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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尔慢行交通建设谈生态交流型城市的创建 

李学敏 马轶杰 任伟强 李龙 

 

【摘要】绿色交通是我国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作为绿色交通中优先等级最

高的慢行交通，在绿色交通建设中更是举足轻重；本文通过调查研究首尔的慢行交通系统，

从其经验及思考中引申出生态交流型城市的定义，并着重介绍了生态交流型城市三大建设理

念：人与自然交流、人与城市交流和人与人交流；文章最后以石家庄作为生态交流型建设理

念引入国内城市的范例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指导，并由此推及出建设生态交流型城市对于我国

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首尔；慢行交通系统；生态交流型城市；石家庄 

 

首尔市作为韩国建设“生态”城市的一张重要名片，从耗资 9000 亿韩元建设的“清溪

川”项目到汉江治理，政府对于其生态环境治理及周边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的投入可谓不遗余

力；笔者通过一个月在首尔的调查分析和思考感受，从首尔的慢行交通现状中总结了一些特

点和可取之处，文章所述观点或为首尔过往发展的经验，或为思考引申启发所得，希望对于

我国绿色交通系统建设以及城镇化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首尔的慢行交通建设 

1.1 首尔交通概况 

首尔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市区面积 627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0 万，人口密度达到 17460

人/平方公里；首尔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由于城市地处盆地且在城市中央则有南山这样的地

形高点，地形较为复杂多变，高度变化明显，而地形的高低起伏也自然而然地塑造了首尔市

内的地面交通的“二元交通体系”---机动车和步行交通占绝对主导地位，自行车交通数量极

少，分布的少量摩托车多为外卖或快递工作人员，在行驶路线上与机动车共道行驶；而慢行

交通均由绿化与机动车交通的噪声和污染相隔离，形成了封闭独立的慢行环境。 

首尔城市交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中央有汉江穿过，将城市划分为江南和江北两个区

域，汉江上总共建设有 24 座桥梁，其中公路桥 16 座，铁路桥 4 座,公路、地铁并行桥 4 座，

这些桥用来沟通首尔南北的交通并用来联系周边的卫星城，汉江沿线则主要为慢行交通的通

道，用作市民和游客的观光游览。 

1.2 首尔慢行交通系统的特征 

1.2.1 亲水特征明显的步行景观系统 

首尔市内水资源丰富，但在水资源的利用上，亲水性成为首尔城市的一张独特的闪亮名

片，其中 显著的例子便是清溪川，清溪川为横穿首尔市内的一条河流，全长 10.84 公里，

曾是印证朝鲜王国 500 年历史的一条河流，但在上个世纪，清溪川所在的区域经历了从暗渠

下水道到高架桥下臭水沟的阴暗时代，甚至逐渐被人所遗忘；直至 2002 年，时任首尔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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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明博，也就是前韩国总统力排众议耗资 9000 亿韩元（约 50 亿人民币）对清溪川进行改

造，拆除了高架桥，同时对沿线的建筑、景观和经营业态进行了统一的规划设计，终于再现

了清溪川的瑰丽景象，现在的清溪川已经成为了首尔市的一张名片，河流清澈见底，流水潺

潺，沿线行人如织，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市民在水边休憩，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

风景；在工程后的群众支持度调查中，首尔市民对该项工程的支持度高达 77%，而经过对

高架桥的拆除和沿线经营业态的重新布局，也自然而然地引导了市民更多通过步行和公交到

此区域进行休闲活动；在清溪川的河道设计上采用了两至三级台阶，人行道贴近水面，行人

可以直接和水面接触，父母带孩子前来玩耍和情侣沿线浸脚的场面让人们仿佛回到了大自然

的怀抱，而难以想像是处在首都的中央区域，流水潺潺的景象也与周边的高楼大厦相映成趣，

和谐共处。 

      

图 1 清溪川近景                          图 2 俯瞰清溪川 

首尔市内与此类似的设计还有光化门广场、首尔国立大学等，应该说水已经深入至首尔

景观的方方面面---在首尔，水不是仅仅供游客远观或欣赏的，而是鼓励人们设身处地地与水

面亲近，与水花共舞，满足人们与自然亲近的愿望，吸引人们前来游赏和驻足。 

      

图 3 光化门前李舜臣雕像下的喷泉               图 4 首尔国立大学西侧的小溪 

 

图 5 河流边随处可见的自行车道和亲水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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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天生就有与水接近的天性，通过在城市景点和广场引入水并允许和

鼓励人们置身其中，不仅强化了人与城市的交流，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化”了

城市景观，为城市加入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1.2.2 空间紧凑体验纯粹的步行购物系统 

与国内许多城市的著名步行街如南京路、春熙路不同，首尔多数购物街道的人行道并不

宽阔，以首尔 具代表性的明洞购物街来说，这里云集了很多中高档的购物店、餐厅，但多

数街道的宽度也就在 7-10 米左右，应该说韩国的购物街少了一份大气宽敞的感觉，却多了

一份热闹的气氛，紧凑的空间加大了人流的密度，加强了人与人的交流以及人与沿街商业的

交流，在这里，购物体验更加纯粹，其实韩国的很多购物街道都是如此，通过两侧经营的统

一分布、路面清洁整理、沿街广告气氛营造打造出一种以人为本体验纯粹的步行街；这里并

不是和宽阔的步行街比较谁有谁劣，只是给国内很多中小城市的步行街设计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思路，在道路空间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沿街业态分布、路面清理以及气氛营造一样能打造

出独具特色的步行街。 

      
图 6 明洞商业步行街                 图 7 首尔普通街道 

1.2.3 绿化无孔不入的慢行系统设施 

生态城市的理念在首尔随处可见，而在慢行交通系统中更是无孔不入，从步行与非机动

车的隔离、步行与机动车的隔离、步行与建筑的隔离都随处可见绿化理念在其中的体现，而

利用绿化第一是提高了城市的绿化率，第二是营造了良好的步行环境，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

遮阳隔音角度都给予行人足够的舒适度，吸引行人选用慢行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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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绿化作为分隔带            图 9 墙面立体绿化创造宛如置身森林的步行环境 

      

图 10 双排绿植“环抱式”人行道设计               图 11 河岸疾走的山地车们 

1.2.4 旅游服务定位明确的水上交通系统 

作为贯通首尔市的一条河流，也是整个朝鲜半岛的一条主要河流，汉江曾经见证了整个

韩国经济的飞跃，但由于首尔城市建设目标以及沿线建设的 24 座桥梁，现在的汉江已经几

乎没有了航运的功能，而完全定位为旅游观光和公益服务，汉江沿线的硬化河堤已经全部被

绿化植被覆盖，在河岸上有专门的停车场供人们停靠，首尔的市民们或在草坪上上搭帐篷休

憩，或骑山地车沿河飞驰，都享受着这条河流带给他们的安然和乐趣；汉江的观光船则定点

开放，而汉江两岸和沿线都营造了靓丽的都市夜景，吸引大批的游客在汉江上流连忘返。 

      

图 12 汉江上的观光船                     图 13 汉江上的美丽夜景 

2 生态交流型城市的创建 

2.1 生态交流型城市的概念  

什么生态交流型城市？这是本文在发展方向上对生态城市的一种引申，我们都知道生态

城市的定义，而生态交流城市则是在生态城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交流”二字，在现代生活

节奏越来越快的城市生活中，伴随着钢铁森林的不断加密是人们生活品质的降低和人与人生

活之间的冷漠，当人们生活圈子越来越窄，当邻里之间擦肩而不相认的今天，作为一个城市

的规划管理者有必要在规划建设城市各种生活元素的同时，不断加强人与人交流，人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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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人与自然交流，自然与城市和谐共存，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人、自然和城市相互交流

的方式和途径： 

 
图 14 交流型城市相互交流关系示意图 

一个城市只有重视交流功能，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才能不断吸引外来人口的涌入并

带给他们品质的生活。而这对于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城市的

人们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带给他们便利的同时避免各种各样的“城市病”，才能使得我国的

城镇化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2.2 生态交流型城市主要相关理念 

2.2.1 黒川纪章《共生的理想》 

在黒川纪章的哲学思想里，人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自然空间里，自然也不能完全与自然想

分离，而这两种空间的灰色过度区域，称之为“灰空间”，而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类个体，

人与人、人与城市和人与自然都需要相互交流的“灰空间”，这正是城市交流功能的体现；

在他的《共生城市》演讲稿里，表明了“在机械原理时代，交通仅仅是起到将齿轮和零件连

接起来的传送作用，但在生命原理时代，还起到人与人连接，人与空间连接的作用”。 

2.2.2 雅各布斯的“街道眼” 

雅各布斯所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曾给美国的规划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而雅各布

斯用自己的理念阐明了“健康，活力城市的四大要素”：零售与住宅相融，街道需具有综合用

途；街道短小而不间断，避免长条封锁状，从而鼓励互动和探索；建筑物在设计和用途上应

具多样性， 好能处不同的时代；城市需要集中并多元。雅各布斯所提出的“街道眼”概念

正是重视街道作为人与人交流场所的重要体现，“街道眼”能唤起人们对于街道生活的热爱，

还城市生活生气和活力。 

2.3 生态交流型城市的建设理念 

2.3.1 重视人与大自然“亲近”---人与自然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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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经常走在河流沿岸，你也许经常路过一片雅致的街边绿化，但你是否很久没享受

过用手捧起河水的乐趣，也很久没有过体验丛林漫步的感觉？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中，我们可

能仅仅重视了将河水和绿化带入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却忽视了人们与大自然“亲近”的愿

望，比如只可用来远观的河流景观和道路沿线控制的绿化带。但在交流城市里，这些理念都

需要更新，我们不仅让市民能看到自然景观，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接触到，我们可以重新设

计道路断面让便道设置在绿化带中间，也可以在河流沿线改造一系列亲水平台，让人们能设

身处地置身其中，让人们感觉到大自然与他们的互动，才能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打造魅力

城市节点。 

2.3.2 复兴城市历史文化并融入城市景观---人与城市的交流 

为了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有归属感并不断吸引外来人口的涌入，我们必须让居住在城

市里的人们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对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有

接触和了解。我国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具体到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

历史，而我国的城市在这方面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对本市居民的宣传力度仍然不够，这与韩国

人对自己文化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而很多韩国人在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不断带孩子去参

观各种博物馆和名胜古迹，这方面是我国很多城市需要下功夫大力提升的。 

2.3.3 重视街道广场的交流互动作用---人与人的交流 

由于现在社会居住空间的封闭性限制，街道和广场就成为了人们交流的 主要场所，通

过在街道设置便利店、书报亭、休闲娱乐设施和座椅等方式，提醒人们坐下来与他人对话和

交流，避免人们在城市的钢铁森林里迷失自己而变得越来越冷漠，增加街道对人们的吸引力，

让人们增加对城市干活的热爱。 

而在相隔一定距离的节点，则应设置广场作为人们相互交流的场所，场所内可设置一些

娱乐设施以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和展览，吸引人们驻足观赏，增加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生

活的了解，而 主要的就是让人们从步行活动中发现乐趣，而超越单纯的出行行为。 

3 石家庄的生态交流型城市之路 

石家庄作为河北的省会，尤其是处在京津冀发展的大都市圈内，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但多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等多种原因，一直没有从全国的城市中脱颖而出，2013 年却经常因

为雾霾等事件经常见诸于各路媒体，这对于我们本市的城市规划者来说是一种苦恼，因为石

家庄的规划目标一直是把石家庄打造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城市，而不是谁的第二；生态交流

型城市则为石家庄开辟了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未来石家庄的规划定位将是生态宜居和品质

生活之城，通过独特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来塑造城市的交流功能和文化特色，来吸引那些不堪

一线城市压力又有着事业发展和品质生活双重追求的年轻人群，通过不同区域人口的适度聚

集来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具体城市设施建设上，通过引入生态交流型城市的建设理念，结合石家庄的现状，本

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仅作为抛砖引玉. 



7 
 

3.1 加强人与自然的交流---民心河的亲水性改造 

石家庄的民心河是一项利民工程，竣工于 1999 年，民心河的入市为城市引进了绿肺和

沿线的绿带和公园，但由于娱乐设施的缺失和雨污分流的改造尚未完成，致使河岸设计以及

水质并未达到亲水的要求，人流密度不大，如果按照清溪川的理念进行改造，沿线布置石家

庄文化长廊，未来将不仅仅是一条穿越市中心的河流，而是能吸引大量人流前来游玩休憩的

城市景点和名片。 

 
图 15 现状民心河部分段河道 

3.2 加强人与城市的交流---城市文化的复兴和公共租赁自行车的“取而代之” 

3.2.1 石家庄市区的文化复兴 

石家庄在全国范围内算不上历史文化名城，但并不缺少光辉灿烂的文化，“红色圣地”

西柏、“战国第八强”中山国遗址、“天下第一桥”赵州桥、“以人为镜”的魏征、“常胜将军”

赵云等，都属于有全国甚至世界知名度的灿烂文化，但是，举例来说全国范围内很少有人知

道赵云是石家庄人，这主要是由于石家庄的多数文化历史遗产都分布在周边郊县的缘故，并

直接导致市区的人们难以在日常接触这些文化，因此通过引入交流功能，在以后的设施建设

上，应通过一些广场的文化设施和沿街雕塑小品将这些文化融入在城市之中，文化古迹的原

址固然应该保存，但城市作为人口的高度聚集区对这些文化的宣传作用绝不能被忽视，只有

加强宣传，才能树立城市的文化之根，并让居民了解和热爱自己所居住的城市。 

3.2.2  公共租赁自行车代替私人自行车的“互动”功能 

不同于一线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致，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的个人自行车拥有量仍

然很高，以石家庄为例，百户均自行车拥有量达到 249 量（2010 年综合交通规划调查数据），

而私人自行车的无序导致的“乱”让管理者很头疼，街头各种不同品种不同颜色不同新旧程

度的自行车以及随处停放的自行车实在难以称得上是“风景”，如何让自行车的行驶和停放

逐步纳入城市的可控范围之内，让自行车们不再“各自为战”，而与城市“发生联系”，大量

引入公共租赁自行车逐步替代私人自行车可以说是一个可行的途径，而在替代后将有如下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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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规划设计非机动车停车空间和行驶路径，避免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以及停车行

人的随意穿行； 

 统一自行车的形式，将打造靓丽的城市街景甚至成为城市名片，并逐步改善现状非

机动车通行脏、乱、差的特征，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时尚通行方式，吸引更多的出

行选择； 

 引导机动车车流向公共交通转移，由于公共交通必定不可能覆盖到城市的每个区

域，公共交通的“ 后一公里”问题也是很多人选择机动车出行的原因，而科学布

置的公共租赁自行车将结合地铁、公交枢纽和站点进行设置，这样的系统化设置原

则将吸引这部分人由个人机动车交通向公共交通转移。 

3.3 加强人与人的交流---停车位“让位”步行空间和自行车健身文化 

3.3.1 让“停车位”把步行空间还给行人---以广安大街的“香榭丽舍化”为例 

石家庄的广安大街现状红线宽度很大，且两侧建筑现代化程度较高，属于城市中心的

CBD 区域，并且地下有商业街，但广安大街并未成为一条吸引人们的景观街道，广安大街

地面大量的停车可谓是“罪魁祸首”。 

 
图 16 现状广安大街步行道几乎成为“停车场” 

闻名世界的香榭丽舍大街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香榭丽舍大

道也受到了交通拥堵的困扰，步行街上步行和机动车地位颠倒，人行道的一半停满了汽车，

行人行走困难，步行的交通环境受到了破坏。为了“拯救”香榭丽舍大道，巴黎市政府于

1992 年 2 月启动整修工程，取消了路边停车侧道，兴建地下五层停车场，并将人行道的宽

度拓展到了 24 米；经过整修，香榭丽舍大道已经被称之为“世界上 美丽的散步大道”。作

为石家庄的广安大街，可以采用同样的经验，利用两侧地块改造建设地下停车场，取消大量

地面停车，并在步行道上设置休憩和娱乐设施，重塑步行环境，让街道成为人与人交流的重

要场所。 

3.3.2 自行车健身文化营造“团队氛围” 

自行车作为一种健身工具在西方国家尤其是丹麦和荷兰非常流行，而这种趋势在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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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也逐步在蔓延，以笔者所在的石家庄市为例，便有很多的山地骑行队伍，很多白领由

于平时工作得不到锻炼，便在下班后进行骑行锻炼，一来可以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二

来也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增强人与人的交流，并不断营造一种“团队文化”；作

为规划人员，应不断鼓励和支持这种运动，并从以下措施进行实施： 

 设置专用的骑行通道，保障骑行者安全的同时引导这部分交通流向城市外围和车流

较少的区域转移； 

 科学规划自行车骑行线路，将骑行通道和城市的各个风景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在鼓

励骑行的同时宣传城市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 

 宣传自行车文化和举办骑行比赛活动，将骑行绿色环保和阳光健身的理念深入人

心，鼓励人们加入。 

以上规划均为生态交流型城市理念在石家庄的规划实施范例，本文仅提出部分可实施观

点，具体的实施应将生态交流理念融入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和慢行系统规划之中，并对

城市各区域进行系统改造实施，本文限于篇幅限制，不再详述。 

4 总结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到今天刚过半程，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一阶

段正是各种“城市病”的高发阶段，比如德国的莱茵河污染和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如何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城镇化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关注焦点；在现状一线城市负荷过重的情况下，大力

振兴二三线城市对于人口的合理分布有重要作用，而建设生态交流型城市对于二三线城市打

造城市特色和吸引人口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石家庄，也适用于其他同类

城市，重视城市的交流功能，将让人们真正享受到城市的品质生活，从而热爱城市并与城市

共存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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