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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城市议程》是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大会（“人居三”）最

重要的文本成果。本文通过对《新城市议程》内容和形成逻辑的展现

和解读，说明其中潜藏的线性拼贴的“规划包罗一切”逻辑，解释其

发生的过程和存在的问题。传统的思维方式在面对规划对象复杂和开

放程度逐渐增加时，遇到了 everything 和 nothing 的瓶颈。随着规划目

标不断扩张、规划内容不断丰富，知识库发生了新的有益扩展，但也

掩盖和模糊了许多内在矛盾和冲突。由于思维本能具有的同时性逻辑

导致的必然性，在评价与证明《新城市议程》“包罗一切”的同时，也

在试图通过猜想和检验构建一个城市各要素及其关系的整体一致性相

对最优的参照体系。本文是非先验的、同时性的、关系一致的整体主

义思维的具体文本实践运用。

Abstract: The New Urban Agenda is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Urban Sustainability (the 
“Habitat III” Conference). This paper contains an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exposes the hidden linear and collage logic of “planning becomes 
everything”. How does this happen and what’s the problem?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thinking meets the bottleneck of “everything” and “nothing” 
as the planning objects get more complex and open. With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planning objectives and enriched planning conten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e concealed and blurred, however. It is also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relatively optimal reference system for the holistic 
conformity of urban el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hrough guessing and testing, 
because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instinctive synchronic thinking logic. In a word, 
this paper is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 no-priori, synchronic and relation-
conforming holistic thinking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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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目的

从有意识地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人居问题开始，由

联合国牵头组织的全球范围内的人居运动已经进行了 40 多

年。其中较为重要的事件是每 20 年一届的联合国人类住区

特别会议（下称人居会议），自 1976 年以来一共举办了三

次。三次人居会议的成果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规划

者在每个阶段的规划行动上达成的共识性观点。概略地对比

“人居一”“人居二”对人居环境问题的识别 [1-2]，不难发现，

正如“人居三”成果文件《新城市议程》（下称《议程》）

提到的，“持续存在的多种形式的贫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和环境退化，以及社会和经济排斥与空间隔离仍然是主要 

障碍”[3-4]。此外，在对联合国人居运动的现有研究中，多位

学者认为《议程》的规划思路在诸多范畴上都有新的有益扩

展，城市规划涉及的要素不断丰富，内容也更加包容和全面
[5-9]。从可持续概念的泛化，到呼吁所有人行动起来，运用所

有手段为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 [10]，联合国人居会议成果中的

规划话语体系似乎成为“包罗一切”思维范式的巅峰。

那么，要素的“合一”就消除了矛盾吗？规划“包罗

一切”逻辑的发生看起来普遍而自然，城市空间发展与人类

改造活动相互促进，但现实中制定的政策越管越“宽”，编

写的规划也越来越“厚”：一方面，人们对城市要素及其关

联认知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 ；另一方面，全球改善的努力在

继续，但解决的城市问题有限，人们始终觉得做得不够，因

而不断拓展新的解决方法。在“人居三”的相关研究中，整

体主义认为问题的核心正是这种看似毫无问题的线性拼贴的

“包罗一切”逻辑——不够严密的一般思维以为事物性质是

确定的，将已知的正确进行组合和叠加得到的也是正确，而

这种错误认知在事物的“整体”和“关系”本质作用下，形

成了充满内在冲突进而意义模糊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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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规划范畴持续扩张、逐步走向“包罗一切”

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解决方式内在的问题，从整体价值层面更

好地发挥《议程》对于规划实践的指导作用，本文在整体主

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议程》文本结构的梳理和评价， 

证明《议程》“包罗一切”逻辑的问题和根本缺陷，发现《议

程》在扩展知识储备（猜想库）上的积极意义。当然，任何

的解读都是主观认知导向下对原有文本的特定选择和逻辑转

换，所形成的判断都与“评价体系”（或“参照”）相关，因

此无可回避的思维逻辑的一致性也使得评价结论和评价体系

在进行同时的猜想与互动，不自觉地向一个逻辑更为自洽和

严密、要素层次结构更加清晰的理想规划框架进行构建。

2  《新城市议程》的整体主义解读方法

为了证明以“猜想—检验”为基础的评价方法的合理

性，并进一步解释其具体原则与方法，需要完成从一般思维

到整体主义思维的转变。

2.1  事物的本质：局部 / 整体、关系、（不）一致性
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从一些偶然的简单局部开始，逐渐搭

建成对整体的认识。尽管在意识的初期阶段人们看到的是有

限局部，但事物的整体本质驱使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看得更

多更全，更加努力去接近整体。依据常识对整体的理解是“全

部”[11]，认为对局部正误的判断是固定不变、独立于其他因

素存在的，因此正确的事物可以叠加得到正确的整体。“由

局部到整体”的线性推导方式认识的整体本质是各种“先

验”①局部的简单堆砌和拼贴，是“全部的局部”。

人们认为某个局部正确，来源于这个命题曾经接受过特

定的逻辑检验，也就是在这种特定情形的整体中，局部是正

确的；如果接触到的局部与整体总是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关系，

就很容易下意识地认为这个局部始终是正确的。但事实是，

当局部进入另一个内部关系变化的整体中，它的正确属性便

有可能发生改变。因此关系才是事物的本质，是人们认识和

判断事物的基础；对事物的既有理解都是特定的关系和整体

的呈现，它们是同时地相互确立一致的。例如《议程》中的

行动与目标没有独立的正确，如果具体措施无法支持目标的

完成，那么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景也没有意义。

2.2  认识事物：同时性逻辑、猜想与（一致性）检验
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应该是找到基于事物整体的同时性的

一致性。同时性逻辑的关键在于关系的双方同时确立彼此。

彻底弄清楚一个由较多相关关系构成的复杂整体有一定的难

度，对事物的认知最终是为了将已知推向未知，因此，有效

的知识经验积累是灵感与猜想的来源，既有知识经验作为对

其他未知关系和整体的猜想的基础素材，接受逻辑检验、做

好随时调整的准备，即一边对新事物进行自然猜想，一边对

猜想进行同时性逻辑的检验，直到最终达到最匹配的一致

性 [10]。检验时要警惕两种“线性逻辑的陷阱”：第一种是忽

略条件和结论的双向互相一致特性，预先确定了不可打破的

“第一前提”，而忘记了两者处于一种可讨论和调整的变化

关系中 ；另一种是在从已知到未知的推广运用中忽略某些隐

藏的特定条件，于是成为一种固化了的“正确”的线性外推。

《议程》即使具有公共文件的地位和属性，同样也应该保持

一定的开放性。

2.3  改造事物：最优整体性与整体最优的局部干预
解读《议程》要判断文本包含的众多要素构成的整体的

一致性——文本本身是否构成内在的自洽，即整体性够不够

好。事物的所有相关关系的总和效应和逻辑构成了事物的整

体性。推动社会进步在于寻找各种特定情况下最优的整体性。

认为《议程》不够好，其实也暗含一个整体性更优的参照体

系的存在。

寻找最优整体性需要了解事物的整体机制，即事物的

关系如何相互作用。由于整体与局部存在关联与一致性，通

过局部的调整就能作用和改变整体；整体的高度复杂性也决

定了不可能也不需要通过干预所有局部来干预整体，因此整

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是改造事物以实现最优整体性的正确 

方式 [10]。整体主义思维改造事物的方式与一般思维方式的本

质区别在于 ：前者在准确认知事物整体关系的基础上找到简

化的有效干预 ；而后者将事物原有的复杂关系错误地固化和

简化，造成了不同干预行为之间的模糊重叠与对立抵消，行

动产生的效应被无形消耗。看清事物的复杂关系和作用的整

体机制需要高度关注结构。

2.4  整体主义的技术工具：结构思维
事物的结构反映的正是整体与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

系。相对恒久和稳定的结构的存在能够让人们认识到纷繁变

化的世界的本质。对事物源于现象的定义有很多，但源于结

构的穷尽一致性的定义通常可能只有一个 [12]。整体主义运用

的一个基本技术是“结构思维”，需要在正确理解事物整体

性的基础上，以清晰的结构层次表达出事物的不同局部及局

部间的关联关系。

《议程》共 175 条内容，文本分为“基多宣言——为所有

① 事物的性质、事物本身均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的独立的确定存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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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22 条，下称基多宣言）和

“基多实施规划”（153 条）两大基本部分。较长篇幅的文本

在表达形式上限制了对《议程》的结构性认知和理解，因此

需要通过构建整体结构图的形式来完成对《议程》的解读。

《议程》整体结构的建立以文本为基础，既有的相关知

识（已有的关系、一致性）也作为建构时的猜想来源。这是

一个反复猜想和一致性检验的思维过程，需要反复构建、对

比多个框架 ；也是一个关系和一致性逐渐扩展的过程，在评

价每一个框架中的局部与整体关系、核心结构与延展内容的

同时，也为下一个框架的完善奠定基础。对框架的解释和

评价基于真实性评价和理想性评价两个方面。真实性评价与

《议程》文本相一致，“客观”展现原有的文本内容和结构，

对应两个核心研究目标：展现“包罗一切”中关系模糊、冲

突与矛盾等问题，以及概略地基于“人居一”“人居二”相

关的二手文件发现新的一致性的扩展。理想性评价、猜想性

地构建一个更好的文本框架，尽可能做到的原则包括 ：要素

全而结构最优（概念清晰、分类与范畴具有层次性、高效简

明等），行动—目标一致（扩展到所有局部与整体同时性一

致，具体表现为各子行动和子目标之间冲突最小化、效应不

抵消，精准行动推动目标有效达成等），有限资源下的最优

局部干预、最优整体性等。

3  《新城市议程》的整体结构：多个内涵框架的对比

3.1  基于目录和大纲的结构
对内涵框架的猜想基于《议程》本身的目录和大纲 

（图 1）。如前所述，《议程》文本内容包括“前言”“基多宣

言”和“基多实施规划”三大部分。“基多宣言”介绍了人

居运动 40 年以来世界城镇化的发展状况，说明城镇化作为

机遇和挑战的双重属性 ；提出对未来城市的共同愿景，以及

为实现愿景的原则与承诺，并作出全球动员的行动呼吁。“基

多实施规划”融合了两个维度 ：在时间维度上，规划行为贯

穿始终，规划编制与实施相互调整——前期转型承诺、中期

有效实施、后期落实评估；在要素维度上，从社会、经济与

环境三个方面作出转型承诺，并以城市治理结构、城市空间

发展与具体实施手段（财政、技术等）作为转型实施的行动

支撑。前言则展望未来“人人享有平等城市权利和机会”，

希望“通过重新思考城市系统和物质空间形式来完成城市科

学的范式转型”。

“前言”“基多宣言”“基多实施规划”作为局部与它们

共同构成的《议程》整体具有相同的叙述结构。“基多宣言”

和“基多实施规划”及“基多实施规划”内部，在结构上都

遵循“宣言（承诺 / 目标）—实施（行动）”的形式；而“前

言”则是对“宣言”和“实施规划”组成的主体部分的高度

概括。这种结构的同一性一方面通过内容的反复来强调核心

逻辑，另一方面也导致有效信息的不充分。核心逻辑是目标

与行动，前者回答“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后者回答“我

们能构建怎样的城市？”。一个合理有效的答案是两者能够

达成同时的双向一致性，我们想要的城市可以通过我们的构

建努力实现，而我们的构建能力又决定了我们能够憧憬怎样

的城市。框架猜想一给出的回答“人人共享的平等包容的城

市”和“城市科学范式转型”显然不够充分。这两个概念看

上去宏大、美好，似乎无比正确，其实正是因为其中包含诸

多模糊不清的关系，从而代表的意义可解释的空间大 ；在理

解和判断时根据特定的需要加上特定的条件，无论从哪个角

度解释都无可辩驳，但又无法说清概念的具体内涵。承诺中

出现了大量全称代词“人人”“任何一个人”“所有”，这些

概念在资源的有限性下都是不确定的，内部也必然存在冲突，

简单覆盖以“全部”就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吗？又如“科

学范式转型”“可持续发展转型”，转型只是意味着过去的范

式不够好、需要改变，但解释力很广——可以是局部的调整、

所有局部的变化、整体结构的重构等，而从规划实施中似

乎也没有看出发展干预模式的明显变化，依然是规划传统中

反复讨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任何发展要素前都可以

加上“可持续”作为修饰，连可持续发展都成了无所不包的

事物。

由此，框架猜想一明确了《议程》“目标 + 行动”的基

本结构，但反映了“包罗一切”的宏大概念在简化原有复杂

关系时出现的模糊与游移，以及与有限资源条件的冲突。

3.2  初步识别与建构的核心结构
为了进一步检验“目标—行动”的一致性关系，需要

图 1  《新城市议程》框架猜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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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模糊的局部的内部关系进行细化、梳理和建构。框架

猜想二从城市规划的基本问题出发，将猜想一中的两个问题

“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和“我们能构建怎样的城市？”

进一步细化——“谁来构建？”以及“如何构建？”。围绕

这些问题组成的整体结构，提炼与整合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关

键内容，迅速把握和初步建构起核心结构（图 2）：
• 城镇化不同效应下的两种发展方向——空间和资源有

限的可持续挑战，正确干预下的包容性和可持续转型发展 ；

• 最高行动原则——所有人共享城市；

• 原则下的具体承诺——共享城市的外在体现，可持续

的经济、社会、环境；

• 行动方式的高度凝练——规划与设计，融资与开发，

管理与治理；

• 行动的能动主体——多元利益攸关方参加（扩展到全

民参与）；

• 具体的实施手段——城乡空间发展与综合融资框架的

支持。

框架猜想二对文本内容和原有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调整与重组，《议程》中关系层次的模糊，造成了许多意义

的冗余、重叠与交叉。文本目录呈现的各部分的递进关系并

不存在，从“前言”到“基多宣言”再到“基多实施规划”，

实质上是同一结构在细节上的扩张过程。特别是“基多宣

言”中的共同愿景、原则和承诺部分与“基多实施规划”中

的可持续发展承诺部分存在不少语意重复的叙述，可整合概

括为从个体与城市（或区域城乡系统）两方面考虑的原则和

承诺。在个体需求实现方面，满足个体物质性的住房、设施、

服务等社会功能，给予更加抽象层面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对

应包容性社会的维度；在城市与区域整体正常运作的要求层

面，则对应实现可持续经济与可持续环境两个维度。另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议程》对“治理”的重视和强调，体现在

与治理相关的内容几乎融合于每一个部分。框架猜想二将有

效实施中的城市治理结构与其他部分多次出现的各级政府

间、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内容整合，作为“规划行动参与的能

动主体”，即城乡多元利益攸关方上下合作、共同协商和监

管原则与承诺的具体实施。

梳理后可以发现原本被隐藏的一些矛盾。对群体在社会

维度的承诺被忽略了，个体在形成“公众”群体后不同的权

利需求之间必然的冲突如何处理？人人与城市利益相关，呼

吁多元利益攸关方参与即呼吁所有人参与城市规划、建设与

管理，是否需要这么多行动资源的投入？更进一步，社会、

经济、环境维度的交叠可能导致的矛盾如何平衡，如住房金

融业与老龄化衍生服务业作为未来新经济刺激与社会公共福

利的界限制定等。

尽管如此，框架二还是基本确定了《议程》的核心结构

与其中的重要局部，即通过所有人参与的城市治理结构，以

及政府和社会共同维持的融资体系所支持的城市规划、实施

与管理，实现不可分割的社会、经济与环境三个维度支撑的

“所有人共享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城市”愿景。

3.3  展开的核心结构与细化的重要局部
“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城市治理结构”“城市

图 2  《新城市议程》框架猜想二及与原文本的重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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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发展”“实施手段”，清晰地呈现了《议程》的核心结构

中支撑性的重要局部，说明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不再是社会经

济系统运作被动产生的“现象结果”[12]，而是相对平等、非

先验的构成部分。在这些“局部”认识的基础上，更重要和

更本质的目的，是通过这些局部之间实质性的互动，实现城

乡区域整体效益最优的发展。框架猜想三将核心结构展开，

关注其包络的具体细节及形成的次级结构。为了表达得简明

而清晰，灵活地处理了文本内容 ：对相同或相近范畴的内容

提取了共有核心词作为概括，某些局部根据关联的需要展开

解释；并将关联较强的局部放在相近的位置，用双向箭头表

示较为明显的相互关系。

框架猜想三通过核心结构中每一个重要局部的分支，全

面丰富地网罗了各种城市相关要素，可以看出人们不断接近

“整体”的努力（图 3）。在城市提升的行动内容和路径上

有了一些新的扩展和猜想，如对灾害与气候变化的考虑、数

据智慧城市等新技术的引进、决策与实施全过程开放的治理

手段等。同时注意到，有一些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均受

到关注、具有复合效益的要素，如公共空间网络、城乡区域

连通与合作、综合融资体系等，很有可能成为城乡发展整体

中的关键行动指引。但是另一方面，即便经过了尽可能的整

理和归纳，次级结构依然呈现出“结构”的松散，以及“全

部”的碎片化和均质化，在要素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上也没有

明显的区别。每一个重要局部内部以及不同局部之间，要素

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双箭头），因此一旦想要全面而

同时地作出“正确”的要素干预，暗含的冲突便自然地显现。

例如：高附加值、高生产率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市场

资源竞争与分配问题，公共遗产（大型旧工厂等）保护利用

的文化性与对土地空间资源的不紧凑利用之间的矛盾（×双

箭头示例）。要素的正确属性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中得到实现

和成立，《议程》先验地赋予了许多事物“对”的属性，将

不同情况下的“正确”混为一谈，就容易成为“包罗一切”。

“包罗一切”模糊了事物的关系本质和内部作用机制，也没

有消除本应正视的矛盾，反而因为不同“正确”之间的冲突

消耗了行动的效用。

3.4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本质出发的特定整体和关键局

部猜想
保持对事物属性的包容和开放态度，有利于跳出路径依

赖的困境，面对新的整体时快速有效地进行猜想。进而意识

到，一个好的答案不应该是“所有”确定的“正确”，而应

该由各种不同程度的“正确”构成，包括完全确定的、弹性

的、有限区间内的，同时开放地接受一致性检验。当然，这

注： 表示两者具有较明显的相互关系； 表示两者关系相互矛盾。

图 3  《新城市议程》框架猜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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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局部干预的效益评估需要在城市整体机制下进行才有意

义，因此要认识对城市整体的认知是如何扩展变化的，始终

不变的核心结构是什么。

物质空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属性随着空间干

预程度的加深被人们逐渐重视，这个认知过程是随着社会发

展而变化的，但并非空间属性的线性增加，本质上是空间需

求与空间生产和供给构成的整体一致性的扩展变化（图 4）。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通过对空间的改造活动，规划帮助人们

塑造了更优越的城市环境，同时形成了一代希望生活质量更

好的劳动生产者 [13]。城镇化进程初期，单纯的物质建设和经

济增长就能满足人们对住房和基本设施服务的需求，于是以

“空间增长”为特征的社会发展能够快速进行，即使经济发

展始终以资源和环境的大量消耗为代价。只有随着城镇化的

深入，人们对优质人居环境和精神文化享受的更高追求才会

让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负面效应显现。当人们

对空间要素的索取与空间回应的供给发生了不一致，社会发

展陷入整体效益递减甚至趋近于零的僵局。

一种跳出“包罗一切”规划的思路，是看到面面俱到的

诸多细节之下空间干预行为对社会发展的本质作用，尽可能

地引导和把握现阶段空间需求与劳动生产的一致性。因此，

猜想框架四基于上述社会发展逻辑的要素构成，将《议程》

中的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维度与有效实施的行为重新建立内在

关联（图 5）。“经济”维度关注产品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与消

费关系，“社会”维度考虑劳动与产品能否满足人的生理和

心理需求，“环境”维度则维持资源与能源在劳动生产中的

可持续供应。“治理”和“空间发展”通过一定的“实施手

段”支撑，共同指导干预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与保护，

实现“产品”与“劳动”的一致性扩张，以及“劳动消耗”

和“资源与能源”的相对平衡。

社会、经济与环境维度内部的耦合关系，决定了作为

生产力核心的人的需求与有效劳动（符合需求产品的劳动生
图 4  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图 5  《新城市议程》框架猜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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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一致性应该成为城市整体性提升的关键局部。对具有

当代特定性的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的实现，能够触发社会整

体的进步。在“社会”维度中，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和不公平，

不是达到简单的人人享有，而是通过保障每个人的劳动付出

与回报一致鼓励人们诚实劳动的能力；不是无视个体利益获

得与自身劳动能力的相关性，而是正视追求公平过程中差异

的存在，为特殊群体提供最低底线的资源，向公众开放资源

获取和能力提升的通道。由此激发的公众创造力与参与合作

的主动性，将反过来促进“经济”维度中的公平公正，包括

对公共空间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投资，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

的“混合”对不同经济服务需求的满足，以知识和技能教育

为手段对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经济的生产部门中的高素质人

才进行能力培养等。“环境”维度则从更大范围的城乡区域的

完整系统视角考虑地区的差异化发展，支持生态与经济等各

种资源的互补与平衡，延伸功能和价值需求链。三者构成的

良性作反馈机制，共同促进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包容的城

市环境。

相比“全”要素的拼贴和堆叠，更理想的是给出一个要

素丰富同时结构清晰的“整体”框架，在特定条件和具体情

况下能够裁剪出适合的特定整体；不是“全部”的正确，而

是特定有限正确，在清晰结构下仍留有开放性，在不断思考

和猜想中激发的最优“整体”。

4  结论与反思

在《议程》整体结构的多框架对比中，一个始终不变的

关系的整体——《议程》的核心结构逐渐凸显：对社会、经

济与环境三种逻辑的讨论和构想，以及围绕它们所作的目标

制定与行动实施。对《议程》的解读和评价其实都是在围绕

文件本身要素构成的内在自洽，《议程》意识到将尽可能全

面的“局部”纳入考虑的“合一”，空间规划干预应该尽可

能产生多方面的复合效益，相对于只关注和陷入某些“局

部”有了趋向“整体”的进步；但未能意识到每个事物的性

质是可变的而整体性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合一”不代表最

优，“合一”会产生矛盾才是真正的难题。社会、经济与环

境在规划中存在冲突，其根源在于顺着三种逻辑展开时“屏

蔽”了它们作为局部在整体机制中的互相牵动和制约作用，

而独立地对每一种逻辑线性地增加更多局部，因此越来越多

的特定关系在不断堆积的时候产生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越多

干预并不意味着更好效果，而应在整体结构思维下，将已有

的知识储备作为可能的参考，通过对事物本质的直接猜想寻

找精准有限、实现整体性最优的特定局部干预。

本文是对整体主义理论的一次较为初步的文本实践的尝

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鼓励由先验、线性、局部拼贴的

一般思维向非先验、同时性一致、自由猜想与检验的整体主

义思维的转变。《议程》代表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包罗一切”

逻辑的发生与存在的问题。当然，《议程》作为未来规划的

具体猜想来源，在各方面的一致性扩展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能与人居会议的历史成果文件进

行逻辑更加严密的比较以说明《议程》的关系扩展，最后止

步的框架猜想四也还存在完善的空间。但正如整体主义认为，

已有猜想应该成为新的猜想的启发来源，并开放地接受一致

性逻辑的检验。有理由相信，回归事物本质、对整体机制穷

尽一致猜想与检验的整体主义思维，释放了可能被蒙蔽的人

类猜想与思考的本能，将有利于一个思想更加开放和活跃，

具有无限创造性和潜力的城市未来。

注：本文初稿获“第四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

竞赛”佳作奖，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优化。文中所有图表均

为作者根据《新城市议程》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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