综合的规划方法和最佳

实践，但方法应该因地域而异。然而，中国的现

代城市规划理论历史短暂，主要从苏联的实践中

移植而来，也因此深受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CIAM)

的影响。这种现代主义的版本仍然主导着中国的

城市规划，深圳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在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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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找到其他受美国和欧洲影响的例子，但

都只是在某些局部，显然没有彻底改变这里的城

市规划实践。尽管中国越来越需要一套综合统筹

的规划方法，但却没有出现。许多资深的城市规

划官员承认，城市规划陷在教条般的控制策略中，

而其运作情况不尽如人意。本次研究的一个目的，

是帮助中国向着真正本土化的规划实践迈进，尽

管也需要借鉴国际上的优秀实践。希望这里展示

的案例能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国城市本身的关注。

 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希望城市的发展可以

更好地保持历史连贯性。诚然，长期以来，中国

有着不断彻底改变城市环境的传统，喜欢革新鼎

故，但这并非一种基本的文化个性，政治力量是

这些城市实践的主要推动因素。再者，我们的时

代早已不再以庙宇、城墙和宫殿作为城市中唯一

的耐久建筑，传统中易于改建的临时居所迅速地

被持久的建筑替代。如果中国需要本土化的规划

实践，城市肌理空间的组织管理则要求更好的历

史连贯性。

 对于中国最适合什么，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

研究，来揭示这种最合适的城市肌理的运作机制

及成功原因。我们需要一系列的良好范例，将他们

的经验运用到新的开发项目中，并加强我们对城市

规划的研究工作。这些选出来的案例，展示了土地

利用、交通出行、居民活动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

通过我们的分析解读，其效果是世界一流的。

 随着每年两千万人涌入城市，以及城市持续

地扩张重构，任何城市规划的机构都不应逃避问

题或坐等其他人想出更好的方法。开发商、设计师、

规划者和领导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中国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天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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