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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6月20日，《城市交通》编辑部与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联合主办“防疫与韧性

交通”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交通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健

主持。本次会议以《城市交通》杂志2020年第3期“防疫与韧性交通”专题论文为基础，作者亲自

讲解论文并适度延展，行业专家进行深度分析和趋势预测，共议城市韧性交通发展。本次会议为线

上形式，专家学者、技术同仁、青年才俊积极响应并参会，最高在线人数达212人。因篇幅有限，

本刊编选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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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Urban Transport of China”and the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En-

gineering of Tongji University jointly hosted the forum of“Pandemic Prevention and Urban Resili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online on June 20, 2020. The forum was chaired by Lijan,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of Tongji University, assistant dean of Transportation Re-

search Institute of Tongji University. Focusing o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e 3rd issue Special Topics: Ep-

idemic Control and Resilient Transportation published on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in 2020, the authors

and professionals discussed urban resili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hrough problem analysis

and trend forecasting. The forum attracted 212 participants including practicing professionals, experts, and

academics. Due to the limited space, only selected expert speeches are published in this edi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esilient city; resilient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for epidemic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收稿日期：2020-06-24

作者简介：滕五晓(1963— )，江苏金坛人，博士，教授，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

向：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应急管理、公共政策、社区治理。E-mail: wxteng@fudan.edu.cn

(作者按发言先后排序)

滕五晓 1，马 林 2，潘海啸 3，赵 杰 2，黄 弘 4，赵一新 2

(1.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37；3.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4.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北京 100084)

疫情防控需要强韧性的交通体系疫情防控需要强韧性的交通体系

什么样的规划建设能提升交通系统在公

共卫生事件中的韧性需要论证，包括对交通

韧性的指标评估，需要定量化的分析指标体

系。因此，讨论韧性交通与疫情防控，需要

建立在对韧性的含义和疫情防控特性认识的

基础上进行。

充分理解充分理解““韧性韧性””

“韧性”概念从物理学引申到生态恢复，

逐步到城市硬件建设中的工程问题，发展成

现在的“韧性城市”理念。韧性城市是指在

外界干扰下，能够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保持

发展活力、吸引资源聚集，通过社会系统的

自主调控，避免潜在的损失，应对挑战和变

化。韧性城市主要包括五个特征：一是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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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强调城市功能的混合与叠加，这在韧

性城市这一综合体系中非常重要；二是冗余

度和模块化，强调在时空中分散风险，尤其

是特大灾害的分散风险是整个城市规划中的

重要衡量指标；三是生态和社会化的多样

性；四是网络连接，就是如何更好地保证即

使一个地方破坏，但整个网络系统不受破

坏；五是能够有适应能力的规划与设计。总

体而言，韧性的基本含义是面对外界的冲

击，能够有效地缓解其影响，维持主要功能

的运转，并能迅速从危机中恢复。

韧性交通是韧性城市的组成部分韧性交通是韧性城市的组成部分

单一功能的交通韧性虽然很重要，但只

有将交通系统纳入韧性城市系统，进行综合

规划和建设，才能真正提高交通的韧性。洛

克菲勒基金会做了一个“100韧性城市”的

项目，这个项目中有的是从综合角度来规划

建设韧性城市，也有的是从单一的角度强化

城市在某一方面的韧性。世界银行下设的

“全球灾害风险和恢复”机构比较早且完整

地提出“韧性交通”的概念：强韧性的交通

系统能够抵御灾害和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极大

灾难，通过理解城市现实的风险，规划可替

代的交通方式和路线，运用新材料和新规范

提高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确保强韧性交通

系统的可靠性。所以，应该对各种风险有比

较好的认识和评价。

疫情防控情景下的韧性交通特征疫情防控情景下的韧性交通特征

一是如何评估和衡量疫情防控中的交通

韧性，值得思考研究。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对交通系统的工程性不太会造成很大

破坏，但对交通运能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

二是如何通过交通管理措施提高运输的韧性

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例如从交通管理角

度通过控制交通量来有效提升疫情的防控效

果。三是是否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方式来促进

疫情防控，例如如何确保物流不受影响、快

速有效地配送防疫物资，目前看这方面做得

还不够，总体来说比较被动。此外，交通系

统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措施过去很少涉及，这

一次防疫临时增加测温、检疫包括核酸检测

等措施，未来规划中需要综合考虑。这次疫

情期间美国包机从日本邮轮上撤侨时，把疑

似病例和普通人员有效进行隔离，防止传

染，这就需要增加交通工具的可利用率。另

外，通过交通设施提供更好的疫情防控服

务，同样可以提高交通系统在疫情防控中的

韧性。例如，美国在收费站、大商场等大型

场所开设核酸检测窗口，民众可以开车到窗

口进行核酸检测，有效发挥交通设施在疫情

防控中的作用。四是疫情结束以后交通系统

如何快速有效地恢复，这也是韧性的重要方

面，可以有很多措施做得更好。

韧性交通建设的公共政策议题韧性交通建设的公共政策议题

虽然疫情具有高度的突发性和不确定

性，但未来可以在科学评估这类风险的基础

上，通过政策引导，设计集规划、建设、管

理于一体的韧性交通系统。国际上一些城市

通过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TOD发展模式减

少民众出行需求、节约土地利用、综合土地

利用类型、增加公共交通便利性多样性，来

提升交通系统的流动性；还有一些城市采取

了无车区、共享街道、限制停车、使用电动

汽车等政策减少汽车的使用，节约能源，像

卢森堡等城市还推行了免费公共交通来解决

城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的问题。这样的交

通政策对疫情防控具有很大作用，能减少公

共交通的人流密集所带来的感染，分散式、

多样式的交通系统本身就是提高韧性的一个

重要手段。建设强韧性的交通系统需要综合

考虑这些观点和主旨，并在交通系统规划和

建设中系统来考虑。

总之，建设韧性交通系统需要从两个方

面实施，一是提高交通系统自身的韧性，增

强其抵御灾害风险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尤

其需要提高交通系统在自然灾害方面的韧

性；二是需要将交通系统置于整个城市韧性

系统中去考虑，规划建设多元化、多系统的

交通体系，确保在日常和应急状态下都能提

供可持续、灵活、无障碍的交通服务。规划

建设疫情防控的韧性交通，需要从城市总体

韧性视角综合考虑，更需要从政策层面，加

强多部门的联动和合作。

(滕五晓)

疫情期间交通举措的启示疫情期间交通举措的启示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确实给我们

带来很多启示。过去韧性城市建设更多地关

注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安全疏散系统，比

如地震、内涝等发生时，如何紧急疏散居民

和保障城市交通的通达。但是，这次疫情我

们面对的问题明显不同，武汉的经验告诉我

们，疫情期间的交通对策就是要阻断交通，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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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或限制人员流动，防止病毒传播。与此

同时又要畅通物流运输，前期重点是应急救

援物资运输，后期更多的是生活物资保障。

如何处理好阻断和畅通的关系，是韧性城市

建设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问题。韧

性交通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与城市运行紧

密耦合。这次疫情让我们更多感受到交通和

城市是一个紧密融合的复杂系统，如果仅仅

从交通的角度去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很可能

只是看到了其中一个方面，需要从更宽的视

野去反思交通发展的目标，探讨韧性交通的

内涵及外延。

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不

确定性依然存在，近期北京出现了疫情的反

弹，也说明疫情防范可能长期存在。这次疫

情中，各地在交通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基本

上集中在组织管理和政策调整层面，如限制

跨地域客运、降低公共交通满载率、暂缓汽

车限行、放宽停车限制等。那么，当疫情防

范成为常态时，应该关注这些措施对城市发

展的长远影响，以及可能的政策变化。例

如，如何将集约化的公共交通和个体化的交

通方式有效结合起来，等等。这次疫情对我

们的惯性思维是一个冲击，交通作为城市的

生命线，其规划建设应该是多维度可持续

的，同时也应该是包容性的。需要我们转换

过去教条式、僵化的一刀切的观念，针对城

市可持续发展和面临的多种风险，认真研究

探讨韧性安全的交通体系、灵活可靠的系统

组合、精准长效的政策措施、实时方便的信

息服务，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管理政

策措施、安全应急能力建设与城市长远发展

融为一体，既要支撑城市高效运转，又要满

足人民群众安全出行的多样化要求，还要保

障城市生产、生活物资的流通。

(马林)

有关城市韧性的思考有关城市韧性的思考

远程办公对疫情防控有很大的影响，这

样的生活和工作组织方式疫情之后会不会有

所变化值得思考。可能以前的交通需求模型

需要重新更新，否则对未来的预测就很难适

应社会生活组织模式的变化，这次疫情给我

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考虑交通预测模型中如

何更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影响。下

面就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如何考虑城市韧性的

问题，谈一点看法。

韧性的三个理解韧性的三个理解

城镇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是充分

利用有益的聚集性和控制聚集的负效应的能

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能力的不

断提高，才能够实现城市中人口和社会经济

活动的高度聚集，社会的生产力和人民生活

水平也不断提高。

对城市韧性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作为工

程师，比较容易了解的韧性是工程韧性，即

一个设施受到冲击后能回到原始的状态。此

外，对韧性还有两种认识。

一种叫顺从性认识，如远程办公就是典

型的顺从性认识，如果面临困难难以实现面

对面交流，但又需要交流，只能找其他办法

来实现。早期伦敦地铁的建设也是一种顺从

性措施，当时城市中心地区有发展的内在动

力，但城市问题也很严重，建设地铁可以让

人们逃避这些问题。伦敦最早地铁的建设体

现了一种顺从性韧性。当然地铁给大城市带

来的根本性变化也是通过后面实践逐步认

识到。

另一种叫适应性韧性，就是在遇到严重

冲击和问题情况下，如何通过技术和管理手

段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比较典型的是巴

黎下水道建设。在没有下水道工程之前，城

市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下水道工程

和饮水工程是能够保证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的

基本卫生条件。随着城市发展，管理基本卫

生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呈现出一种相互适

应的长期发展韧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

后，人们意识到疫情会在全球传播，因此飞

机上进行了防疫措施的设置。尽管空间密

闭，乘坐在飞机上严重感染的情况大大减

少。这也是适应性韧性的表现。

防疫与公共交通防疫与公共交通

北京近期改善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

的举措，对全国的示范作用是其他城市不可

替代的。大家对公共交通发展可能有不同争

论，但是未来的城市发展如果不依赖公共交

通，目前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实现更大的

聚集性。按照现在的社交距离，长度 10 m

的公共汽车就只能乘坐 5个人。假定平常 1

辆公共汽车能乘坐 30 人，为了应对疫情，

对公共汽车的投入就要增加 6倍，那么给公

共交通的道路空间也要相应提高。据报道，

疫情期间日本和法国由于采取了一些个人防

护措施，乘坐公共汽车令人吃惊的安全。如

果以后个人防护装备更好地发展起来，公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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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还是可以保障人们在疫情中的安全。另

外，既然公共交通那么重要，从卫生防疫角

度也要重新考虑公共交通系统如何规划设

计。这个因素以前考虑得比较少，很多公共

交通场站设计得非常拥挤，地下空间的通风

也要加强。借助于大数据或自动化检测技

术，可以改进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和管

理。当然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规划改进需要建

立在客观的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

疫情催生出行方式的改变疫情催生出行方式的改变

现在一个明显趋势是人们的出行方式从

公共交通转向小汽车，这种对防疫的担心可

以理解。但这种趋势与城市交通的发展目标

相去甚远。疫情期间，海外一些城市对自行

车的需求急增。最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发布的《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

报告》数据表明，中国大城市也有近一半的

通勤距离在 5 km以内。在疫情常态化的情

况下，是否可以多花点力气把城市自行车系

统好好管理起来。但自行车系统经常会被认

为只是公共自行车，这个概念需要进行修

正。使用个人自行车可以有更好的体验，人

们的骑行距离甚至可以达 10 km。有人说，

骑自行车到单位一身汗，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有些国家和地区鼓励设置淋浴房，这种

鼓励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来实现。在中国

电动自行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存在不

安全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办法可

以解决。如历史上伦敦曾限制马车通过城市

的速度。疫情期间人们希望拥有汽车的愿望

可以理解，但对拥有汽车一定要有限制条

件，如对大排量汽车在额度和费用上的限

制。日本城市中的小尺寸汽车K-Car已经可

以满足人们在城市中出行活动的需要。为了

鼓励人们选择小型汽车，需要在牌照和停车

位设置管理方面进行调节，如在某些地区规

定90%的停车位都是小型车的停车位。从大

城市的发展来看，小型化、智能化、低速

化，应该是汽车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更大的

汽车。如果路程 13 km要行驶 40 min，那么

汽车的加速性能就没有什么用处。

此外就是疫情期间快递服务的重要性。

最近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疫情说明，人直接和

新鲜的冷冻食物接触存在一些潜在危险。可

能以后市场都需要增加消毒环节，这样采购

这些物品的空间安排与以前街道模式会有一

定不同，消毒会增加成本，也需要一定空

间。由于步行活动范围有限，快递服务可以

大大扩展选择范围。这次疫情期间，电动自

行车和快递服务对我们的生活起到的作用难

以想象。设想如果有其他灾害发生、城市道

路受到损坏的情况下，修复电动自行车通行

的通道一定比修复汽车通行的道路更快，因

此，电动自行车给城市增加了一层新的韧性。

有专家提到疫情期间信息发布的重要

性，除手机、广播、电视外，还需要社区组

织的力量，特别是有很多聋人、盲人等残疾

人该如何接收信息。一个月前在与世界道路

协会有关疫情与交通的讨论中了解到，印度

政府有专门预算支持一些公益组织协助残疾

人能及时接收到这些信息。

疫情的发生给我们很好的机会思考交通

和沟通的问题。但疫情未知数太多，医疗系

统疫苗研制也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及早警示

十分必要。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及流行病的专业调查，建立疫情初期的预警

系统非常重要。因此，公共交通优先体系建

设应该纳入防疫体系和疫情监控体系，以树

立人们使用公共交通的信心，保证城市卫生

健康。

(潘海啸)

韧性交通建设战术上要重视细节韧性交通建设战术上要重视细节

做好绿道与市政道路的连接做好绿道与市政道路的连接

相比于市政道路，绿道有两大好处，一

是不受汽车尾气影响，多数绿道选在天然河

道、林地、废弃的铁路两侧，绿植覆盖，环

境友好；二是可以抄近路，符合人喜走捷径

的偏好。当前，绿道建设普遍存在两个值得

注意的问题，一是连通性不够，既包括绿道

与市政道路和公园的连接，也包括自身的贯

通，建议要应连尽连，包括公共汽车、轨道

交通的车站，也包括街区小巷；二是曲折度

高，这可能与绿道设计者多为园林专业有

关，绿道主线称为游径线，自然是曲折一些

风光更好，但绿道定义中还有一项兼顾绿色

出行的规定，因此，建议在有条件的绿道中

加入“交通线”，设置直连直通的自行车

道，以满足通勤交通的需要。

近年来，各地自行车出行比例持续下

降，北京市从 2000 年的 26%下降到目前的

12%左右，虽然交通战略提出要提高到

15%，但在目前机动化压力下实属不易，绿

道纳入自行车系统就是一个最好的举措。凡

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绿道就是那个出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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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的“奇兵”，可谓钱多景美潜力大。由

于绿道建设主要由发展和改革部门、园林甚

或水利部门主导，要发挥交通效应，最好的

办法就是有城市交通人员参与绿道设计整个

过程，增强其交通复合功能，形成与市政道

路纵横交织良好结合的有机整体。

发挥公共停车位的使用调控作用发挥公共停车位的使用调控作用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由于不符合社交距

离要求，多数情况下处于停驶或减量使用的

状况，私人小汽车获得社会空前的宽容和接

纳，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习总

书记提出了“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

车号牌配额”的要求，杭州市 2020年就要

放宽 2万个名额，估计其他城市也将陆续跟

进。反思疫情，小汽车限购政策受到众多质

疑，在国家发展汽车消费的宏观背景下，一

味主张限购将不符合国家的发展大局，也对

社会公平带来一定损害，今后数年限购政策

有可能会逐步走入历史。但放开拥有小汽车

的闸门，等到人们都用上了汽车、堵在路上

才会发现，“方便快速抵达目的地”这个生

活的必需品，反而成为奢侈品，如何保障所

有居民不受拥堵之苦的正当权益呢？对小汽

车调控从拥有阶段向使用阶段转变，将是大

势所趋。疫情期间，出行集中在救援、就

医、购物等有限需求中，即使对小汽车放开

使用，道路资源也足够应对；平日里，如何

在使用环节进行需求管理，从而保障城市交

通的正常运行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解决的

问题。

经验表明，停车政策在需求管理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停车政策中，公共

停车位的管控又是关键的核心要素。最近深

圳市提出了“适当满足居住地停车需求，严

格调控办公岗位上班停车需求，适度控制商

业停车需求”的政策指引，对比《关于加强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改基础

〔2015〕 1788号)提出的“适度满足居住区基

本停车和从严控制出行停车”可以发现，其

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但深圳的提法更加细

腻、直观和便于操作。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

问题，就是不再着眼于限制购买行为，而且

要想办法先解决居住区停车位，消除购车隐

患，使私人汽车可以“安居乐业”，而在使

用方面则交由公共停车位进行调控。深圳市

的办法实际上严格控制的是上班办公的停车

需求，对商业则是适度放松，换言之，政策

设计的目的是不希望开私人汽车上下班，而

对商业、商务活动则相对鼓励，可以因地制

宜适当满足。控制需求的方法以经济手段为

主，在放开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由市场根据

需求自主灵活地确定收费价格。有鉴于此，

政府有必要对所有公共停车位进行管控指

导，地区分布与设置规模均需论证并予以公

示，大规模增加停车位要进行交通影响分

析。原则上所有公共建筑的停车设施应向社

会开放，机关单位也要适度开放资源。市民

可以根据外部公共停车位的获取难易及收费

高低，自主选择出行方式，达到“以静制

动”，统筹静态与动态交通的目标。

重视重视1515 minmin生活圈步行系统建设生活圈步行系统建设

现在各城市居民的平均出行距离越来越

长，动辄七八千米，甚至十几千米，长距离

出行是城市交通的又一痛点。其实人的出行

除了通勤交通具有一定刚性外，基本是围绕

住地和单位两个 15 min生活圈的弹性活动，

做好圈内交通安排，不仅可以增加短距离出

行，还能带来不一样的出行体验。通勤交通

主要以赶时间为主，难以享受中间过程，所

谓的幸福通勤也只是缩短时长的简单诉求。

但是，生活圈出行则要丰富许多，除了必要

的购物、家政、送长者幼童外，还具有闲

逛、遇见与交流等多种社会功能，老龄化社

会需求尤甚。

生活圈交通主要是人步行的尺度，因而

要重点放在高品质步行系统建设上，包括全

天候的遮阳避雨设施，必要的人行辅助电

梯，透水性能良好的地面铺装，设计精良的

座椅、人行指示标志等，还包括与公共交通

车站及其他服务设施的便利连接，以及充分

养眼的周边环境等，值得用“绣花针”的功

夫进行精雕细琢。良好的街道设计，需要多

专业的协同配合，在景观、人文等方面进行

同步塑造，真正形成可步行的街区，让人出

则流连忘返，归则意犹未尽。在城市双修、老

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中，应加入交通

设计专项，把人性化交通设施真正落到实处。

(赵杰)

对韧性城市和韧性交通的几点思考对韧性城市和韧性交通的几点思考

韧性是指城市面向灾害事故等突发事件

时所具备的应对能力、恢复能力和适应能

力。以前面对的灾害常为突发性自然灾害，

例如地震、台风、暴雨等。这类事件具有短

时、突发等特点。而这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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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则有所不同，时间尺度较长，长达几个月

甚至跨年，波及的空间尺度大，已席卷全世

界。由于传染病的特征，存在即使短期防控

住，长期仍然可能会再次发生的风险。所

以，需要提高城市的适应性，适应这样的长

期的环境，达到快速应对风险、及时复工复

产、维持城市业务持续性的城市安全运行需

求。韧性的评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同国

家、不同领域、不同专家都会提出不同的韧

性指标。中国需要探求符合自身特点的一套

评判体系。

在构建韧性城市评价体系中应该基于风

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对城市可能的

突发事件、安全事件的风险进行梳理和评

判。2)探究城市的基础设施(例如水、电、

气、热、交通等生命线系统)和人在遭受风

险时的暴露程度、脆弱性和恢复状况。3)评

估城市的韧性管理能力，如监测预警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恢复重建能力和自我学习能

力等。

在城市韧性交通方面，以前比较侧重于

探索短时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暴雨、台风

等)下交通的恢复时间以及韧性表现(应对

性、恢复性以及适应性)。同样，对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种相对长时间的突发事

件下的交通韧性也需要加强关注。交通在疫

情期间可以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交通可能造

成传播风险，交通密集，交通量大，提高疫

情风险；二是在疫情管控期间，交通也存在

较大需求，例如医生、护士等救援人员和物

资的运送以及普通老百姓的交通需求。所

以，疫情下的交通韧性有其独有的特征，值

得进一步探讨。

韧性城市不仅需要技术管理的双轮驱

动，也要探讨城市韧性文化的构建，例如在

疫情期间个人加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

手、少出门等，韧性文化对于事件早期认知

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科技、管理和文化

的三轮驱动才能更好地推动韧性城市的构建。

(黄弘)

防疫对城市交通发展的挑战与启示防疫对城市交通发展的挑战与启示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城市交通

基础理论、设施建设和治理方法等方面提出

了很多新的命题和思考。

对城市交通规划基础理论的挑战对城市交通规划基础理论的挑战

基于供需平衡的资源分配是城市交通规

划建设与管理的基础理论，如何解决需求和

供应之间的平衡是城市交通发展的基本要

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对城

市交通的要求不再是缓堵保畅，而是阻断交

流，隔绝和延缓病毒的传播，同时基本生活

需求和医疗防疫的保障又是对城市交通运行

的新要求。如何为特殊条件下的需求目标提

供恰当的供给，在公共交通系统停运的条件

下，如何利用有限的交通资源服务特定的出

行需求，城市交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个基础理论的挑战体现在基于成本

效益的行为选择。交通方式划分主要基于成

本效益的分析，强调竞争的优势和劣势，如

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是影响交通方式选择

的重要因素。依据经验，成本因素的影响是

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会随着数值的变化逐

渐影响人们的出行选择，如公共交通和小汽

车出行的竞争，如果公共交通的出行时间对

比小汽车有足够的竞争力时，将促使更多的

人采取公共交通出行。在成本因素变化的过

程中，一般认为大部分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进行干预或调整。如经济成本因素，可以通

过经济杠杆调剂的手段影响人们的行为选

择，提高油价、拥堵收费、公共交通补贴等

手段都是促进公共交通出行的技术手段；时

间成本因素，可以通过轨道交通建设、公共

交通优先权设置等手段弥补公共交通的竞争

劣势。但是，疫情来临时生命安全成为最重

要的选择成本，而且不具备逐渐累积的特

性，直接一票否决，因此对公共交通的发展

提出巨大挑战。防疫的要求是要减少接触，

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当人们对安全很敏感

的时候，无法抑制个体出行需求的大幅度增

长。疫情之后个体出行需求的增长将是大概

率事件，这将对长期坚持的“公共交通优

先”理念产生巨大的挑战，甚至有人会问

“公共交通还能优先吗？”

防疫对城市交通发展的启示防疫对城市交通发展的启示

当安全因素成为出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

素之一时，城市应该有能力去适应疫情的挑

战，更好地平衡公共交通和小汽车的出行。

在城市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抗风险能力较弱

的城市交通系统如何提高韧性？这就要求城

市交通体系的建设和服务目标要多元化，避

免单一。回顾城市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管

理，某种程度上有很多的单一目标，造成了

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没

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新型冠状病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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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肺炎疫情的发生恰恰验证了这个现实。

从安全角度出发，短距离、短时间的个

体出行对安全非常重要，这种选择有可能对

城市空间和城市交通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

提供机会，也会促进职住平衡的发展和城市

15 min生活圈的形成。如果短距离出行大幅

度增加将对城市空间提出新要求，营造更适

合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空间环境也显得十分

重要和迫切。同样是基于安全考虑，居家办

公和错时上下班已经被广泛接受，刚性的通

勤出行有可能被削减，城市出行高峰压力也

会降低。试想如果每周居家办公一天能够常

态化，将会对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有很大改

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人们看到在改

变出行习惯、减少长距离出行方面能够做很

多工作。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城市和交通

的充分耦合，如此才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最后，受武汉抗疫经验启发，在紧急状

态下的城市交通运输生命线的组织和保障意

义重大。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同级别，应

该制定不同的交通组织和保障预案，明确城

市交通生命线的功能和保障措施，避免突发

公共事件造成的城市混乱，为适应城市的发

展提供更多的弹性和韧性。

(赵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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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表含有观点和结论的论文，但须引用数据论文。

凡经本刊审定录用的稿件(录用定稿)将陆续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版)》 (CAJ-N)首发，后视编排情况发布排版定稿和整期汇编定稿，最后由本刊印刷版

出版。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论文，本刊编辑部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共同为作者颁发论文网络首发证书。作者可以从“中国知网”下载、打印论

文和证书，作为正式发表的论文提交人事、科研管理等有关部门。

来稿请投至 《城市交通》 采编系统 (http://csjt.cbpt.cnki.net)，咨询电话：010-

58323223。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城市交通》编辑部

《城市交通》杂志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