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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

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基于城市单元的概念，探讨其自然

生态属性和文化社会属性，分析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在两种

属性上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指出应适当限制交通系统在自然生态属性突

出的城市单元中的规模，努力做到两者的相互融合；针对老城区应尽量减

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对单元文化肌理的冲击，针对新城区应注重交通

与土地开发一体化，形成绿色交通主导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最后，针对

居住、商业、交通枢纽等具有不同主功能的城市单元提出不同的规划思路。

Abstract：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incongruity

betwee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re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system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city cells and exploring its ecolog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twined effects between urban ecological nature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cale and type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should be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city cells to

match and enhance local significant natur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d-

ditio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old towns.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new urban areas to establish green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urban comprehen-

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planning schemes for

city cell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alities, such as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transportation terminals land use,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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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交通系统与文化
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
理论研究概述

文 化 生 态 学 (Culture

Ecology)是 20世纪中期发展起

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内容主

要是人类与自然、社会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美国文化

与考古学家朱利安·海内斯·斯

图尔德 (Julian Haynes Steward,

1902—1972)在其 1955 年发表

的著作《文化变化理论》中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

概念。他认为文化形式的发展

和演化有其独特之处，但多数

文化形式的演进和发展都有着

共同的规律[1]。

城 市 文 化 生 态 学 (City

Culture Ecology)是在城市现代

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随着物

质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自

然生态环境、文化历史积淀逐

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开

始关注交通主通道将城市充

满活力的滨水地区与中心城

区隔离、城市绿带被逐渐侵

蚀、价值极高的建筑被拆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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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城市文化生态问题。西方学者对城市文化

生态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简·雅各

布斯(Jane Jacobs, 1916—2006)的著作《美国大城

市的死与生》。雅各布斯认为现代城市兴起的所谓

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忽视和扼杀了城市

的特色和活力，引起了西方城市规划学界的反

思。20世纪70年代的《马丘比丘宪章》较完整地

总结了城市建设中应重视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

城市空间传承等方面的问题[2]。

虽然文化生态学作为单独概念的提出仅有 50

余年的历史，但是与文化生态学相关的城市理论

已有长期研究。有关交通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的

相互作用关系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现代城

市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出行方式由原来的步

行、自行车逐渐转向小汽车、城市轨道交通等现

代交通方式。伴随着交通需求不断增加和交通设

施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城市交通系统对于城市

本身的塑造力越来越强。凯文·林奇(Kevin Lynch,

1918—1984)在其著作《城市意象》 (The Image of

The City)中建立了人与城市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

基础，提出了城市意象的五个要素——道路、边

缘、区域、节点和标志，以此反映人是如何感知

其所在的城市，其中交通系统中的道路和节点对

人们的环境认知有决定性的影响 [3]。20 世纪末，

随着小汽车的普遍使用，美国城市逐渐向郊区蔓

延，由此产生的城市中心区衰落、社区分散断裂

以及能源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学者彼得·卡尔索普 (Peter

Calthorpe)在其著作《未来美国大都市：生态·社

区·美 国 梦》 (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中鲜

明地提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模式替代郊区蔓延式

的发展模式，并详细阐述了现代交通系统对于城

市空间发展、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重要引导作用[4]。

相比于国外对交通系统与城市文化生态系统

关系的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但

近些年，城市改造和城市交通系统的大力建设和

快速发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空前高

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在实践中愈

发突出。例如，湖南省长沙市在城市中心的开发

项目万达公馆及其周边道路改造的建设过程中发

掘出南宋城墙，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发生冲突。

长沙市目前的旧城拆迁成本约为 2.25 万元·m-2，

要保护散落在私搭乱建房子中的老建筑，成本高

达数亿元，政府财力无法负担；同时，由于城市

建筑高度和地区容积率限制，老城周边地产收益

有限，交通设施建设的直接收益更少。拆迁的高

成本与项目的低收益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改造中的

突出矛盾[5]。这样的例子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历

史文化名城同样颇为常见，问题十分突出。近年

来城市建设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使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者参与到在城市街区改造和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中考虑文化生态的研究中来。

2 城市单元的定义及属性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多为需

求导向，城市交通规划大多被动地依赖于城市居

民出行需求进行交通资源配置，忽略了交通系统

对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影响，对城市生态环境和

城市特色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对城市文

化生态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找到两者之间良性互

动机理和结合点十分重要。本文以“城市单元”

为切入点阐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

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关系，为进一步提出基于文

化生态学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设计思路奠定基础。

2.1 城市单元的定义

从高空俯瞰，城市建筑在大地之上形成一个

巨大的三维空间。人们之所以能在空中识别出城

市，是因为城市与其周围环境的空间形态有很大

区别。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各个区域也会有不

同的空间形态。城市中央商业区展现的是高楼、

宽路的城市形态，而城市中的丘陵、林地等区域

展现的则是起伏的山路、优美的自然景观。从这

个意义上看，将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区域，使每个

区域具有自身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所说的城市单元是指构成城市的基本细

胞，即文献[6]提出的具有某种主要城市功能的城

市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由于城市自然地理形

态、气候特征、历史文化积淀、城市文脉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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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并非某种标准单元的简单堆积，而是由

不同类型的城市单元有机组合而成。所以作为构

成整个城市的基本细胞，城市单元具有多样性。

2.2 城市单元的属性

本文以城市单元中存在的连续、一致的属性

为切入点进行讨论，这种属性既可以是自然地理

条件下形成的地形地貌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也可

以是在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保留城市历史文化元

素所形成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还可以是具有共同

生活、出行等行为习惯的人构成的有一致性的区

域。因此，城市单元的主要属性可概括为两类

——自然生态属性和文化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

是城市特色最为重要的表现渠道。通过分析城市

文化生态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在两种属性上的相

互影响与渗透，不难解释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

2.2.1 自然生态属性

在具有相同地形地貌或自然景观的城市单元

中，自然生态属性对城市单元的构建十分重要。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朝天门区域相比渝中区其

他街区更为平坦；香港港岛南部区域相对于北部

的中环、铜锣湾等区域山丘明显增加；湖南省长

沙市湘江以西的城市区域由于有岳麓山等山丘，

相比于湘江以东的河东地区地势起伏更加明显。

这些区域的城市单元具有独立于城市其他区域的

自然生态属性，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不同特点

的城市区域。

城市交通系统对城市单元自然生态属性的影

响和引导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交通系统建成

后本身成为城市单元中的一部分，改变了单元的

肌理。另一方面，交通系统深入城市单元后为人

们近距离感受单元内部环境提供了便利。由于自

然生态属性对城市气候条件、景观塑造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在具有鲜明自然生态特征的城市

单元中建设交通系统时应适度、有所保留。所谓

适度首要是指交通系统的建设不能影响城市单元

生态调节功能的发挥；其次，交通系统应当与城

市单元的肌理充分融合，减少对单元肌理的破

坏。反过来，由于城市单元的自然生态属性来自

于山体、水域等客观存在的地物，其对交通设施

建设产生的物理上的隔离、屏障作用客观存在，

难以避免。因此，交通设施建设应特别注意对周

围环境“巧于因借”，仅在十分必要时适度改变地

形地貌。

香港港岛南部区域多为山地，作为香港生态

屏障之一有着十分重要的生态调节意义。香港在

对港岛南部区域进行交通设施建设时采用了因地

制宜的方针，突显了该城市单元的自然生态属

性，既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又使该区域成为城

市的特色之一，见图1。整个港岛南部区域的交通

系统只有机动交通方式，不设地铁、轻轨等交通

方式。此外，所有道路均采用双向两车道傍山而

建，道路随着山体的起伏蜿蜒盘旋，不设高架桥

梁，少设隧道，多数道路横断面宽度不足 10 m。

这种依山而建的两车道城市道路系统主要有三点

优势：1)道路系统对整个山体及山体植被的破坏

小，很好地保护了港岛南部区域的环境净化功

能；2)道路宽度较小，加之对其采用浅色沥青铺

装、与山体颜色相同的灰绿色防护栏，从远处看

并不感觉道路显眼、突兀；3)道路系统给人们提

供了一个新的近距离接触港岛南部区域城市单元

自然生态属性的渠道。在道路上运行的双层巴士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增强了城市尤其

是城市单元中自然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互动。

总的来说，城市单元的自然生态属性一般由

山地、湖泊等自然区域形成，其本身既有十分重

要的生态意义，又构成了城市中不可多得的自然

环境特色。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应适当限制交通系

统在自然生态属性突出的城市单元中的规模，努

力做到两者的相互融合。

2.2.2 文化社会属性

许多城市除了山地、湖泊等自然景观之外，

图 1 香港港岛南部区域城市单元

Fig.1 City cell in the south of Hong Kong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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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从古代一直留存至今的城市特色区域。城市

特色的形成，无疑是一代代人所经历和继承的传

统逐渐沉淀的过程，从过去获得的范型不可动摇

地主导了一个城市的特色和个性[7]。历史文化沉淀

丰富的街区对于城市特色的形成至关重要。北京

市二环快速路内的城市中心区有许多市场、街道

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武汉市汉口江滩的滨水区

建设地段近代曾是武汉关码头所在地。这些城市

特色区域曾经很好地记录并表达了城市发展的历

史变革，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特征，构成

了城市单元的文化社会属性。

文化是城市功能的最高价值，也是最终价值[8]。

城市不仅具有功能，更应该拥有文化。对于现代

城市构型的基础要追溯到 1933 年关于“功能城

市”概念的《雅典宪章》。《雅典宪章》总结和概

括了现代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

能，进而提出了用功能分区来进行城市规划的思

路方法。这一思想对20世纪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产

生了深远影响，功能主义导向的现代城市日渐趋

同。城市中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单元有

的被高层建筑吞噬，有的则被交通设施破坏。功

能主义导向的城市建设引起了人们对人居环境的

反思。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城市的发展不能仅

仅关注经济积累以及城市建设在数量上的增长，

更需要关注文化的发展。

城市交通系统大致从两个方面对城市单元的

文化社会属性施加作用。首先，城市单元中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设势必会对单元的肌理造成影响，

应当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些影响，如限制车道数

量、优化交通标志、限制车辆类型、尽量采用公

共交通服务等。其次，交通设施是民众接触文化

特色的渠道。为了使人们能在交通系统中更好地

感受历史文化魅力，交通系统应优化资源配置、

优化人行道设计、满足行人的要求。另一方面，

城市单元的文化社会属性也影响着交通系统的设

计。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单元往往存

在着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与旅游产生的巨大交通需

求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能为

这些城市单元的外部交通提供充足的服务，减少

小汽车涌入；同时，要求城市交通系统中有其他

道路分担此类城市单元附近的过境交通，减少单

元本身的交通压力。

日本京都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市内

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街区、建筑繁多，著名的清

水寺、金阁寺、银阁寺都坐落于此。京都市将每

一个重要文化遗产及其周边区域划为一个城市单

元，每个单元独立成为一个三重结构的整体，见

图2。这类城市单元具有极强的历史文化积淀，其

核心部分一般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层是围

绕着单元核心的公园和绿化缓冲区，外层是商业

外

中

内

重要文化遗产

公园和绿化缓冲区

商业区、交通设施

外

中

内

图 2 京都知恩院城市单元三重结构示意图

Fig.2 Demonstration of the city cell of Chion-in in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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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集散地等基础设施。到访者在单元外层

集散，通过中层缓冲区域，最终与核心区域连

接。这类具有丰富文化属性的城市单元的内层和

中层均采用步行方式，外层区域可以通行机动交

通。外层区域的道路宽度和横断面型式都做了适

应于城市单元特色的限制性处理：道路均采用双

向 4车道，防止道路过宽对街区历史文化沉淀的

破坏；为了给行人营造良好的步行环境，使行人

充分地感受城市单元内在的魅力，人行道横断面

宽度大多在 3 m以上，在一些街区的人行道上还

有衬托历史文化风情的遮阳棚，为行人购物提供

良好的环境。同时，单元外层区域不设停车场，

可以有效地控制进入外层区域的私人小汽车数

量。有的城市单元如清水寺，在单元外层也对机

动车数量加以限制，在出游高峰时段禁止机动车

进入，保证单元内的文化氛围，见图3。

然而，有些具有强烈文化社会属性的城市单

元至今仍然承担着居住、商业等基本的城市功

能。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很难采用京都市的三重

结构将这些单元从城市其他区域中隔离出来。例

如，上海市新天地地区的重新开发和建设是在老

上海传统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基础上进行的，现在

是浦西重要的商业街区；越南首都河内市的老城

区占地面积约 1.5 km2，在河内市城市建设中得以

原样保留，至今仍承担着居住、商业、交通、游

憩等多种城市功能，构成了河内市独特的城市单

元。对于这类居住、商业等城市基本功能属性仍

十分突出的城市单元进行改造时，最重要的是抓

住单元中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几个要素，在此基

础上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

上海市新天地地区位于市中心淮海中路南

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对城市面貌有较大

的影响，原来是传统的石库门建筑群。随着时代

的不断发展，石库门中居住的市民越来越多，石

库门里弄给很多人留下破旧、拥挤、恶劣的城市

印象。1999年，上海市决定对石库门建筑群加以

改造，创造性地提出将石库门原来的居住功能改

造为具有商业功能的特色商业区。石库门作为 20

世纪初的特色建筑是体现上海城市特色和魅力的

要素。因此，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保留传统的

石库门建筑，新天地内的街道均不拓宽，只允许

步行，见图4。在对外交通方面，多条地铁线路的

多个车站分布在新天地地区的各个区域，居民和

游客可以通过公共交通方便到达。新天地不设地

下停车场，以缓解其周边的交通压力。作为旧城

改造的成功案例，上海市新天地地区可作为众多

具有强文化社会属性的城市单元更新改造的范例

之一。

对城市单元中文化社会属性的另一种保护方

法是限制单元内过度开发。越南河内市主要由位

于北部的老城区和位于南部的新城区组成。老城

区占地面积约 1.5 km2，与新城的城市功能和城市

面貌差异明显，形成一个独立的城市单元。老城

区是原河内市的中心城区，兼有居住、商业等城

市功能。老城区传统的东南亚风格商业区及河内

人大量使用的摩托车是其最重要的城市特色。随

着时代的发展，老城区道路容量不足等交通问题

突显。为了保留老城区传统风貌，在旧城改造的

图 3 清水寺附近街区

Fig.3 Blocks adjacent to Kiyomizu-dera in Kyoto

图 4 上海市新天地地区实景

Fig.4 Xintiandi area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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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首先限制老城区内部的高密度开发，控制

老城区总体的交通需求。老城区内不新建道路，

尽可能不拓宽道路，在摩托车流量较大的区域设

置汽车禁行区，保护摩托车通行权，见图 5。同

时，对道路标线和信号控制进行改造：在摩托车

较多的交叉口设置信号控制，在交通流混杂的区

域设置单行线规范摩托车行驶。在对外交通方

面，打通绕行老城区的道路，减少过境交通对老

城区内部交通的影响。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河

内市老城区城市单元的功能得以保留，摩托车穿

城而过的城市特色也更加突显。

3 基于城市单元属性的交通系统规划
设计思路

如前所述，城市单元是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

单位，也是构建绿色交通系统、强化文化生态、

形成城市特色的基础。城市单元在具有一个主功

能的同时，兼有其他混合功能。为实现城市功能

与自然生态、文化社会属性相互和谐共生的城市

特色，规划设计中首先要确定好单元定位，进而

明确其土地利用模式和开发强度。在此基础上，

交通系统的总体风格特色要与单元的定位相协

调、与单元的历史文脉和风格特征相一致，具有

不同主功能的城市单元应分别考虑如下交通系统

规划设计思路：

1）老城区核心的历史街区城市单元。

原则上保持历史传承下来的道路网络结构，

着力形成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体，以公共交通为

辅助的绿色交通系统，打造“可行走”的城市。

重点通过打通微循环、科学交通组织、消除通行

能力瓶颈、加强停车与限速管理等措施，形成良

好的交通秩序，提高交通安全水平，突出生态文

化特色，提高城市的认同感、观赏性和魅力度。

切忌在这种区域大拆大建、强行拓宽道路、无理

改变线形、草率拆毁历史建筑、随意改变历史文

脉和街区氛围、错误定位交通结构和随意提高车

速等。

2）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单元。

基本原则是不改变自然地形地貌、充分利用

已有的生态环境系统。应提供日常购物步行可

达、小学生上学不跨越交通性主干路，日常的全

部生活服务在步行5 min可达范围内的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规模小的居住单元的内部出行以步行和

自行车为主，规模大的居住单元在投入使用时同

步提供社区公共交通服务。可采用小型公共汽

车，提供“门到门”、及时、方便的服务；与之衔

接的干线公共汽车站应提供自行车停车换乘设

施，鼓励全程绿色交通出行；长距离出行则以公

共交通或轨道交通为主。

3）商业金融功能为主的城市单元。

针对老城应保持传统特色，包括历史建筑、

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针对新城应按照生态城

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理念进行规划设计。由于这

类城市单元所吸引的人流来自整个城市，其交通

结构的目标应为：单元内以步行方式为主，单元

间以轨道交通方式为主。步行系统应与公共交

通、公共空间有机结合，同时应与轨道交通系统

紧密衔接且与机动交通系统充分分离，形成立体

交通系统。

4）产业功能为主的城市单元。

这类城市单元的交通需求主要是通勤和货运

需求。单元的交通系统组织分为厂区内、外两个

部分。厂区外的客运交通系统应以公共交通为主

体，同时保证充分的道路系统运输能力与效率，

从而为货物高效运输提供条件；在厂区内部，应

建设花园式厂区，建设完善的步行道路系统。

5）交通枢纽为中心的城市单元。

这类城市单元是最具活力和魅力的城市空

间，大运量的公共交通为此类城市单元带来大量

人流，单元现代化特征显著、混合用地特色鲜

图 5 河内老城区对摩托车交通给予优先权

Fig.5 Priority to motorcycle traffic in old towns
in Hanoi,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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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功能构成多样化。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特性

对整个城市高效运转至关重要，因此，应特别强

调交通系统与周边土地开发一体化，以公共交通

枢纽为中心，向外开发强度逐渐降低，用地功能

配置由内向外依次为商业、办公、居住、产业

等。交通系统突出强调无缝衔接、方便换乘、多

种交通方式分工合作、密切配合。

6）休闲绿地和公共空间为主的城市单元。

这一城市单元的性质决定了交通需求时空的

分散特性，交通方式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在需

求量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应提供服务于长距离出

行客流的公共交通方式。应高度重视绿道建设，

提供健身、休闲以及驻足观赏的通行条件和空间

条件。

总的来说，城市单元承载了城市特色，构建

了城市的内部认同性，为一个城市的魅力表达创

造了基础条件。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交通系统

规划应通过对城市内部认同性的发掘，减少交通

系统对城市生态、文化系统的负面冲击，利用交

通规划的手段，塑造、配合城市生态、文化系统

的发展和进步。

4 结语

如何在城市快速发展建设中考虑文化生态是

本文思考的核心问题。任何城市单元都具有自然

生态属性和文化社会属性，如何根据这些属性特

点进行交通系统规划设计，以达到延续城市历史

文脉、传承历史文化肌理、保持城市文化特色的

目的，是我们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辩证地

看，城市单元自然生态属性和文化社会属性与交

通系统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城市单元的属

性因其物理特性客观影响单元中交通系统的规划

设计；另一方面，交通系统投入使用后会对单元

属性的表达施加作用。基于这种相互作用关系，

自然生态属性突出的城市单元应限制其中的交通

系统规模，努力做到两者融合；文化社会属性突

出的老城区城市单元，应根据其特点和功能定

位，尽量减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对单元文化

肌理的冲击；新城城市单元建设应充分做好交通

与土地开发一体化，突出公共交通地位，提供良

好的步行环境，形成绿色交通主导的城市综合交

通系统。

按照考虑文化生态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思路，不同的城市单元将根据各自的自然地理、

历史沿革、需求特性以及城市与城市交通的历史

传承，形成不同的交通结构和路网结构，按照不

同的原则组织交通，从而实现独具特色的城市发

展目标，最终实现交通系统和文化生态的协调规

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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