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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

新城市主义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启示价值

孔 翔

［摘 要］新城市主义是最近 20 年最具影响的城市设计思潮，它反对城市蔓延、主张回归传统城市形

态，注重珍视环境、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有助于实现持续协调发展，这对优化城市规划特别对创新城市

发展模式具有深远影响。新城市主义的理念和策略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我国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

极大的启示意义。在城市群尺度方面，要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城改造之间

的关系，增进城市群凝聚力; 在新城镇建设中，要遵循多功能、紧凑发展的原则，鼓励步行和公交系统建

设，较高效率地创造宜居的城市空间; 在新社区建设中，要塑造地方特色，并通过公共空间建设增进居民

对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城市文化的扩散和人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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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主义( New Urbanism) 是最近二十年全

球最具影响的城市设计思潮。它起源于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影响日趋明显，到 2010 年为

止，全美共有近 800 个已建及在建的新城市主义社

区［1］1。而国内也曾出现相关研究的热潮，主要是

从步行街区和邻里设计等微观层面探讨其借鉴意

义，较少关注其在宏观层面对区域规划的价值［2］。
作为对美国“郊区蔓延”现象的反思成果，新城市

主义运动的发起人虽然主要是城市设计人员和建

筑师［3］，但倡导的是一种综合性哲学，强调建立一

种舒适、方便的城市功能组织模式［4］。它不仅关

注城市物质空间的无序扩张，也关心人类生活的终

极目标［5］，这就不仅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具有

借鉴价值，也可能为创新城镇发展模式提供有益的

启示。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以人为核心、讲求质量

的城镇化，这是对传统城镇化忽视“三农”问题、空
间管治不到位、创新投入不足、过度依赖自然资源、
放松环境监管等进行反思的新选择［6］。虽然各界

对新型城镇化的确切内涵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但大

多认为，它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王

牌”引擎［7］。它需要实现低能耗、城乡互补、环境

冲击小、集约式机动化的高质量城镇化［8］，以促进

城镇化的更均衡发展和城市文化的传承保护［9］。
这正需要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而新城市主义的许

多理念和策略则能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新道路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新城市主义运动的理念与策略

新城市主义运动扎根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第

三次“反城市蔓延”运动; 1982 年 DPZ“海边”居住

开发项目被视为早期新城市主义的重要实践成果;

1993 年第一届新城市主义代表大会( CNU) 的召

开，标志着新城市主义理论的正式诞生［1］1 ; 而 1996
年在第四届 CNU 上形成的《新城市主义宪章》，较

系统地总结了新城市主义的经验和方法，成为该运

动的技术指导纲领［10］。
新城市主义是以反思二战后美国的郊区城市

化加速所带来的“城市蔓延”为出发点的。所谓城

市蔓延，是一种以小汽车为交通工具主导的郊区化

现象，它极大地加剧了就业问题和居住的低密度扩

散［11］。而低密度的土地开发、单一功能的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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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蛙跳式”的扩展形态、带状商业开发、依赖小

汽车的土地开发、牺牲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区开发、
就业岗位的分散以及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的消失

等常被认为是造成城市蔓延的主要原因［12］。这种

低密度蔓延的郊区化使人们必须在动辄上百公里

的城市圈内来回奔波，不仅增加了开支，带来了空

气污染、环境恶化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消

失，还减少了公共交流，造成了邻里关系的冷漠和

人们 内 心 的 孤 寂，加 剧 了 社 会 阶 层 的 分 化 与 隔

离［13］。也就是说，郊区化不仅导致了内城的衰败

和诸多环境、土地、交通问题，还造成了人际交往的

冷淡和社会分异，并引发了对汽车文化的批判［14］。
这就打破了美国人心中的“郊区梦”，促使人们去

探求能适应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要求的新发展模

式［15］。新城市主义主张从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

思想中发掘灵感，并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求，以具

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

的郊区［16］。由此，在美国新城市主义主要是指可

以步行( Walkable) 的社区和多样化( Diverse) 的社

区［17］。这也使得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TOD 体系

和传统邻里开发的 TND 体系被视为新城市主义在

规划模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核心特点［18］。但这些都

还只是新城市主义在微观尺度上的策略主张。
实际上，《新城市主义宪章》从区域( Ｒegion) 、

邻里、分区和走廊( Neighborhood，District and Corri-
dor) 以 及 街 区、街 道 和 建 筑 物 ( Block，Street and
Building) 等三个空间尺度共提出了 27 条城市设计

原则①，反映出系统性改造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路。
其中，在区域尺度，新城市主义主张将具有地理界

限的大都市区作为基本经济单位进行整体规划，鼓

励局部填充式的开发，强调新开发城镇应成为工作

和居住平衡的结构，并提供多元化的交通体系; 在

第二层次，它强调邻里、城市特别片区和交通走廊

是都市开发和改造中的重要元素，而紧凑、适宜步

行和功能混合则是这一空间尺度规划设计的核心;

在第三层次，它主要在街区和建筑层面关注公共空

间的安全、舒适，强调应保证环境安全、鼓励步行、
借助邻里关系来保护社区［19］。由此看来，新城市

主义的策略主张不仅涉及多个空间尺度，而且远远

超越了空间设计领域，扩大到了与建造环境有关的

公共政策［20］。这就有助于推动各行业专业人士和

市民的参与，从而使其“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

远超出城市规划和设计的范围，以至成为一个公共

话题而频繁地出现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中”［21］。
新城市主义遭到的批评几乎和得到的赞誉一

样多。不少学者认为，它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理想模

式，也并非能独立生存的新理论，不过是怀旧基础

上的“混搭”，而它对城市蔓延的批判也曾遭受质

疑［22］。在实施中，与现行政策的不兼容、高昂的成

本、对公众需求的误解等，也会导致远离初衷的结

果。例如，对波特兰市的案例评估显示，新城市主

义社区虽然改善了内部物质空间的设计，但并不能

促成城市空间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和多元群体的真

正融合，而房价的上涨则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空

间分隔［23］。从根本上说，新城市主义的弊端主要

在于并未真正摆脱物质形态决定论的城市规划思

想，因而无法彻底解决真实世界的多重问题; 但如

果能跳出建筑师或设计师的思维定势，更多吸取其

规划理念的精华，则能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
在理念层面，新城市主义主张从全局的视角来

透视城市发展问题，珍视环境、以人为本、因地制

宜，以实现持续协调发展。新城市主义的全局观不

仅表现在它关注纵向上各个空间尺度的城市问题，

并分别在区域、城镇、街区等尺度提出了设计原则，

也体现为横向上重视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并对新

区开发与旧城改造的协调提出了意见。在城市与

环境的关系上，新城市主义倡导“紧凑性”原则以

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倡导“公交优先”和步

行化以减少空气污染，倡导建设一系列公园、绿色

廊道和社区花园以改善人居环境，倡导自然取暖和

冷却方法以节约能源资源，这都体现出珍视环境的

生态理念。在城市与社会的关系上，新城市主义始

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强调建成环境的宜人性以及人

类对生活的可支持性，它关注社会公平，重视拓宽

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强调建设多功能复合、充满

人情 味 的 新 社 区，并 积 极 创 造 条 件 吸 收 公 众 参

与［24］。在城市与地方的关系上，它强调大都市地

区与其农业用地和自然景观有着紧密而脆弱的联

系，建筑设计则应以当地气候、地形、历史和建造技

术等为出发点，至于公共建筑和公众集聚场所则应

位于重要地点，以增进社区认同和民主的文化，这

都显现出对地方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尊重。总

的看来，新城市主义对城市发展不仅具有全局和长

远的认识视角，更注重珍视环境、以人为本、因地制

宜，这就有助于协调经济、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真正促成城市的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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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城市主义的借鉴价值

我国与美国的城市发展背景不同，中心城区仍

是人们向往的工作和生活地，住房单位制也一定程

度抑制了社会空间分异［25］。但应该看到，在土地

开发热中，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倾向已经出现，而房

地产业的发展也为“择居”行为创造了条件。更重

要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目标、以外向型工业化为

主要动力、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物质资本大量投

入为驱动要素的城镇化模式，已经使我国面临土地

过度城镇化和人口不完全城镇化并存的城市无序

发展难题，并造成了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严重、
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城市和乡村患上

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和“乡村病”［26］。这就促

使我国必须通过创新城镇发展模式来继续推进城

镇化和现代化。而新城市主义以全局视角推进城

市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策略则可能在各个空间

尺度为我国城镇发展模式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 一) 城镇间合作与城市群的优化发展

在区域尺度，《新城市主义宪章》强调大都市

地区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也是具有地

理界限的有限空间，政府合作、公共政策、空间规划

以及经济策略等，都应尊重大都市地区发展的内在

要求。同时，大都市地区又是由大量具有明确中心

和边界的城市、城镇和乡村组成的，规划不应孤立

地考虑某个城市或城镇的发展，而要尊重整个大都

市地区的特点。不仅要尊重这一地理界限范围内

的农业土地和自然景观的特点，也要尊重其传统习

惯和历史边界。城市空间的拓展不应消除或模糊

大都市地区的边界，复兴边缘或废弃地带应当受到

鼓励，“局部填充式的开发”应优先于“向外围地区

的扩张”。而毗邻现有城市的新开发应与已有的

城市结构保持一致; 即使是不连续的城市开发，也

应建设边界清晰、工作和居住平衡的城镇，而不只

是卧房式的郊区。在公共政策方面，应努力使不同

收入阶层的人都受益，而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

系统应当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从而减少对小汽车的

依赖。
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部署，城市群将成

为我国优化城镇布局的重要载体。虽然城市群与

大都市地区存在一定差别，但《新城市主义宪章》
在区域尺度的设计原则方面仍能对城市群发展具

有启示价值。首先，城市群的边界划分要充分尊重

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征，尽量避

免破坏原有的地区间联系和随意调整; 其次，要基

于全局和长远的视角，加强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和

城镇的协调，推进整个城市群的科学发展，减少各

自为政和急功近利行为; 第三，要处理好城市群内

部增长极与腹地的关系，尽量避免城市空间的盲目

拓展，既要通过旧城改造优化增长极的作用，也要

使新开发的空间成为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城镇，避免

低密度的蔓延; 第四，要注重协调各个城镇之间的

利益关系，有效调配税收和资金，并通过区域间合

作，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避免区域间差异过大; 第

五，要以便利城市群内部合作联系为目标，按照

“公交优先”的原则，合理规划可 选 择 性 的 交 通

系统。
新城市主义对大都市地区内部城镇间关系的

认识也有助于优化我国的新城区建设。它一方面

认为，“大都市或城郡一体的结构，比那些城市和

郊县 各 自 为 政 的 系 统，有 更 多 的 解 决 问 题 的 资

源”，例如“机场和高速公路可服务于整个区域而

不只是一个城市或城镇，零售店、办公中心、运动设

施和文教系统也是如此”。但如果由此带动了“在

都市边缘的郊区开发”，则会发现新郊区“缺少旧

城市和城镇的凝和力，同时也缺少人们所期望的乡

村的质朴魅力”，这就可能激励人口和企业向更远

的地方迁移，造成低密度蔓延开发的恶性循环。因

此，新城市主义主张“限制都市地区的扩张，用新

形式的交通系统加强其凝聚力”。它同时认为，

“新的全球交易的模式、工业发展地理位置的变

化、服务和信息产业日益上升的地位都在改变着工

作的环境。老的城市不再自动地成为低技能、低程

度职业的场所，尽管需求这样工作的人们大多还住

在老的城区”，这就表明把“生机带回到老城区”是

完全可能的。新城市主义由此主张通过调整就业、
税收、住房、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促进老城的复兴

和“填充式开发”［27］。我国虽不存在制造业外移造

成的内城贫困，但也面临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之间

的矛盾。从新城市主义的思考看，老的城市中心仍

是更具文化特色和凝聚力的地方，而过度的新区开

发则可能造成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和资源浪费。因

此，我国的新城区建设有必要通过公共政策限制土

地开发的盲目扩张，并加强中心城市的旧城改造以

提升整个城市群的凝聚力。
( 二) 多功能紧凑发展与城镇化效率的提升

《新城市主义宪章》关于单个城市发展模式的

构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邻里、城市特别片区和交通

走廊部分。它首先强调这些都是“大都市地区发

展和复兴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业已形成市民认同

的区域，从而能激励市民担负起维护和发展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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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它重点关注邻里的设计，认为邻里应当紧

凑、适宜步行且功能多样，日常生活设施应当设在

步行范围内; 街道网应当贯通，街道设计应当鼓励

步行; 邻里还应吸纳不同人群，以减少社会空间分

异。它特别强调在公交站的步行范围内应有合理

的住房密度和土地使用功能，同时强调绿地和花园

的规划以及以保护区和开阔用地来界定和连接不

同的邻里和特别片区。
虽然邻里的空间尺度远小于一般意义上的城

市，但相关原则却对城镇的发展具有启示和借鉴意

义。当前，我国的新城开发主要沿袭了“功能主义

城市”的理念，形成了功能较为单一的城市分区和

尺度巨大的街区，土地和城市规划也强化了以汽车

为主导的交通模式，易于形成冷漠的、超越人性尺

度的城市空间［28］，这样的城镇发展模式显然不利

于资源节约和社会和谐。但新城市主义强调紧凑、
多功能的设计理念，鼓励步行和公交系统的发展，

重视人口结构的多元化以及绿地和花园规划，这就

能较高效率地创造宜居的城市空间。我国在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优化发展现有的大城市，也

会规划建设一批小城镇和集中居民点。为增强小

城镇的吸引力和建设效率，很有必要按照多功能紧

凑发展的原则进行科学设计。首先，小城镇应摆脱

以往用地粗放、功能单一的困局，适当提高人口和

产业的密度，从而吸引更多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进

入，从而成为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 其次，小城镇要

注重街道和绿地系统的设计，为步行和公交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从而成为生态宜居的空间; 第三，小城

镇要重视人口结构的多元化，通过住房、税收等公

共政策，吸纳不同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居民进入，避

免沦为农民新村或养老院，从而成为和谐进步的城

镇文化空间。此外，由于土地利用与交通存在着密

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交通投资会改变特定地段的可

达性从而影响土地发展模式［29］，因此，小城镇规划

必须与更大空间尺度的交通规划相衔接，要集约开

发重要交通节点及周边用地，将购物、娱乐、教育等

服务设施合理布局在公交便利的地方。同时，也要

避免小城镇的无序扩张，尽量以绿地系统约束小城

镇的边界，在限定的边界内促进城镇空间的结构和

功能的优化。新城市主义还强调城镇应是具有市

民认同感的区域，这是形成市民责任感和促进城镇

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新城镇建设中，也要尊重

地方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塑造地方特性，增进市

民认同，避免“千城一面”。
( 三) 塑造地方特色社区与增进城镇凝聚力

社区是《新城市主义宪章》在街区尺度上关注

的重点，也是新城市主义提倡回归美国传统城镇形

态、塑造传统城市空间的集中体现。它强调将街道

和公共空间塑造成供人们共同分享的场所; 而街道

和房屋的设计应强调安全的环境，但不应该牺牲公

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开放性; 街道和广场不仅要安

全、舒适，更要能吸引步行者，促进居民相互熟识并

自觉保护他们共同的社区; 都市在容纳小汽车发展

的同时，也应尊重步行者和公共空间的形态。公共

建筑的地点和公众聚集的场所应有利于增强社区

认同和促进民主交流; 而建筑和景观的设计应充分

考虑当地的气候、地形、历史和建筑技术，保护和更

新历史性建筑、街区和景观则能强化地方的发展的

连续记忆。单体建筑不仅“应不留痕迹地”融入周

围环境，也应“提供给居住者清晰的地方、气候和

时间感”。由 此，新 城 市 主 义 将 社 区 创 造 成“场

所”，并成为居民记忆中难忘的地方，而场所的创

造也成为新城市主义的关键原理。
作为人类居住、生活和社会组织空间的集合，

社区是居住在某一地方，从事多种社会活动的人们

所构成的社会区域生活共同体，也是城市最基本的

微观空间单元。新城市主义所推崇的人文关怀，并

不仅仅是要在城市社区的外观上反射出新传统主

义的城镇之光，而是要以人和环境为本，营造安全

舒适、步行为主、地方特色鲜明、生态环境怡人的社

区，从而重建以社区为基础的牢固的联结纽带［30］。
在新城市主义的价值理念中，社区建设不仅要尊重

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使居民产生强烈的归

属感进而激发社区的凝聚力，而且强调多样性和功

能混合，并提倡以不同价格的住宅提升社区的可进

入性，同时保障各阶层平等地拥有公共设施和服

务，这就增进了社会平等感和协调性，体现了对社

会公平和空间公正的追求［31］。在凸显城市及社区

个性方面，新城市主义不仅尊重地方气候、地形及

建筑技术等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强调历史建筑和文

脉的保护，从而为居民地方感的构建和城市或社区

的个性塑造奠定了基础。在社区凝聚力建设方面，

新城市主义特别注重安全、舒适和开放性的公共空

间建设，这就为不同阶层的民主交流和价值观共享

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虽然混居会增加达成普遍共

识的困难，但公共空间却为不同阶层消除误会和隔

阂提供了平台，这样的混合将比分隔更有利于城市

的和谐稳定。
总的看来，新城市主义主张建设具有鲜明地方

特色的混居社区，并通过公共空间增进居民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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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这能使城市的微观细胞更具个性活力和凝

聚力。我国的城市社区正面临特色消弭和阶层分

化的挑战，这既不利于城市和社区的形象塑造与和

谐稳定，也使人失去了“情感、激情、创造的胆识以

及意识”［32］。因此，塑造地方特色和增进居民的归

属感应该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为此，

在新城建设和小区开发中，都要善于依托自然条件

和人文传统来塑造个性，努力品味和积极保护在地

方发展中逐步沉淀的“文脉”，并以此塑造城市文

化魅力; 其次，要重视公共空间建设，不仅要将公共

空间置于最安全、舒适和便利的地方，更要保障公

共空间的开放性，鼓励不同阶层居民的交流，增进

居民对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度。虽然居民

对社区和城市的地方感未必总是统一的，但在我国

现有的制度和文化语境中，社区的凝聚力建设总体

上会有助于城市的凝聚力建设。更重要的，不同阶

层居民的交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还会促进城市

文化的扩散，促成人的城镇化。

三、结论与启示

新城市主义以反对“城市蔓延”为出发点，从

多个空间尺度对优化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许多有

益的原则和理念。虽然它仍未摆脱物质形态决定

论的规划思想，但它珍视环境、以人为本、因地制宜

的理念和策略，仍然有助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
受资源环境等的约束，我国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已经

难以为继，而新城市主义在各个空间尺度方面的策

略主张都可能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优化发展提供

有益的借鉴。具体地说，在城市群建设中，要基于

全局和长远的视角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并妥

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城改造之间的关系，避免城市

空间的盲目扩张，增进城市群的建设效率和凝聚

力; 在新城镇建设中，要遵循多功能、紧凑发展的原

则，鼓励步行和公交系统建设，重视人口结构的多

元化以及绿地和花园规划，较高效率地创造宜居的

城市空间; 在新社区建设中，则要善于依托自然条

件和人文传统来塑造地方特色，同时将公共空间置

于最安全、舒适和便利的地点，通过不同阶层居民

的交流，增进居民对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

度，从而促进城市文化的扩散和人的城镇化。总

之，新城市主义虽有不完善之处，但仍对我国提升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和效率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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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 Ｒeference of New Urbanism on the New Pattern
Urbanization in China

KONG Xiang
(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 The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New urbanism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trend of urban design for over two decades． It opposes ur-
ban sprawl，advocates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urban morphology，and lays emphasis on the principles of environ-
ment caring，people oriented an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sustainable and coordina-
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new urbanism may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both urban planning and the inno-
v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new urbanism，have valuable
reference on the new pattern urbanization in China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It holds to promote inter-regional co-
operation and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town rebuilding and new district developing may in-
crease the cohes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multifunction and compact development and
to encourage walking and public transport systems may efficiently create livable urban space; to shape the local
features and to enhance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may promote the
spread of urban culture and human urbanization．
Key words: New urbanism; New patter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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