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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Redevision as a Tool in Promoting Spatial Refurbishment of Historic Cities: The Example of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in Berlin

地块重划推动历史城市的空间修补 
—— 以柏林内城的批判性重建为例

刘鹏  马库斯·尼珀
Liu Peng, Markus Neppl

1  地块重划 ：作为历史城市空间修补的工具

地块是构建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具有形态和产权两个

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康泽恩城市形态理论认为地块格局、街道

格局和建筑肌理是城镇平面分析的三个基本形态要素 [1]。地块格

局反映了城市土地产权的结构，标示出公共区域和私有宗地的界

线 [2]，是城市形态的“隐形框架”。另一方面，地块因其产权意义，

受到城市土地制度、规划控制体系和城市发展模式等制度性要素

的显著影响。传统城市形态下的地块格局通常是历史渐进演化的

结果；而随着近现代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发展，地块划分成为影

响地块格局塑造与产权分配的制度工具，并与城市设计、控制性

规划、土地开发机制等多个层面紧密联系。合理的地块划分能够

有效体现城市设计关于建筑空间组织的构想 [3]。在旧城的更新重

建中，通过地块重划调整地块格局的形态和土地产权结构，能够

对建成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4]。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欧洲旧城重建中，城市规划设计认

可由地块细分格局所形成的“形态框架”作用，将地块重划作为基

本设计和控制工具之一。但是，现代主义规划思想认为传统的地块

细分格局是城市更新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5]，鼓励以街坊为基本尺

度的大地块开发。其结果是地块划分（或重划）被排除于城市设

计流程之外，地块格局的形态框架作用逐渐消失；建筑物和配套

设施的布局与地块划分关联薄弱，也进一步与街道网络缺乏联系。

1970 年代以后，欧洲城市开始反思现代主义规划思想对历史城

市形态延续和保护的不利影响，倡导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与修补 [6]。

同时，地块划分在城市空间形态塑造和土地产权调整方面的重要作

用也逐渐受到重视。1987 年的《华盛顿宪章》中提出，历史城市的

保护关键是要保护由街道和地块组成的城市格局 [7]。在实践层面，

1980 年代以来柏林内城的“批判性重建”（critical reconstruction）通

过制定地块重划策略，成功推动了历史城市空间的修补。

本文以柏林内城的批判性重建为例，在梳理该计划的缘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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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旧城的更新重建中，通过地块重划调整地块格局和土地

产权结构，能够对建成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柏林的历史城市

形态在二战及战后重建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中地块格局和

土地产权结构都产生了显著改变。1980年代以来，柏林内城的“批

判性重建”充分认识到地块划分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地块重划

策略成功推动了历史城市空间的修补。本文以此为例，在梳理该

计划的缘起和整体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批判性重建背景下地

块重划策略的目标、内涵、典型策略和土地制度的支撑，最后思

考批判性重建及其地块重划策略对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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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批判性重建背景下地块重划策

略的目标、内涵、典型策略和土地制度的支撑，最后思考批

判性重建及其地块重划策略对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借鉴意义。

2  柏林内城的“批判性重建”

2.1  柏林历史城市形态的解体
不同于保存相对完好的欧洲历史城市如巴黎、阿姆斯特

丹、威尼斯等，柏林的城市形态在二战和战后的重建过程中

发生了剧烈变化（图 1, 图 2）。战争中的空袭造成 25% 的市

区被毁，75%的建筑被损毁 [8]，但更严重的破坏来自战后重建。

战后两德分裂，柏林被分为东西柏林两部分。尽管政治

意识形态和城市发展理念的差异使得东西柏林的战后重建采

用了不同方式，且柏林墙的修建进一步加剧了柏林内城城市

空间的断裂，但是在战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盛行，以及

双方都试图重建“与纳粹历史割裂”的城市空间的背景下，

东西柏林重建的城市空间又表现出不少相似性。双方都试图

通过重建将柏林发展为一个汽车交通导向且严格遵守功能分

区的城市 [9]。自由延伸的城市干路系统被叠加到历史城市平

面上，破坏了传统的街墙和几何式广场。战争中受损的历史

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先锋式建筑。尤其是柏林中

世纪的老城区，战后被重建为现代主义风格的东德政治中心，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土地国有化。战后 40 年割裂的碎片

式重建严重破坏了柏林原本完整的历史城市形态，到 1989
年时，柏林内城已经演变为一个碎片化的空间集合。

图 1  柏林内城 1940—2010 年城市肌理的变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2  柏林内城 1940—2010 年地块格局的变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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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历史城市形态的破坏也伴随着地块格局的巨大变

化。传统的欧洲城市形态产生于土地私有制度下，土地结构

以小尺度地块为主，它们沿街道网形成地块序列，并进一步

填充街坊，构成地块细分的结构特征。但是，对比 1953 年

和 1989 年柏林内城的地块格局可以发现，传统小尺度私有

地块数量不断下降，而街坊尺度的大地块显著增加（图 2）。
最典型的大地块是位于东柏林的大型居住区，它们是东柏林

土地国有化之后政府推动统一建设的产物。地块格局的变化

在本质上反映出内城土地产权关系的转变，即更多的土地被

更少的产权人所占有，（公有）集体用地在不断集中。总之，

历史城市土地产权关系的多样化显著下降。

2.2  批判性重建的缘起
1970 年代开始，西柏林对于激进的现代主义城市更新的

反思逐渐加强，城市发展理念开始强调历史城市的保护和修

复。其中，罗西（Rossi）在《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中对柏林战后的功能主义城市建设进行了深

入分析，他的城市形态与演变的相关观点对柏林后来实际

的发展导向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罗西认为，城市整体的

空间结构比部分更重要，有机的城市整体由街道和城市地

貌（physiognomy）构成，这些形态要素都与城市发展息息 

相关 [10]。城市地貌是由地块格局和建筑肌理共同组成的，其

中地块格局的变化反映了城市土地产权的演变。从这个意义

上讲，城市平面代表了城市的记忆，历史城市保护和修复的

关键是保持城市平面的“永恒”。

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1984—1987 年西柏林政府举办了

柏林国际建筑展（IBA Berlin），希望通过一批有计划的城市

更新，恢复西柏林内城的宜居性。柏林国际建筑展包括两部

分：旧建筑保护计划（IBA Altbau）和新建筑重建计划（IBA 

Neubau）。前者提出了“谨慎更新”原则，后者提出了“批

判性重建”原则 [11]。在柏林国际建筑展的推动下，新的内城

发展理念在 1980 年代末逐渐形成：传统城市形态要素包括

街道墙、街坊、广场空间，甚至长期被忽视的“出租营城市”

（Mietskaernenstadt）①肌理的保护价值被重新发掘。在修复

受损城市结构的同时，也鼓励创造当代的城市新建筑。这些

理念在 1990 年代后的柏林内城重建计划中被进一步推广。

2.3  批判性重建的内涵
柏林的城市发展在 1990 年两德统一后进入新的阶段。作

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柏林内城的重建成为紧要任务，而

最大的挑战在于缝合战争、战后分裂和重建所造成的城市空

间“裂痕”。《1999 年柏林内城总体规划》（Planwerk Innenstadt 

Berlin 1999）将“批判性重建”确立为新时期柏林城市发展的

指导原则，希望将 30 km2 的内城空间整合为一个整体。

批判性重建强调在考虑现代生活要求的基础上，着力挖

掘城市的历史资源，而不是刻意再造一个新柏林 [12]。这个原

则在空间上表现为对历史城市平面的修复。修复区域主要集

中在对城市空间缝合具有关键作用的地段，以及因为战后改

建而造成功能和识别度显著降低的区域。城市平面的修复尊

重柏林城市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秉持新旧共存的美学观点，

认为修复的历史城市平面本质上是对传统欧洲城市形态的当

代诠释。“当代诠释”的内涵包括以下三点。

（1）批判性重建旨在创造一个基于历史的当代城市平

面，而非简单地复制历史平面。例如：原共产主义下的东柏

林城区不会被彻底拆除重建，而是在保留关键历史形态信息

的同时创造新的城市空间和建筑。

（2）批判性重建的关键不是恢复那些消失的历史建筑，

而是修复受损的城市结构：车行导向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向公

共交通导向；内城中过宽的车行路需要收缩至历史街道的尺

度；街道界面是城市空间修复的重要内容；鼓励在历史的城

市结构中进行当代建筑的试验等。

（3）柏林内城虽然包括商业区、政府办公区、大学区和

中央文化区等不同的功能区，但总体来说鼓励土地混合利用，

尤其是倡导居住功能的混合，比如规定新建建筑面积的 20%

必须作为居住功能。

城市平面的修复方案而后被转化为建设规划中的形态控

制条例。这些形态控制规定是在充分参考柏林战前建筑规范

的基础上制定的 [13]。比如：1897 年制定的建筑规范对柏林

历史城市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其中规定建筑层数不超过五

层，最大檐口高度不超过 2 m，沿主干道的建筑必须紧贴街

道红线建造。又如：1929 年的建筑规范首次允许使用退台

的平屋顶取代传统坡屋顶。这些规定都被形态控制条例继承

下来。

3  批判性重建下的地块重划策略

3.1  总体策略特点
批判性重建强调对历史城市平面的修复，而地块是城市

平面修复的关键要素。同建筑肌理相比，地块格局对城市形

态的影响更加持久。在形态保存相对较好的历史城市中，由

街道网和地块构成的历史城市格局相对稳定，新建筑或城市

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盛行于柏林的一种住宅形式。这种住宅通常楼高五层，体量较大，通过内院采光，房间密集，以满足当时柏林人口快速增
长的住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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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嵌入历史的形态框架中，可实现历史城市的有机更新。

但柏林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经历了严重的战争破坏和分裂的战

后重建后，历史的地块格局无论在形态还是产权关系上都已

经产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城市平面的修复首

先需要考虑地块重划的问题。

柏林的地块重划包括三个层面。（1）地块格局的形态方

案。总体上，恢复小尺度地块细分格局是城市平面修复的关

键。批判性重建鼓励发展基于独立小地块的城市联排住宅

（town house）形式，并且规定可接受的最大地块面积不超

过一个街坊。但地块重划并不一味要求重建小尺度的细分地

块格局，而是针对不同地段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目标差异，制

定不同的地块重划方案。（2）基于地块的形态控制规定。地

块是德国法定建设规划（Bebauunsplan）的基本控制单元，

批判性重建确定的形态方案最终都被转化为基于地块的形态

控制规定，包括贴线率、建筑形式、高度和建筑后退距离等。

（3）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柏林内城的土地（尤其是东柏

林部分）在战后被大规模国有化。两德统一后，政府希望通

过地块重划促进国有土地向私人流转，通过创造小尺度私有

地块带动内城土地开发。

在形态策略层面，本文归纳出批判性重建中具有代表性

的三种类型的地块重划，包括历史中心的修复、基于传统地

块格局的居住区再开发和基于大地块的商业再开发（表 1）。
其中，前两类是中小尺度的城市修复，依据历史城市形态特

征构建新的公共空间与私人宗地的互动关系；第三类则是大

尺度、高强度的城市中心区再开发，通过借鉴和延续历史肌

理，促进新的城市中心区良好地融入历史肌理。

3.2  历史中心区的修复
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是柏林最重要的城市空间之一，

广场上的勃兰登堡门是德国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广场在二

战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因为柏林墙的修建而一度荒废，广

场上除勃兰登堡门外的建筑都被拆除。两德统一后，巴黎广

场成为柏林批判性重建最受关注的地段之一。巴黎广场的修

复原则是重建历史的广场（公共）空间，在延续关键历史形

态特征的基础上引入当代建筑和城市功能 [14]。其中地块重划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图 3）。
巴黎广场地块重划的特点是根据重要历史界面和次要界

面制定灵活的划分方式①。首先，围合广场的地块序列和界

面需要被严格保护。其中地块面宽和街区转角地块形态是需

要特别控制的要素，但是地块进深则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新建筑被要求沿历史地块的临街红线贴墙建造，以恢复闭合

的广场空间。而在街区外侧的次要界面上，地块重划考虑当

代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尺度过小的地块进行适度合并。例如：

广场北侧一组过小的地块被合并为 54 000 m2 的大地块，用

于新国会办公楼的建设（图 4）。这个例子表明，历史街区

的修复并不排斥大地块，关键问题是能否妥善处理大地块的

位置和形态（比如将其设置在次要界面或街区内部），以降

低其对历史形态的影响。另外，地块作为建造规划的控制单

表 1  柏林内城修复中三种类型的地块重划策略

地块重划类型 地块格局特征 开发规模 策略关键点

历史中心区的修复 历史地块格局 适应历史空间特

征和强度

重要界面上的历史地块格局必须严格保护，保护要素包括地块面宽、地块序列和转角地块形态等；

适度合并部分次要界面尺度过小的地块，以满足当代建设开发需要

基于传统地块尺度的

居住区再开发

小尺度地块细分 适应历史空间特

征和强度

重新引入小尺度的细分地块格局，而地块临街面是重要的形态控制指标；

根据细分地块格局的空间特征引入联排住宅建筑类型，并建立基于地块的形态控制法则

基于大地块的商业再

开发

大地块格局 高强度，大规模

重建

采用小街坊结构重建大地块内部的道路网；

大地块内部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建设地块，剥离出公共性质的绿地和道路广场用地等

① 广场重建参考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 1945 年后的荒废时期，但是历史地块格局修复的主要根据是战前城市平面。

注：图中 1989 年建筑基底平面祼色部分为柏林墙区域。

图 3  巴黎广场 1940—2010 年的建筑基底平面和地块格局变迁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图片绘制

b  地块格局的变迁（1940 年、1989 年、2010 年）

a  建筑基底平面的变迁（1940 年、1989 年、2010 年）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112  2021 Vol.36, No.4

规划研究 

图 4  修复后的巴黎广场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

从而吸引具有私有产权的开发商，促进原东德部分国有土地

地再私有化（reprivatization）[15]。相比基于大地块的居住区

开发模式，基于小尺度地块的联排住宅在开发时更为灵活，

更有利于促进土地的混合利用。

参考历史街巷格局，重建的街区被划分为五个街坊，

包括三个楼高五层的居住街坊和两片绿地。北部的街坊被

细分为 10 个地块，进行独立住宅开发。其中，居住功能被

要求占整体建筑面积的 60% 以上，以促进功能混合。另外

两个街坊被细分为尺度更小的地块序列，供具有私有产权

的开发商自主开发。除街角地块外，大多数地块具有相似

的地块面宽，平均约 6.5 m。而地块进深则差异较大，以

适应街坊的边界形态。总体上，重划的小地块面积约为

125~280 m2。

与此同时，联排住宅的形态也通过地块进行控制。其中，

地块区位的差异是形态控制的重要变量。例如：面对公园的

地块需要设置足够容纳一个停车位的屋前花园；再如：面对

窄街的地块中住宅的第四层应该采用 2 m 的退台形式。

3.4  基于大地块的商业再开发
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在二战前是柏林的交通枢

纽和商业中心。二战后，广场因为处于东西柏林的边界而被

元，可将批判性重建的设计原则落实为具体的建筑形态和功

能的控制要求。

3.3  基于传统地块尺度的居住区再开发
弗雷德里西沃德（Friedrichswerder）街区位于柏林内城

中心地带，在二战中被严重破坏，战后街区处于东柏林范围

内，土地被国有化，街区内的建筑被完全拆除，主要土地性

质为停车场和绿地。

这一区域的重建工作于 1990 年代后期启动。重建试图

引入小尺度的土地形式和联排住宅的建筑类型（图 5，图 6），

a  建筑基底平面的变迁（1940 年、1989 年、2010 年）

b  地块格局的变迁（1940 年、1989 年、2010 年）

图 5  弗雷德里西沃德居住街区 1940—2010 年的建筑基底平面和地块格局变迁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参考文献 [2]绘制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0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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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弗雷德里西沃德联排居住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图 7  波茨坦广场 1940—2010 年的建筑基底平面和地块格局变迁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参考文献 [9]绘制

a  建筑基底平面的变迁（1940 年、1989 年、2010 年）

b  地块格局的变迁（1940 年、1989 年、2010 年）

0            200 m 0            200 m 0            200 m

0            200 m 0            200 m 0            200 m

用作军事防御区，大部分建筑遭到破坏。两德统一后，波茨

坦广场因其连接东西柏林的重要意义和土地开发价值而成为

备受关注的重建区域。

相比前两个案例，波茨坦广场重建是典型的基于大地块

的商业再开发（图 7）。整个区域被划分为三个大地块出售

给不同的开发商。其中，西北地块面积为 3 hm2，东南地块 

0.7 hm2，西南地块 6.7 hm2。每个地块独立开发，但需要遵

循总体城市设计的控制条件。总体城市设计以缝合东西柏林

差异化的城市空间为目标，充分继承历史城市小街区的形态

特点，建立了一个 50 m×50 m 的小街区空间结构 [16]（图 8）。
这个街区尺度被认为能够适应住宅、办公、百货、剧院、酒

店等多种城市功能发展的需要，同时新建的细密街道网能良

好地融合到周边的历史街道格局中。

三个大地块的开发基本按照总体城市设计的方案深化。

以西南地块为例，地块内部的主路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支

巷网络基本遵循了总体城市设计的格网结构。路网结构确定

后，大地块可据此进一步细分为几个建设地块（图 9），同

时公共用途的土地（如交通用地、绿地、服务设施用地等）

与供私人开发的建设用地也进行产权细分，并在建设规划

中分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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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形态层面，波茨坦广场在开发规模和强度上都远

超前两个以维持历史城市形态为主的修复案例。在高层建筑

被植入历史城市肌理的情况下，沿街建筑保持紧贴地块临街

面建造，从而形成连续的街道界面。总体而言，波茨坦广场

的重建使得大型城市中心区较好地融入了历史肌理，显示出

大地块在创造多样化城市形态方面的潜力。

4  地块重划的制度支撑 ：土地再分配

批判性重建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是如何将概念层面的城

市设计方案顺利转化到具体的地块进行后续开发建设。一方

面，柏林内城中有大量的地块因为过于细碎而无法被登录到

地籍图中；另一方面，一些地块的尺度巨大，形态不规则，

土地性质与再开发要求矛盾。因此，要落实城市设计方案，

需要建立配套的土地开发制度对地块划分和产权结构进行

调整。

德国的建设规划将产权地块的管控与城市设计方案结

合，有效促进了形态构想的实现。其中，土地产权层面最关

键的政策工具是“土地再分配”（Umlegung）机制。该机制

用于调整更新区域内土地划分的情况，包括地块的位置、形

状和尺度等，调整后的土地产权结构能够适应城市设计中有

关功能利用、建筑与公共空间形态、配套设施网络以及绿化

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17]。也就是说，通过土地再分配机制可以

创造出城市重建计划所需要的建设用地。

地方政府在土地整治中具有主导权力。政府通过建立专

门的委员会，全权负责土地再分配的方案制定和实施。地方

政府也能够通过土地基金购买土地，在经营这些土地一段时

间之后再将其出售，从而在资金成本上保证土地再分配的目

标实现。土地再分配通常涉及多个产权主体和利益相关群体，

他们也被纳入整个土地再分配的流程中（图 10）。尤其在分

配规则、搬迁方案和补偿政策等方面，地方政府需要与他们

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

土地再分配的第一步需要确认更新范围内土地产权现

状，建立地籍图册和地产登记清单。根据城市设计方案确定

的更新范围，确定相关产权主体和利益群体，由当地政府组

建专门委员会，负责土地再分配。土地再分配机制有两个关

键点：产权价值评估和产权再分配。产权价值评估以土地市

场为参考，确定出让土地的规模和定价，明确土地开发潜在

的利润空间。在柏林内城的批判性重建中，产权地块价值的

确定是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开发商等多方协调的结果。另外，

产权再分配确定了土地产权调整的具体操作方法。地块重划

的前提是厘清并简化现有的复杂产权关系。一个关键的步骤

是将更新范围内所有需要调整的地块合并为一个大地块，即

形成所谓“待划分地块”（reallocation mass）；之后根据城市

设计方案将公共服务性质的土地剥离出来，包括道路用地、

图 9  波茨坦广场西南地块内部细分为多个建设地块
资料来源：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

核心区混合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公园绿地

公共水体

道路用地

建筑控制线

图 8  波茨坦广场重建的总体城市设计方案
资料来源：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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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土地再分配机制的流程

地籍图和地产清单登记

土地再分配规则的协商
· 政府建立专门的委员会
· 中央政府，州政府，开发商，土地  
  产权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产权价值评估
· 提供土地市场的参考价值
· 适宜的地块尺度
· 各级政府、开发商，以及利益相关
  者多方协调

建设规划的介入
· 地块重划的范围
· 新的地块格局

产权再分配
· 待划分地块
· 分离出公共服务性质的土地
· 余下土地分配给产权人

基础设施用地和绿地等；最后把剩下的土地根据特定的分配

原则重划给相应的产权主体①。

土地再分配机制在弗雷德里西沃德街区的重建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图 11）。现状的地块格局比较杂乱，一方面地块

数量众多，尺度、形态不一；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地块的产权

归属两个产权主体。场地内有两个主要地块，其中 9 100 m2

停车场地块的产权归属中央政府，而旁边的绿地产权则归属

于地方政府。如果不对地块格局进行整理，新的开发建设很

可能进一步导致土地的无序切分出让，这样城市设计方案引

入联排住宅建筑形态和小尺度地块细分肌理的构想就难以实

现。该区域的土地再分配工作具体包括如下步骤：第一，检

查重建范围内所有地块产权调整的可能性；第二，将停车场

地块的产权划归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拥有场地内所有地块

的产权后将降低产权调整的难度；第三，将现有的地块合并，

形成一个待划分的大地块；最后，根据开发计划在适当的时

机将重划地块出让建设。产权调整的过程需要各相关部分密

切配合。

事实上，柏林内城重建的绝大部分土地产权属于公有，

产权主体包括中央政府、柏林地方政府和一些公有机构等，

这种土地产权结构现状为批判性重建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便

利。但同时，庞大的重建计划依然涉及大量私人业主的参与，

他们的利益诉求不一定同内城重建目标一致。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土地再分配机制在实际中的执行比例并不高，但对于批

判性重建的落实依然至关重要。

5  结论

柏林批判性重建通过对历史城市平面进行修复，成功

缝合了割裂的城市空间。通过在历史的城市格局上创造新建

筑，修复后的城市空间表现出历史保护与当代生活巧妙的平

衡。而尊重历史、因地制宜的地块重划策略，对重建方案的

最终落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如此，批判性重建也存在一

些争议，其中一个主要争议是关于如何对待社会主义东柏林

的建成遗产。一些观点认为，批判性重建缺乏对战后 40 年

历史所形成的特殊遗存的保护，而简单采用拆除重建，甚至

回到战前城市风格的做法，有悖于其本身的批判性修复逻辑。

在地块格局层面，这也直接关系到如何处理东柏林遗留下的

超大尺度街区和地块。将这些土地恢复为地块细分格局是否

属于回归历史，取决于如何界定“历史城市形态”。事实上，

1980 年代的东柏林同样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建筑和地段的

修复工作。不同于西柏林的批判性保护和对历史风貌的延续，

东柏林的重建工作更强调忠于历史原貌，以展示社会主义

“对传统欧洲文化的良好延续”[18]。这也为两德统一后批判

性重建能够在东西柏林的不同环境下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制度差异和历史背景的特殊性，批判性重建作

为一种有效的城市设计策略，仍可为中国的历史保护尤其是

地块格局的保护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也强

调对传统院落、城市肌理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实践效果不

佳，其中，对于地块要素及其内涵的认知不足、相关控制策

① 再分配标准的制定可以依据土地价值或者土地面积。产权人从再分配土地中获得土地价值或土地面积的相应比例。

图 11  弗雷德里西沃德街区的土地再分配
资料来源：https://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planen/hauptstadt/dokumentation/en/vorarbeiten/grundbesitz.

shtml

重划的地块格局

原始地块格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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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缺乏是重要原因 [19]。批判性重建下的地块重划策略从形态

和产权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

（1）应充分认知地块格局作为城市形态框架的意义。相

比于地块在欧洲历史城市保护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历史保

护制度并没有将地块列为独立保护要素。长期以来保护的重

点还是围绕建筑和有形遗产展开；地块在保护规划中主要是

作为控制单元存在，其本身的形态学意义并没有被充分关注。

批判性重建的案例则充分展示出地块重划对于调整城市土地

形态和产权结构，从而促进历史城市形态延续的关键性作用。

城市修补的重点不是要重建消失的建筑，而是要延续历史的

城市格局，并将之作为孕育当代建筑的框架。

（2）院落更新单元应与产权调整机制相配合。近年来，

我国一些历史城市逐渐认识到地块格局对于整体城市形态保

护的意义，并以院落为单位在历史街区内划定更新单元，作

为限定城市更新的边界。但是，由于保护规划、城市设计与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整合程度不足，这些更新单元无法被转化

为控制性详规中的独立地块，进而缺乏产权层面的支撑，这

是很多保护规划或保护地段城市设计难以落实或几经变更的

重要原因之一 [20]。柏林批判性重建的实现离不开土地再分配

的制度支撑，地块具有形态—产权双重属性，只有在控规层

面建立对地块形态—产权属性的综合控制，才能真正实现对

地块格局的保护。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 CONZEN M R G.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M]. London: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ublication, 1969.

[2] STIMMANN H. Berliner Altstadt, Von der DDR-Staatsmitte zur 
Stadtmitte[M]. Berlin: DOM publishers, 2009.

[3] 迪特·福里克 . 城市设计理论——城市的建筑空间组织 [M]. 易鑫 , 译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5. 

[4] EISNER S, GALLION A, EISNER S. The urban pattern[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3.

[5] BERNOULI H. Die Stadt und ihr Boden[M]. Zürich: Verlag für Architektur, 
1946.

[6] 易鑫 , 哈罗德·博登沙茨 , 迪特·福里克 , 等 . 欧洲的城市设计 ：昨天、
今天与明天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6(2): 6-11.

[7] ICOMOS.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 
(Washington Charter 1987)[EB/OL]. [2020-03-25]. https://www.icomos.
org/charters/towns_e.pdf.

[8] 托尼·朱特 . 战后欧洲史 [M].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4.
[9] STIMMANN H. Berlin: physiognomy of a metropolis[M]. Milano: SKIRA, 

2000.
[10] ROSSI A .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2.
[11] BODENSCHATZ H. Städtebau in Berlin, Schreckbild und Vorbild für 

Europa[M]. Berlin: DOM Publishers, 2010.
[12] 哈罗德·博登沙茨 . 柏林市中心的“批判性重建”[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6(2): 18-24.
[13] STIMMANN H. Berlin Mitte, Die Entehung einer urbanen Architektur[M].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

Berlin: Birkhäuser Verlag, 1995.
[14] BODENSCHATZ H. Berl in auf der Suche nach dem verlorenen 

Zentrum[M]. Hamburg: Junius Verlag GmbH, 1995.
[15] SONNE W. Urbanität und Dichte im Städtebau des 20. Jahrhunderts[M]. 

Berlin: DOM publishers, 2014.
[16] STIMMANN H. Downtown Berlin, building the metropolitan mix[M]. 

Berlin: Birkhäuser Verlag, 1994.
[17] Federal Building Code (Baugesetzbuch- BauGB)[Z]. 2004.
[18] BARROWS N. Reinventing traditionalism: the inf luence of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n the shape of Berlin’s Friedrichstadt[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7.

[19] 刘鹏 . 精明的地块划分：一种基于地块的历史城区空间修补策略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18(5): 106-113.

[20] 刘鹏 , 董卫 , 马库斯·尼珀 . 基于地块的形态—类型分析框架——以
南京城南历史城区的演变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 2020(4): 65-75.

（本文编辑：顾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