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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荷兰阿尔梅勒—奥斯特沃尔德的“自由之境”

规划方案为例，阐述了其“法治规划”的思路。法治规划的

思路与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理性主义规划不同，强调利用分

散的知识，将城市发展的自发性组织到以过程为导向的规则

框架中，利用“模式手段”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该思路建

立在对理性主义规划和综合规划批判的基础上，以过程调控

代替蓝图绘制，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在

案例分析中，着重分析了构成“奥斯特沃尔德自由之境”方

案的规则要素以及土地开发模式等，提出案例背后的通过法

治规划与私人规划激发“受控自发性”的思路，在弱化土地

利用规划、强调更灵活的规划手段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the example of “Oosterwold Freeland” 
to illustrate the idea of nomocratic planning. Nomocratic plan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rational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centered 
around land use plan, in that it emphases the use of dispersed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herent spontane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a set of framework intending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patterning instrument. 
This mode of planning is based on the critiques of r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aims to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rather than the final product, which is mor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urban uncertainties. In the case study, crucial elements 
and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Oosterwold Freeland” is 
analyzed to unveil how the ideas of nomocratic planning and private 
planning can stimulate controlled spontaneity, which is inspiring in 
view of the declining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a demand for more flexible plann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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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理性城市规划的起源与确立

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与工业革命的爆发有密切的关系，工业革

命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公共对城市环境进行干预，使城市健康有序

发展变得迫在眉睫 [1]。19 世纪以来，欧美城市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
战：传统城市空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环卫基础设施的需求，工

业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传统城市中心区环境恶化，聚集了

大量贫民。这一系列情况，促成现代城市美化运动的开展，1893 年
的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便是这一思想的高潮。这次世博会的目的

不仅仅是一些展览场馆的建设，还在于建立一个以古典主义为出发

点，以纪念性公共建筑、公共空间与景观设计构成的完美城市范式。

这次世博会使城市美化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深刻影响了

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形成 [2]。

在城市规划产生之初，规划师关注的是城市的美观与秩序。刘

易斯（Lewis）对此时的城市规划有如下定义：“城市规划是一种对未

来的远见，旨在促进有秩序而具有美感的发展。它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既要考虑市民的健康生活和各种设施的便利，同时要保证城市在商

业与工业方面的进一步发展。”[3] 随着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扩展，城
市简单的秩序和美观已经不能满足资本的需求，此时城市发展面临

的问题在于“如何将保证资本高效扩张与流通的制度规则内化入城

市肌理与形态”[4]。换言之，城市规划的任务不再限于塑造壮观的城

市景观，而在于通过对城市形态的设计与管理强化一种秩序，使城

市的运行最为经济高效。用秩序替代混乱，实现对城市发展的全面

控制，促成了综合城市规划（comprehensive urban planning）的产生，

城市规划成为对城市施加秩序和监督的工具。对秩序的追求来自于

增加地块的利用效率、确定用地性质及规范其开发的需要，这就需

要对土地利用进行持续的评估、归类以及重新分配，确保土地在未

来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这种规划模式也被称为理性规划模型，它依

赖于对城市各方面信息的全面认知和全盘控制。直到今天，世界范

围内的多数城市规划实践仍受到理性主义城市规划模式的影响。



116  2019 Vol.34, No.6

实践综述 

1  “非规划”（non-planning）：对理性规划的反思

理性城市规划模型成形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彼时的

城市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仇保兴指出，理性主义首先改

变了规划师对城市形式的过分关注，将城市中的人和土地

利用也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从而拓展了城市规划的内

涵；其次，城市规划开始从基于自觉、理念或思想的艺术活

动逐步转化为基于对现实深入研究的科学活动；最后，城市

规划开始吸收生物、物理等学科的原理和研究成果，成为一

门综合性的学科 [2]。同时，理性主义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例

如以分解的方式理解城市，强调对所有事物都必须有清楚的

认识，以及过于强调清晰与明确。这些内在的不足使理性主

义规划模型自 1960 年代开始受到广泛的批判 [5-6]。费恩斯坦

（Fainstein）总结这些批判理论时指出，理性城市规划模型

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它缺少实现的主体，因为它忽视了

城市规划牵涉的人群的内在复杂性，未能听取来自多方面的

声音，也没能很好地考虑行为主体本身的多样性；同时它缺

少作用的客体，因为它忽视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试图通过

尽可能全面的科学研究理解城市，却不能正确认识到全面完

善的知识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7]。为了应对这些批判的声

音，城市规划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向协作规划、公共

参与等方向发展，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各种技术手段，增加对

城市的理解，同时还发展出众多新的空间设计的方法与理论。

在一系列对理性主义城市规划的批判与反思中，“非

规划”的思想大概是常常被遗忘但同时最为激进彻底的呼

声，它反思了规划本身存在的意义。1969 年，雷纳·班纳

姆（Reyner Banham）、保罗·帕克（Paul Parker）、彼得·

霍尔（Peter Hall）和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等

人共同发表了文章《非规划：自由的实验》（Non-Plan: An 

Experiment in Freedom），讨论如果没有城市规划，城市是否

仍可以有序地发展，或者说，“是否会产生比现在更糟糕的

情况”。他们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城市中发生的一切建

设活动都需要得到监视与控制，“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事情就

那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与发展。所有的建筑都不可以平淡无奇，

尽管它们确确实实就是平常普通的建筑；所有的建设项目都

要经过繁复的评估与规划之后才能被批准，然后才能得以建

成，可是我们最后会发现，它还是那样再普通不过”[8]。“规

划”沦为基于某些价值判断或者说偏见，对城市环境强加的

一种秩序。事实上，无论是规划师还是其他城市的决策者都

无法判断和决定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才是更好的。正因

如此，城市规划应该被废除。他们以英国三个城镇作为试验

对象，设想在这些地方实行“非规划”会有什么后果。结论

是，去除自上而下的规划手段，这些城镇也可以通过自发产

生的秩序发展，甚至会比在规划控制下发展得更好，而随着

网络技术、新兴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空间与新的生活方式

的追求，自上而下的规划会越发失灵，自发性与灵活性在组

织城市生活中将有越发重要的地位。

“非规划”的思想实际上让我们思考：规划师有多少控

制的能力？如果没有规划师自上而下的干预，自下而上的个

体行动是否可以相互协调，实现某种最优的结果？霍尔科姆

（Holcombe）认为，个体是可以自下而上对自己的生活空间

进行规划的，他们的行动经过一些制度机制进行协调，最终

形成一种集体行动，一种自发性的秩序。这种集体行动并不

是由某一个个体策划的，也没有人能预测其结果，但通过这

种社会网络，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诉求和规划都得到了满足

与协调，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调节 [9]。与

此相对的，自上而下的规划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首先，

规划师不能获得所需的所有信息以实现结果的最优化。这种

信息的缺失，一方面来自于信息获取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而

无法真正全面展开；另一方面则在于很多信息实际是存在于

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这些信息有时不能被清楚明确的表

达，更无法传授给他人。其次，规划的决策可能会被政治化，

被不同的利益所控制。但规划牵涉到很多利益时，自上而下

的规划将缺乏调解冲突的能力。

可见，规划作为一门认识城市与改造城市的实践，有着

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规划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仅

仅是规划手段本身更新进步可以解决的，其面对的根本问题

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城市——不是试图面面俱到地掌握与控

制，而是认识到其内在的复杂性和隐含的规律。

2  对城市的新认识：复杂性、自发性与“法治规划”

哈耶克（Hayek）早在 1945 年就提出，在民主社会中最
有价值的知识是“未经组织整理，甚至不能称得上科学的、

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等情形相关的知识”[10]。这种知识不受

专家或权威机构等控制，自然常常被主流与权威忽视，这也

是中央集权的规划的最大失误所在。当多元的个体自发进行

对其自身有益的活动时，便产生一种自发性秩序，这种秩序

可以内在地维持自身，并且吸引更多个体的进入，从而使这

种模式不断生长。在个体层面，没有人会意识到这种自发性

秩序的产生，它其实是一种每个个体追求自身诉求的集合副

产品 [11]。这种隐性的知识和自发性秩序在城市发展中同样重

要。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具有“有组织的复杂性”（organised 

complexity）。城市并不具有简单性（simplicity），也并非通过

统计、概率等数学方法便可以进行理解的“无组织的复杂

性”（disorganised complexity）。要理解城市，需要考虑过程，

采用归纳式的思考方式，通过特殊现象归纳一般规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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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小尺度上的“不寻常”的特征，以此为基础解释大尺度

运作的规律 [12]。

城市的自发性是其固有属性，而 20 世纪早期的建筑师
和规划师迷信于工程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力量，认为这种自发

性的城市是非理性的，必须将其铲除，代之以工业化、理性

化的新设计。基于理性的规划通常试图实现一种预先计划的

秩序，一种既定的城市理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划就要

利用行为规范，约束人们对空间的使用，以实现集体效率的

最大化。然而，规则并不能全面地约束所有行为，因为人们

总是可以有新的想法和对策，因此规划实际上无法精确地预

知未来的城市发展，也不应该被用来作为实现某一终极状态

的工具，每个个体应当被允许在某种规则的框架下，自由而

渐进地对现状进行干预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结果

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行为、自发的互动和各种意

外现象的叠加 [13]。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由数目极大的

不同要素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重复与叠加，并构

成众多反馈系统。复杂系统有着自组织的特性，其秩序是自

然产生的，因此整个系统是动态且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是

复杂系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自组织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会

自发形成某种秩序，自然而然地协调发展 [14]。社会系统的

复杂性意味着“精确预测某种特殊情况或干预行为的后果是

不可能的” [15]，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当下对周围世界认知的

不全面性，而在于我们的头脑和所处环境的固有特征。换言

之，复杂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并不因为观测数据的缺乏，

而在于其本质特征”[16]，它们在原则上就是不可知的。城市

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综合而理性的

控制，是因为它的内在复杂性和不可知性，而不是我们对它

的数据性能的掌握不足。基于城市的这种自发性和不可知

性，城市规划的意义应当在于创造一套框架秩序，使个体可

以在其中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不应当是一套“受目标支配”

（teleocratic）的深入细节的方案。规划应当被用来使个人在

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不是约束个体的行为

以达到某种确定的目标 [9]。

传统的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理性城市规划模型就是这样

一种“受目标支配”的规划，它主要通过利用“模式手段”

（patterning-instrument）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 [14]。模式手段

试图直接促成社会秩序的产生，其隐含假设是规则的制定与

其生成的社会—空间秩序是线性关联的。模式手段是一种赋

形工具，是以未来的特定状态为最终目标，它的实施依赖于

对未来的，尤其是未来细节的预测，只有这样它才能对城市

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详尽的控制。正统的城市规划便是“在城

市应该如何发展的规范性立场下构思城市可能的发展方式”。

而与“受目标支配”的规划相对的是“法治规划”（nomocratic 

planning）① [17]。而在承认城市自发性的前提下，“法治”

（nomocracy）的规划则比“受目标支配”的规划更具有应对

复杂问题的可能。所谓的法治规划指主要利用“框架手段”

（framework-instrument）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在这种模式

下，模式手段应该仅限于对政府的公共行为进行约束（例如

利用公共财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约束个体的行为时更

普遍应用的应当是框架手段。框架手段不强制控制城市中各

要素的具体属性（用地性质、建设项目等），而仅仅试图从

一开始就排除这些要素的互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它旨在

维护一种“抽象的协调”，从而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秩序，其

制定的规则并不必然指向某种特定的社会—空间秩序。框架

手段不基于对未来的预测，而基于对现实的判断；它不是赋

形工具，而是过滤工具，仅仅排除掉一些可预见的负面因素，

而不对其他的可能性进行过多干预。从本质上讲，法治规划

并不是追求公共干预的最小化，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公共干

预的方式 [14]。因此，城市规划的重点不仅在于制定灵活的、

可以适应并引导未来城市空间和社会变化的规划方案（规定

城市发展应当遵循的模式），更重要的在于创造一套稳定而

简单、抽象而总体的规则，使空间和社会可以自己灵活发展；

其关键并不在于简单应对变化、处理变化，而在于促成变化

的发生（制定城市可能发展方式应当遵循的制度框架）。

接下来本文将以荷兰阿尔梅勒—奥斯特沃尔德为例，阐

释法治规划的思路如何被应用于一个试验性的项目中，又可

以带来怎样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3  案例研究 ：荷兰阿尔梅勒—奥斯特沃尔德

阿尔梅勒（Almere）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都市区内，是荷

兰最年轻的城市，始建于 1976年。与荷兰其他主要城市不同，
阿尔梅勒还有大量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因而在建设的 30
年中得到快速的发展。如何在逐渐显现的环境人口压力之下

继续可持续而保持自由的发展，是这座城市面临的主要议题。

2009 年，阿尔梅勒市政府提出“阿尔梅勒 2.0”战略规划方
案，旨在引导阿尔梅勒在尺度规模不断放大、人口不断增加

的未来有可持续的发展。这一计划代表了荷兰一些新城的发

展趋势②。奥斯特沃尔德位于阿尔梅勒中心城区东部（图 1），

① 值得指出的是，“nomocratic planning”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对应概念，可能引起一些歧义。它并非强调某种规划手段是否

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而强调规划实施的主要依据是调控过程的规则，而非导向特定的结果。无论何种规划模式，都需要经过法律的程序，而

这里的“法治规划”与规划产生效力的依据无关，意在说明规划实施过程中遵循的原则。

② https://english.almere.nl/the-city-of-almere/



118  2019 Vol.34, No.6

实践综述 

是阿尔梅勒正在规划建设的新区之一。在“阿尔梅勒 2.0”
战略规划方案中，阿尔梅勒—奥斯特沃尔德将为人们提供实

现他们想要的生活与工作模式的空间，遵循有机发展的模式。

奥斯特沃尔德将主要被建设为低密度的居住与工作社区，在

现有环境条件的基础下自然有机地发展，与经过严格规划的

阿尔梅勒中心城形成鲜明对比（图 2）。

3.1  荷兰规划文化的发展 ：从综合规划到有机发展
以阿尔梅勒为代表的荷兰城市规划发展经历了两个重

要的阶段：从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到有机城市发展。荷兰有着

综合规划的传统，政府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政府负责对土地利用的方式进行详尽的规划，公共部

门负责建造各类公共设施，同时负责出资开发私有的地块，

业主将从政府处购买已经开发完毕的地产。这样大规模的、

由公共部门引导的土地规划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公

私各部门的利益，并且能够较为有效地约束未来的发展。但

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政府需要负担大量投资，同时这种规

划方式以目标与供给为导向，缺乏自由度，这都意味着较

高的风险。

自 1990 年代后期，荷兰的规划模式开始发生一些转变，
由政府积极主导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向有机发展的模式转

移。在这一阶段，政府部门仍然会制定总体规划的方案，但

对用地的细节仅做较为宽松的规定。公共部门主要负责重要

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道路、污废处理、供能设施等，对

于私人土地的开发与建设则制定一套导则（Dutch National 

Code）作为引导。个人有权购买土地，并按照一定规则自行

进行开发建设。在这种有机规划的模式下，政府需要承担的

投资大大减少；同时因为个人有义务对自己进行的开发后果

负责，政府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大大减少，这在充满不确定性

的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此外，这种开发方式以供给和需求

为导向，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可以充分发挥民众的智

慧，激发城市自发而有序地发展。

总之，传统的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规划倾向于在大尺度

上进行建设项目的整体开发，这种规划模式为未来的图景绘

制精确的蓝图，注重项目本身的管理。在开发层面，这一类

项目依赖政府作为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积极投入项目的各个

阶段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与之相对，有机的规划发展方式采

取小尺度逐步开发的模式，以战略式的发展愿景代替精确的

发展蓝图，注重对过程的监管而非结果的精确控制。在开发

层面上，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不再承担主要开发商的职责，

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参与到城市的开发建设中（图 3）。这种
有机规划方式更能发挥城市的自发性，也能更好地应对危机

和各种不确定性 [18]，因此逐渐被荷兰很多城市和区域的扩建

或再开发项目采用。

3.2  奥斯特沃尔德 ：“自由之境”
作为阿尔梅勒最新的开发区域，奥斯特沃尔德采用了

有机发展模式的一种极端模式。2012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

展上，MVRDV 以“奥斯特沃尔德自由之境”（Oosterwold 

Freeland）为主题，以奥斯特沃尔德为案例，提出了一种激

图 1  奥斯特沃尔德的区位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

图 2  “阿尔梅勒 2.0”战略规划方案
图 3   综合城市发展与有机城市发展的比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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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将自上而下干预最小化的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这一

概念也成为阿尔梅勒地方政府规划开发奥斯特沃尔德的核心

内容（图 4）。
自由之境的核心思想是：在奥斯特沃尔德，每个人都

有权利生活在自己想要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

的喜好修建房屋，使用自己的土地，大家将一起规划奥斯

特沃尔德，每个人的意愿和创造力都会得到尊重。但在拥

有自由的同时居民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自由之境并非游

离于现行的法律之外，也并非提倡一种无政府主义。相反，

它遵循一种常识：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不可以

损害他人的利益。在奥斯特沃尔德，居民不仅在自己的土地

上建设自己的房屋，还要承担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如道

路、能源供应、垃圾处理、储水设施和公共空间等。换言之，

居民不仅在为自己建房子，也在和城市中其他居民一起建

设城市。

奥斯特沃尔德的这种建设方式重新定义了政府和未来的

城市居民各自的责任，这是一种参与性、适应性，同时具有

开放性的建设方式。在奥斯特沃尔德，决定城市未来的权力

掌握在社区和居民的手上。整个开发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具

有很强的包容性，并且能适应和满足社区与居民的需求。这

种开发模式使有机的城市发展成为可能，而这种发展也不

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区的发展不断变化。

MVRDV 认为，他们的这一设计方案是“荷兰城市规划体系

中的一次革命，因为在这里，占主导的不是来自政府强加的

规定，而是居民自发推动的有机发展，居民可以自由创造他

们想要的社区、公共空间、都市农业以及道路等”。按照当

地政府的计划，在未来的 20 年内，奥斯特沃尔德将主要遵

循自组织的原则，发展成为全荷兰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试

验园 [19]。

3.3  要素与规则
奥斯特沃尔德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用地规划，但其开发

建设将严格遵循一系列开放式的规则。事实上，这座城市的

建设并不是从零开始，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一些现存的建筑、

道路、绿地、水系、管道和供能设施等作为未来发展的基

础（图 5）。在奥斯特沃尔德开发的过程中，首先对这些现
状条件进行记录与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奥斯特沃尔德

的骨架，即城市的基本结构（图 6），这一基本结构也是在
奥斯特沃尔德开发的过程中唯一经过自上而下的“设计”

的部分。这一做法确保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与能源的供给，

以及对重要开放空间和发展廊道的保护。奥斯特沃尔德的规

划不对具体的地块提出用地性质的限制，但对整体的用地构

成提出了比例上的规定（图 7）。同时，根据每个地块内各
类功能可能的比例，将建设地块区分出普通（居住）地块、

就业地块、服务地块和混合地块，除此之外还有蓝色地块、

图 5  现存的要素 图 7  规划用地构成

图 6  规划的城市基本结构图 4  奥斯特沃尔德的土地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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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地块、绿色地块和红色地块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地块（图

8）。根据其具体特点，这些地块可以被安排在城市不同的
位置（图 9）①。

除去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结构之外，奥斯特沃尔德

将被交付给独立的业主，并在一定的框架范围内赋予他们最

大的自由，充分调动其自发性与创造性，促成奥斯特沃尔

德的有机发展。在奥斯特沃尔德，每块场地的规划和开发

都需要遵从 10条基本规则。这 10条规则协调了个人与集体、
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利益，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机构都需要

遵守②。

（1）奥斯特沃尔德由大家创造。无论是个人还是开发团
体，每个人都可以来参与奥斯特沃尔德的开发，但业主需要承

诺在较长时间段内对自己的土地和项目负责。这样从城市发展

的初期就可以确保项目的多样性，也保证了一定的稳定性。

（2）自由选择开发地块。只要有合适的土地，业主也愿
意支付相应的价格，便可以自由决定他希望开发的地块大小、

形状和位置。这种模式可以为奥斯特沃尔德带来很强的多

元性。

（3）通用的地块分割规则。尽管奥斯特沃尔德原则上鼓
励多样的土地开发，为了确保奥斯特沃尔德拥有自给自足的能

力和一定的秩序，大部分地块都必须遵从同样的“通用地块”

原则。每个地块中都必须具有以下五种功能：建设用地、场地

铺装、供水、公共绿地以及农业或园艺用地。这些功能之间要

留以规定适当间距，但间距会随地块大小而成比例变化。

图 8  建设地块构成模式

① https://english.almere.nl/fileadmin/files/almere/subsites/english/Draft_strategic_vision_Almere_2.0.pdf

② https://almere20.almere.nl/fileadmin/files/almere/subsites/almere_20/deel1oosterwold.pdf

图 9  规划城市结构与地块可能的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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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地块的规则。一些具有特定特征的地块可以
被规定为“特殊地块”，不受上述通用地块划分规则的约束。

这些特殊地块可以是现存的林地、新建设的绿地、高密度开

发点（新的城市核心）、快速路沿线（可以布置更多的工作

地、风车或农业用地）或商业地块。各类特殊地块根据自身

的特点又会有一系列特定的开发设计规则。

（5）基础设施人人有责。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将由公共
机构负责开发，而局部的道路等设施将由每个业主承担——

负责自己地块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道路都将成为公共道

路系统的一部分。业主新建设的道路必须与已有交通网连接，

并且为后续道路的延伸留出空间。每个地块的边界都必须留

出一段无建筑带，作为绿化和人行道路网络的一部分，其宽

度根据地块所处的环境和地块的大小确定。

（6）发展的自由和限制。通用地块的规则规定了每个
地块的建设总量，但不会约束各种功能（住宅、办公、服务

或其组合）的比例。为了保证绿地和公共空间的质量，单体

建筑的体量和建筑的密度将受到一定控制——基本容积率为

0.5，一些核心地区的容积率可以达到 1.0。
（7）建设绿色的奥斯特沃尔德。奥斯特沃尔德三分之二

的面积应该被绿地覆盖，用于农业、林地、休憩场所和花园

的建设。业主将承担对地块内绿地的管理。各地块内的公共

绿地应当形成整体的网络体系。

（8）每个地块环境方面应当自给自足。业主要负责自己
地块的供水、水处理、供能、环保等问题。

（9）每个地块应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在一些乡村的
地块中，可以用适当的产业功能替代一部分农业或开放空间。

（10）公共投资。不同于一般城市建设项目的公共投资
在前而后私人投资跟进的情况，在奥斯特沃尔德，只有私人

投资就位并且取得收益，公共投资才会进入，并且主要起补

充作用。

在遵循以上普遍性规则的基础之上，虽然地块的开发具

有较大的自由度且没有时间或空间的顺序，但每个地块的规

划和使用都需要包含一定的基本要素，包括道路设施、建筑

物、都市农业、公共绿地和供水供电设施等（图 10）。
（1）道路设施（图 11）：确保地块的可达性。业主负责

修建将地块和交通网联系起来的支路，并且在地块周围修建

自行车道和人行通道。

（2）建筑物：组织地块内的建筑物。紧凑的发展可以为

整个社区贡献更多开放而连续的绿色景观空间（图 12）。奥
斯特沃尔德的开发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职住结合的机会，可以

发展的产业包括都市农业、大型商业集聚体、零售与服务等。

通过小型混合的商业和服务设置，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图 13）。

图 11   道路设施的建设

图 12  地块内建筑物的组织

图 13  发展多样的产业

图 10  地块中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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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负责产生自己所需要的可再生

能源，并自行处理污废水。

在奥斯特沃尔德，土地的开发始于业主开发的意向，政

府的行为将受到限制，主要帮助与支持业主的开发行动。在

遵循现有的区划和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个人之间进行土地

的交易并按照上述规则进行地块的开发建设。但地块之间并

非孤立发展，业主之间将对公共设施等设计和供给达成协议，

若干地块之间相互合作，统一管理（图 18）。

4  总结与反思

4.1  简评“自由之境”
奥斯特沃尔德的开发建设尚在进行之中，还很难预测其

发展的终态，不过这也是奥斯特沃尔德规划的初衷所在：以

规则代替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以不确定的、自发产生的未来

代替蓝图式的确定图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等公共部门的

作用受到限制，个人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无

条件的，而是建立在遵守一定规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奥斯

特沃尔德并非遵循非规划的思想，更不是反规划或无规划。

它是一个典型的法治规划的例子，通过一系列规则的制定，

构建一套框架规则，在排除可能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赋予个

人充分的自由。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业主在奥斯特沃尔德的

建设中看似享有很大的自由，但一些重要的指标，如总建设

面积、容积率、土地功能比例等都是严格确定的，业主提出

的建设方案均需要符合这些指标的要求，因此最终的建设结

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可以预知的 [20]。

自由之境反映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对传统规划思路和实践

在经济运作方面的反思。在荷兰的规划传统中，政府承担了

主要的土地开发任务，业主将从政府手中购买已经建设过的

土地。这种模式使政府必须承担较大的经济风险，这种形势

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显得更加严峻。而自由之境提出的
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与政府分担风险的土地开发方式，政府只

负责基本基础设施等投资，具体的土地建设则由个人自由完

成。即使面对不利的经济形势，政府也不会因为无法收回土

地建设的成本而陷入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之境不仅

仅是规则制度上的一种创新，更是对越发不确定的经济社会

发展前景的一种回应。

在这一过程中，制定恰当的规则至关重要，规则决定了

整个系统是否能有效地运转。事实上，如何制定恰当的规则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除了本身语言形式的要求之外，好

的规则应该有明确清楚的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状况。在理想状态下，框架规则的优势

体现在它的三个主要特征上。首先，框架足够开放和灵活，

可以为实验留足空间，并允许人们根据自己拥有的知识和技

图 14  鼓励都市农业

图 15  可能的公共绿地的类型

图 16  地块内的供水

图 17  智慧供能系统

图 18  奥斯特沃尔德的开发模式

（3）都市农业（图 14）：开展都市农业，预留开放空间，
设置生产性景观。

（4）公共绿地（图 15）：每个地块上的开放空间都将成
为奥斯特沃尔德绿化体系的一部分。多种多样的绿化措施，

共同构成了奥斯特沃尔德的生态景观系统。

（5）供水供电设施（图 16, 图 17）：每个地块都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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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自行决定行动方式；其次，框架具有足够普适性，可以在

全局中使用；再者，框架建立在对行为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的

控制上 [21]。在奥斯特沃尔德的案例中，现有的规则条款似乎

足够明晰，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些规则在不断试错的过

程中被调整，导致了规则的不连续，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22]。

由于城市尚在建设初期，这些规则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否很好

地协调各方利益，按照预想的途径进行发展仍然是未知数。

但显而易见，以导向为主的规则框架在整个规划开发过程中

起到核心的作用，其稳定性和有效性需要得到保证。

因为在自由之境中集中的干预被最小化，其他私人利

益相关者之间，以及私人与项目协调者之间的关系就至关重

要。目前除了项目协调者以外，业主主要分为三类人群：首

先是独立业主，他们自行建造发展地块；其次是联合业主，

是一些独立的业主联合起来建造一些公用设施以节省各自的

开发成本；最后还有房地产业主，他们在购买开发土地之后

将土地或房屋出售 [20]。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无论在公共

设施供给还是减少负外部效应方面，完全依赖私人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协调会带来一些问题，矛盾主要集中在如何让个人

联合起来提供公共设施和空间，以及个体之间如何有效地协

调。例如：私人无法负担建设公共设施时前期调查的成本；

公共设施供应商对集中和规模的要求与私人业主的分散特征

之间的矛盾；由私人负责公共服务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

低；私人业主享有的自由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如一些

地块因为经济效益或自然环境较差而无法被开发最终控制； 

等等 [22]。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奥斯特沃尔德的案例非但没有

贬损公共部门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的作用，而是从反面印证了

公共干预的必要性以及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4.2   激发“受控自发性”：探索法治规划与私人规划的

新思路
前文已经提到，在奥斯特沃尔德，规则的制定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自由之境实际上区分了两种规则：设计强加的

规则和容许“受控自发性”（controlled spontaneity）的规则。

前者约束了重要的城市结构，包括总体而言的土地功能构成

以及公共设施的配置，这一部分规则的结果是已知的；而后

者约束的是个人的行为，从另一方面而言是赋予个人受控的、

不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的自由，这一部分规则的结果是未知

的。长久以来，建筑师和规划师迷恋展示未来的愿景，却常

常忽视从现状到愿景的路程。如果说，对于古代的城市而言，

城市的愿景很可能通过强有力的集权力量实现，那么对于今

天的城市而言，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主导城市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声音要求加入对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当今城市所

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变化和不确定性是当代城市发

展的主题词。听取多元的声音，使城市更好地面对变化和不

确定的内在要求，在于激发城市的“受控自发性”，为城市

的发展预留充分的空间和潜能。

自发规则（spontaneous order）背后基本的观念在于规

则并非由单一的设计师制定。分散的决策者在某些非结果导

向的规则的约束之下独立寻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这些目

标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最终还是会形成具有特定秩序的系 

统 [23]。对自发规则的认可，意味着对城市发展不可预知性的

认可。城市的发展由千千万万独立个体的活动推动，城市的

空间表征由这些可能合作、也有可能相互冲突的活动塑造。

规划作为一种法规手段，实际上影响的是无数个个体不可预

知结果的活动，为了保持系统的稳定和有序，规划完全可以

通过简单的规则约束本无规律的自发互动，形成自发规则，

即城市系统的自发秩序。然而长久以来，规划主要着眼于约

束最终的结果，忽视了实现这种结果的过程，也在无形之中

扼杀了自发性可能带来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充分发挥受控自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传统理性规

划对完整全面的知识的依赖。理性规划受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即在于它对全方面理解城市、建立健全的知识库的强调，而

这即使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之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其

依赖自上而下的对知识不全面的收集，不如充分发挥民众的

才智，利用分散在民间的知识，使市民自己协商与管理自己

的生活，这是法治规划的出发点之一，也在奥斯特沃尔德的

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近年来，西方的规划界开始兴起对“私人规划”（private  

planning）的讨论。“私人”即“非政府”。 福德瓦瑞

（Foldvary）指出，私人规划强调的并非所谓的政府管控与自

由市场的区别，而是“强制的治理”（imposed governance）

与“基于自愿的治理”（voluntary governance）的区别。他认

为，规划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各组织内部的构成机制，

参与者之间契约性质的关系，以及随着外界条件变化的自发

发展 [24]。从这个角度而言，私人规划比政府规划更为灵活，

因为私人之间的契约比政府规划所制定的总体规划、区划和

相关法令等更容易进行修改。同时，由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因

为资金的相对缺乏，在一些情况下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

影响，私人规划者因为自负盈亏的特点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这一类现象。私人规划与法治规划有着类似的思想根源，本

质上是对自上而下的、以用地为中心的规划方式的反思。自

然，私人规划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保证公共价值，如

何确保在个人自由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

损害。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一直是规划所关心的问题，

私人规划则将二者之间的张力再次推向前台，既显示了私人

自由的潜力，又印证了公共协调与管理的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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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自由之境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城市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以及法治规划、私人规划等规划思想的一次应用实践，

本质上是一次对盛行东西方近百年的城市规划方式的反思。

尤其在荷兰这样传统上规划力量较强的城市语境中，自由之

境作为“有机规划”实践思路下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不仅

是对特定社会市场制度的挑战和调整，探索能更好应对当今

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途径，更是对公私关系、对治理

制度更深刻的反思。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我国具有与荷兰完

全不同的土地制度和城市现实，照搬这一套理论和实践自然

不可取。但在今天，新城新区开发放缓，城市更新修补逐渐

成为主要议题，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控规手段之外更灵活的规

划思路的需求。自由之境所体现的对城市中个体自由与需求

的关注、对灵活的框架而非僵化的计划的强调等，都有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注：文中图 2 及图 5—图 9 源自 https://english.almere.nl/
fileadmin/files/almere/subsites/english/Draft_strategic_vision_
Almere_2.0.pdf ；图 4 及图 10—图 18 源自 Oosterwold land 
initiative report， https://almere20.almere.nl/fileadmin/files/
almere/subsites/almere_20/deel1oosterwold.pdf。

感谢匿名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对本文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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