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良会：路难走还是走路难？

摘要：基于目前步行交通在国内城市面临的困境，

首先从步行行为分析、影响因素以及步行速度、步行

环境等方面阐述了对步行交通的基本认识。然后从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角度，剖析了步行交通系统

严重匮乏的表面症结与深层次问题，指出以往的城

市与交通规划理念以及城市土地开发设计，严重破

坏了城市原有机理与步行空间。最后强调在以人为

本和节约资源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步行交通规划与

城市结构布局的必要性。

Abstract：Deeply concerning pedestrians plight in ur-

ban jungle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pe-

destrian characteristics, impact factors, walking speed,

and walking environment.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serious problems in lack of pedestrian facilities from

urban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he paper

pointes out that the current urban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land use development segregates urban

structure and pedestrian space. Finally, the paper

states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view the design-

ing specifications of pedestrian facilities and reevalu-

ating urban structure from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with huma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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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步行是整个出行的一部分，但现在不论是城市

还是农村，步行越来越不方便。到底是路难走还是

走路难？路是人走出来的，要把路走出来必须要有

适合的环境与条件。每个城市都有步行系统，但完

整性与可达性参差不齐。乡间小路暂且不说，城市

的步行环境与条件是人为产品，那么为什么把路设

计得越来越难走呢？

多国的城市发展经验显示，步行的障碍是机动

车多、城市盲目扩张、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忽略了步

行系统的重要性等。我国许多城市为了满足机动车

的交通需求而忽略了非机动交通，破坏了城市肌理的

完整性，同时增加了环境污染、降低了城市生产力。

看来城市和交通规划设计者不但给别人创造挑战，

也给自己添加麻烦。在强调以人为本和节约资源的今

天，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本文的讨论不偏重

步行系统如何设计才符合需要，若能弄明白城市规划

师与交通规划师为何力不从心或许更能一窥全豹。

1 对步行行为的基本认识

完善的步行交通规划必须要以详尽的行人步行

行为分析为依据。相对系统性的城市行人流分析始

于 20世纪 60年代的德国。而我国对行人步行行为

分析的文献并不多，文献[1]引用西方文献所作的相

关介绍较为详尽。文献[2](新加坡)的相关分析也值

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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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受阻，行人一般以最短的距离从起点向

目的地直行。只要有可能，行人会越过栏杆等物

理障碍、甚至穿过车辆过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是贪图方便，不喜欢按照交通规则在人行横道或

其他过街设施处过街，当然还有模仿从众、自私

侥幸、积非成是等原因。因此，有时过街设施虽

然在景观上可以取悦视觉,但针对行人过街的绕行

设计并不是理想方案。此外，行人的步行行为与

文化背景、年龄、性别、体质等都有关系。例

如，在人行横道上男性喜欢加快脚步，女性反而

有放慢脚步的现象[3]。所以，现有文献一般将男性

过街速度定为1.25 m·s-1，女性定为1.06 m·s-1。但

不论性别是否相同，行人对等候红绿灯过街都很

不耐烦。欧洲人最多等 30~40 s[4]，日本人比较有

耐性，但最多也不过 40~45 s[5]。行人步行速度也

与城市环境有关，例如，香港人生活节奏快，步

行速度也快。

文献[2]指出：行人步行速度一般保持不变，

直到受阻或其他原因使之改变；在人少的街道上

步行速度参差不齐，人多时反而一致；独行比与

众同行速度快；室外步行比室内快；在信号控制

交叉口速度较快，也比较能够容忍拥挤；电动扶

梯的行人流率最高，其次为自动人行道，楼梯最

低。另外，在商务区域(如CBD地区)步行速度较

快，在购物中心比较缓慢，显然上班与有业务在

身的人士行走较快，对路程也比较熟悉，购物者

观望拉长了步行时间。

人们通常喜欢在树林边或建筑物周围行走，

并尽量避免暴露在空旷区域，同时在边界区域行

走时心里感觉较为安全，而空间内容丰富的边界

区域最能吸引行人[6]。比如，多姿多彩的街区令人

流连忘返，与环境割裂的街区使人望而却步；单

调、一目了然的人行道使人感到枯燥；在宽阔的

交叉口过街时令人急促不安，导致心里感觉距离

与实际步行距离不同。因此，设计人行道与过街

设施时，必须考虑空间环境对行人的吸引力，使

行人能够体验并享受步行的乐趣。

2 步行交通的表面症结

由于多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步行交通的发展

受到制约。步行设施不完善、步行行为有欠规

范，导致行人交通事故频繁。我国万车死亡率为9

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 3倍以上[7]，其中 1/3涉及

行人与自行车[8]，行人交通事故中又以年长者和儿

童居多。我国14岁以下儿童每年约有1.85万人死

于各种交通事故[9]，其中绝大部分与步行有关，验

证了“马路如虎口”的说法。

维护人身安全和出行权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

基本权利，国家有多项法律和条文明确规定保护

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出行权益不受侵犯，强调维护

行人的权益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方针。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 [10]对保护步行者的人身

安全有明确规定，虽然机动车驾驶人对若干规定

有不同看法，但在驾驶人与行人的共同努力下，

步行交通的权益可以得到合理维护。不过，目前

国家仍未出台“道路交通安全白皮书”，也无“步

行交通白皮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每年

出版的《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并不是法律

文件，内容也很少涉及行人。

“畅通工程”每年督促、检查城市的交通建设

与管理情况，尽管其中明确要求驾驶人要注意行

人安全，但并没有为行人专门设计和创造符合需

要的、合适的步行环境，强调的仍是机动车的安

全与畅通，并且几乎所有的交通措施都直接或间

接地用于保障机动车的畅通无阻。

国家对步行交通规划与设计缺乏应有的规范

约束。尽管众多的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规范中都

有提及步行交通，但业内似乎更需要一份明确的

步行交通规划导则。道路设计规范对人行道的设

计有严格规定，但似乎沦为可有可无的规范。步

行设施成了道路设计的点缀品，人行道、人行横

道、盲道等设计草率、错处百出。

步行设施设计严肃性不足也与管理要求有

关。目前，内地针对一些大型建设项目的交通影

响评价都比较偏重机动车交通的优化，对步行交

通的要求并不一致。一般都认为只要有空间就可

以步行，无需着墨太多。而在香港，建设项目交

通影响评价研究都比较重视步行设施与公交车

站的设置。

有关步行交通管理和行人步行行为有待加强

的讨论已经很多，在此不作具体阐述。但需要强

调的是管理上的困难涉及管理人员的素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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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而行人的步行行为与环境有

关，也与城镇化进程短暂有关。行人在混乱不堪

的步行空间走动，必然占道。我们不可能要求农

村居民学会城市道路交通法规才准进城，后天的

宣教补助不是刚进城的行人的责任。许多人行道

也缺乏完善的指示系统和标志，市民缺乏应有的

指示依托。

由于市民和政府对步行交通行为规范的重视

不足，步行交通不能得到合理的发展。几乎所有

的机动车辆都不理会斑马线的设置，忽略车辆在

人行横道前停车的国际惯例。市民被迫在繁忙的

街道上与机动车、自行车争路，严重影响了道路

的通畅性和易达性。这方面的问题仍需通过严格

管理和交通教育来解决。

3 路权分配问题

路权分配不明确是造成我国城市交通秩序混

乱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机动车数量快速增长，城市道路压力越来越大，

而一直以来城市交通都以机动车为中心，忽略了

行人的基本权益，导致行人步行空间日益受到挤

压，人车矛盾显现，有些城市的步行系统形同虚

设。另一方面，人权日趋健全，市民对基本权益

的要求逐步提高，而在路权不清的情况下，行人

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路权分配体

系。国际上近年来逐步重视步行交通与可持续发

展问题，对城市路权架构做了原则性调整。在

“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西方城市对路权分配的原

则基本达成共识，见表1。事实上，路权分配应从

城市交通的总体出发，充分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

的权益，尤其要关注行人与弱势群体的权益。在

强调路权分配的同时，为行人提供完善的步行空

间和清晰的道路指示系统也不容忽视。

4 步行交通与城市规划的深层次问题

城市规划具有政策性，我国城市近半个世纪

的发展也反映了规划策略的变化[11]。计划经济时

期城市规划以项目为核心，见缝插针式的项目建

设严重干扰了土地利用规划。改革开放以来城市

土地开始有偿使用，导致用地主导方向不明，城

市快速无序蔓延，主城内全面开花，缺乏重点
[12]，而城中村改造时将被拆迁居民安置在城市边

沿，使得居住与就业严重错位。与此同时，城市

与交通规划师忙于大幅度勾画，无暇顾及小面积

的步行网络。汽车时代与飞机时代的先后来临，

以及当代中国城市人的主体性失衡与失调，导致

城市规划全盘西化。

4.1 汽车时代的步行交通

从后唐改革旧市制开始，为满足手工业与商

业的迅速发展，城市道路功能得以完善，街道成

为交通、居住与商业活动的核心，并以人适合的

步行距离(步行的空间距离大约以 15 min或 1 km

为限)划定空间范围，使得空间活动非常集约，人

与人的接触充满活力，城市一片生机。汽车出现

后，人被边沿化。以步行距离划定的城市中心区

不断扩大，城市向外扩张。道路间距也加大了，

街道出现结构性转变，原本的“街道”变成“道

路”[13]。因距离变长，步行到达目的地变得可望

而不可即，最终只能以汽车代步。同时，人与人

之间的有机联系被道路割裂，街与人、人与人的

关系越来越疏远，街道功能单一，了无生趣，步

行的乐趣逐渐消失。

从步行行为看，文献[13]将步行归纳为四种

形态：穿越行为、出行/抵达行为、停顿行为和自

由行动。其中，出行/抵达行为越频繁，街道的活

路权分配

1) 听障、视障人士，

儿童和其他弱者

2) 普通行人

3) 自行车

4) 公共交通出行者

5) 摩托车、电动车

6) 货运、工作车辆

7) 机动车购物者

8) 机动车来访者

9) 机动车通勤者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

非常不重要

表 1 路权分配原则

Tab.1 Principles of right-of-way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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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律性越强，街道的组织就越单一，此种情况

下，上下班与商务洽谈成为主要出行目的，该目

的下的步行出行最易被机动车出行取代。而其他

三种步行形态越频繁，城市就越具亲和力，生活

就越精彩。同时，在汽车时代，城市道路的步行

空间被高度开发和利用，城市中心区日间人流汹

涌，夜晚人影稀疏，土地的空间利用在时间上显

得非常不可持续。

在同一空间，人与车以不同的速度前进，步

行者和开车者有不同的出行目的、路径、心态与

环境。人的步行具有高度的随意性，可以随时

走、停、看以及转向、变速，而开车则不能。步

行者以人的尺度观看世界，开车者以车速决定视

觉效应，在同一空间里如何将两者相互协调并取

得平衡是城市与交通规划师应关注的事情。

总体看，短距离出行应以步行为主，较长距

离的出行应采用公共交通。要尽量降低机动车速

度，消减其车道数量，为步行腾出空间。目前，

香港尖沙咀的步行街区建设即是在积极减少机动

车空间。

4.2 鸟瞰角度的步行交通

人从步行到飞行尚不及百年，但这一跨越彻

底改变了人们的视野，至少在城市规划上如此。

几千年来城市都以平面视野为规划和设计基础，

以步行距离为城市结构基础，人的平视空间是城

市开发的界限。飞机出现后，人可以像鸟一样的

俯视大地，鸟瞰给世人以崭新视野，人的视觉尺

度获得了无止境的扩张[14－15]。

在此条件下，大与小已不是绝对的对比。规

划师对空间的掌控能力顿然失控，开始把空间当

积木来排布，大笔一挥就是千百顷良田化为城

堡，导致千城一面。地块内的空间交于建筑师，

而建筑师应业主要求加大了广场面积，然后在剩

余土地上设计道路，行人仅能在缝隙里穿梭。

规划师对空间尺度的掌握失焦后，点与点之

间需要由机动交通连接，小区的步行系统被分隔

的地块内在化。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围墙高筑的

办公楼或封闭的居住空间；宽阔的广场除节假日

外，行人寥寥无几；街道已不适合步行，无可奈

何之下行人只好往购物广场推挤；学童不再步行

上学，人行道上也很少能看见推着婴儿车的长

者；家庭主妇驾驶小汽车去买早餐后，还要赶送

丈夫乘坐进城的班车。城市已不再是一个有机的

连续体，功能分区有序但缺乏步行乐趣。城市规

划与设计者忘记了人所需要的步行空间，然后又

埋怨城市为何如此失调。

4.3 步行与全盘西化的城市规划

土地使用制度的建立与机动车的快速增长，

使原有的集约式城市结构彻底改变。功能分区配

以快速路、干路为基础的道路系统是西方城市规

划的基本理念，我国因应需要嫁接了这一规划手

段。在寻求城市快速发展与提高GDP的前提下，

城市规划师在原有城市肌理外草拟了感人的城市

新区篇章，城市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圈圈扩张。

如何恰当地将西方规划理念洋为中用，这方

面的研究并不多，纵使不断地将原有城市肌理撕

裂，也不可能克隆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欧美式城

市空间。西方城市在新城市主义出现前，对非机

动交通极度藐视，而国人对此竟然视而不见，不

知不觉地大刀阔斧把原有肌理完整的自行车道和

人行道转换成机动车道，加速小汽车增长后还反

过来指责非机动交通是交通拥堵的元凶。

4.4 后汽车时代的步行规划

后汽车时代的规划理念并不排斥汽车，而是

努力创造“人车共存”的局面。城市规划师提出

新城市主义，交通规划师强调人车共存。前者提

出城市必须回归“灵巧增长”(Smart Growth，即

某些文献中的“精明增长”)，后者指出必须将交

通再度割裂，让不同交通方式在纵向空间里各走

各路，建立人车分流的纵向立体交通。香港的人

行空中走廊、地铁与道路各自为政的局面就是后

汽车时代的典型案例。

新城市主义认为不应毫无止境地延伸城市，

应重新以步行尺度衡量城市空间，采用集约式建

筑，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步行在理论上成

为可能。已有文献有三个规划理念最适合步行方

式 ： 以 公 交 为 导 向 的 开 发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以 步 行 为 导 向 的 开 发

(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 POD) 和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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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开发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其基本思想是节点开发，通过多样化使用

土地并合理布局来满足生活的多方面需求，无需

增加往返空间距离和时间。国内相关文献里也常

提起这三个理念，并在某些城市付诸实施，但在

现有条件下，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国内整体的规

划思维[16－18]，实际上西方城市也没有全面贯彻这

些理念。在构建小区步行系统的同时，使小区交

通与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应该是目前规划上暂且

可考虑的办法。若能从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着

手，拟定步行规范，并在地块开发时责成开发商

贯彻执行，适宜的步行空间必将出现。

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步行交通在城市交通

系统中越来越重要。2010年我国与20多个亚太国

家及地区共同签署了《曼谷 2020宣言》 [19]，承诺

履行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发展TOD与非机动交

通。一些大城市诸如上海、南京、深圳已制定了

步行交通专项规划，很多中等城市(如厦门)也开

始予以重视。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步行交通方面

的相关法律及规定，与机动车交通规划相比，步

行交通规划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行人将继续感

到路难走、走路难。

5 结语

有这样一段传说：1965年的某天上午，毛泽

东去井冈山宾馆后山散步，身边的警卫员劝他回

去，说前面没有路了。毛泽东说就喜欢走别人没

走过的路，说完就径自从无人走过的杂草中踏出

一条路，走下山坡[20]。目前，面对步行交通的困

境，是不是也应该想办法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呢？

不过，有人说“本来条条道路皆可通，但走的人

多了，便没了路”[21]，好在“凡有墙，必有门” [22]。

步行的问题值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深思、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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