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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表现出的快速城市化

态势对国家资源与环境形成了巨大与持久的压力。中国人

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城市扩张不仅消耗了大量的

土地与能源，同时还因基础设施建设量增加、机动车使用

频率提高等原因，加剧了环境污染。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2013 年，全

球越过了一个重要的界限——超过 50% 的人口居住在城

市，到 2050 年这一数值将超过 75% [1]。

各个国家的城市化呈现出不同类型：有经历了第一

次与第二次工业技术发展浪潮的成熟城市，也有正在形

成的新兴城市。本文从数字化通信技术（DCT: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如何影响与改变城市形式的

角度，挖掘成熟城市与新兴城市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一种

扁平城市的城市发展趋向，并讨论了扁平城市对中国城市

发展的启示。

1  三次城市浪潮与成熟城市

1.1  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浪潮
世界上最为古老与知名的城市都曾经历了由机械能

（machine energy）驱动发展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通信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纽约、伦敦等大都市的第一次发展

浪潮中，工厂、有轨电车、家庭以及地铁所使用的能源大

部分来自于燃煤蒸汽。那时，电报以及日报等大型媒体机

构是通信的主要形式；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石油内燃机

带来了第二次浪潮城市。个人的交通方式转化为机动车交

通，而铁路与卡车主要用于货运。这一时期，通信的形式

主要是双向的电话通信以及单向的广播电视网络。

在第二次城市浪潮蓬勃发展时期，工作与居住等主

要城市功能区之间的距离被拉长，郊区大多是工作者睡觉

的地方。人们长距离的驾驶，以及郊区独立住宅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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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效利用，导致了人均能源消耗与人均温室气体（GHG: 

Greenhouse Gas）排放量的提高。

在北美，大多数工作职位位于中心城区，这样的城市布

局引发了城市中交通设施的大量建设。二战结束后，美国迎

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公路投资时代。仅仅 20 多年，洛

杉矶地区就变成了一个拥有世界最大高速公路系统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一个完全依赖个人机动交通的世界 [2]（图 1）。

1.2  第三次城市浪潮与成熟城市（mature city）出现
虽然第三次城市浪潮成型较慢，近些年却发展快速。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电话的出现，理论家们

预言一个更为分散与高效的城市将会到来，这种城市不需要

负担因为城市功能严重分离而产生的区域之间大量交通连接

的成本。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远

程交换还仅仅停留在工作者的个人数据交换上，居住区的蔓

延以及随之而来的通勤距离的增长并没有减弱。

直到智能手机以及家用电脑的普及，成熟城市慢慢开始

成型。在智能手机的帮助下，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场所工作

或娱乐。

（1）驾驶量的减少

多年以来，美国人均驾驶里程在逐步上升，美国人每天

在城市及其周边进行越来越长以及越来越大量的通勤活动。

据统计，2000 年美国人每天平均旅行量是 20 世纪 20 年代

的 10 倍 [3]。

到了 2005 年，人们的旅行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2008 年美国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在之后的几年，美国经

济一直在持续衰退。到了 2013 年，美国人的汽车旅行距离

比 2005 年降低了 9%。这个下行趋势在 16~34 岁的年轻人群

中达到了 23%[4]。

智能手机、云计算以及通过固定场所自由获取数据，促

进了人们出行量的下降。远程办公在持续增长，2005—2011
年间增长了 73%[5]。即使当工作者坐在相连的办公桌，他们

也会利用电子方式彼此联系。会议可以采用 “Skype”或者

其他能够面对面的电子会议技术，例如思科网真①、云视频

（Video Cloud）等。

在各种数字通信技术（例如，在线会议、云计算、电子

邮件以及视频电话）的全力帮助下，距离不再是问题，工作

更多地成为一个“我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我要去的地点”。

虽然现在大部分依托数字化通信技术的远程工作者每周仍旧

需要去固定的工作场所，与他们的工作伙伴或者顾客面对面

地交流。但是，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渐地减少人们

的通勤旅行 [5]，它用“可入性”替代了“移动性”[6]，“远程

工作”与“在办公室工作”之间正在发生着相互替代与补

充 [7]。据调查，微软公司通过灵活的办公形式，已经减少了

27% 的通勤量。永实国际律师事务所每年在差旅上节约了七

位数的花销 [8]。

现在，很多人开始习惯于在家工作。这样的现象刺激了

对靠近住所的公共设施的需求，以及将城郊居住区变成一个

更为完备的可工作、可居住场所的需求。近些年来，许多大

城市渐渐摆脱了单中心结构，人们的日常通勤目的地不再仅

仅是往返于老的 CBD，而是在更为广泛的城市区域中扩散 [9]。

因此，单一中心的二次浪潮城市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单一文

化的郊区飞地也在加速消减。

（2）随处可工作

同样的力量将人们从城市中心的办公室推了出来，也将

人们从家中驱逐了出来。在数据被存储在云端的条件下，人

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工作——可能是咖啡馆、

公园的长椅，以及其他很多可选择的公共场所（图 2）。
如果将办公室与家比作人们生活的两个极点，城市越

来越需要处于这两个极点之间的可供选择的工作场所，在这

① 一种通过结合高清晰度视频、音频和交互式组件，在网络上创建一种独特的面对面体验的新型技术。

图 1  建于 1961 年的洛杉矶 1-405 公路
资料来源：People for Bikes. Quick builds for better streets: a new project delivery model for U.S. 

cities[R]. 2016. 3.

图 2  在咖啡馆工作的人们
资料来源：Có nên làm việc tại nhà, quán cafe thay vì đến công sở?[EB/OL]. (2015-07-11)

[2017-03-15]. http://lienthongchinhqu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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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们可以工作，或者与合作伙伴、客户会面，这样的场

所被称为“第三空间”。正如考恩琉斯·麦德维恩（Cornlius 

Medvei）所言“当我们决定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时，‘第

三空间’是一个能够激发更好的合作与思想火花的地方”。

“第三空间”往往离家不远，通常是配备 WiFi 的咖啡馆、

酒吧和图书馆，人们对这类城市空间的需求还在持续增长 [8]。

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拥有丰富的步行可达的商

业设施、建造于街车时代的老中心城市以及第一环郊区，在

美国经济下滑的 2008 年，它们的价值并没有出现大幅降低

的现象。相对的是，第三环郊区的平均价值降低了 30% 多。 

“随处可工作”促进了更为完整的社区、以及人们全天可以

通过步行、自行车以及短途公共交通往返家庭与服务场所生

活方式的形成。

很明显，当本地服务与活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越大

时，消耗的能源就会越小，还会导致对交通设施需求的降低 [6]，

城市会变得更为可持续。

2  新兴城市

2.1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 
事实上，在那些新兴城市中发生的类似变化更是令人难

以置信。相较于成熟城市，拉丁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的人口从

农村到城市的迁徙处于一个更早期阶段，但是发展很快；到

2060年，将会有 30亿人口从农村移居到城市 [1]。在很多城市中，

非法定居点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涌现了出来。快速扩张的定居点

与城市中原有的“合法”片区看起来格格不入。

除了正在努力地通过排列式的高层住宅区、蔓延的高速

公路以及 10 车道的城市干道来完成二次城市浪潮的中国之

外，其他很多新兴城市虽然看起来混乱，但是它们正在避

免极端的土地使用功能分离，以及对长距离交通设施依赖

等问题。

在那些以有机形式连续增长的地区，一种新的更可持续

的城市形式正在涌现，通信在其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圣保

罗（São Paulo）的大部分自建棚户区在十几年前逃避了法律的

管制。对于那些从农村涌向城市的移民，棚户区提供了合理而

安全的环境（图 3）。这里的居民有很高的就业率——大概有

超过 50% 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被雇佣或者自雇 [10,11]。小型

创业活动史无前例地活跃。与政府投资的单一功能高层社区相

比较，这些有机社区具有天生的韧性和适应性。它们能够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尺度，通过自我调整，促进创业行为的发生。这

样变化的关键何在？总的来说是数字化通信技术，尤其是移动

电话。

2.2  手机带来的一种新自由

对于很多居民来说，移动电话的获取可能早于供排水设

施、取暖设施、家具 [12]。在成熟城市中，手机是日收入没有

超过 10 美元人的奢侈品，在新兴城市则不同。在里约热内

卢最大的贫民窟罗西尼亚（Rocinha）中，虽然许多地段缺

乏诸如排水系统等基础服务设施，但是这里却拥有大量的网

吧，以及免费的 WiFi 系统 [13]。

近 10 年，一个依赖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全新商业形式出

现了。移动电话促使人们用现代途径从事经济活动。人们不

需要去银行而是通过移动电话就能操作银行业务。经营者与

顾客的关系更为直接——经营者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提供服

务，顾客因为接受了服务可以多渠道地将钱转给经营者 [14,15]。

这个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来支持基础设施。伴随着这些

城市的发展，更为成熟的智能电话与互联网接入技术将被更

为广泛地应用 [16]。

数字化通信技术对这些城市的形态产生了影响。新兴区

域拥有数量众多、功能多样、规模微小的企业——例如大量

自发形成的沿街商业以及一些小型工厂。这些小型的企业往

往与本地需求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提供的服务多为非正式的。

“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本地的社会与商业网络”[17]。这样的小

型企业非常的现代，它们经常集中于街道或集市中，以便于

顾客和供货商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方便为大量客户提

供更为多样的服务 [18,19]。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发展给这些小型

企业创造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好的生存条件，例如经营者与

供货商、消费者之间的远程联系，为小型企业的多渠道经营

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持 [20]。在新兴城市中许多工作机会是这

种小型商业企业创造的，它们能够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低成

图 3  巴西圣保罗的棚户区
资料来源：BONADIO L, EM SP. Paraisópolis ainda sofre com problemas de infraestrutura [EB/

OL]. (2011-12-21) [2017-03-15]. http://g1.globo.com/.



56  2018 Vol.33, No.2

城乡研究 

本的服务。经济机会与自由度的增长反映在新兴城市的尺度

中——狭窄的街道、紧凑的房子以及有机的结构。这样的工

作不仅仅创造了价值，它们还对人们的生计以及更为广泛的生

存环境产生了影响 [17]。

2011 年，扬·库里利卡（Jan Kudlicka）研究了罗西尼

亚（Rocinha）中的“小农场”（little farm）片区，他指出贫

民窟的形成体现出一种根据居住者的需求来建造城市的新方

法。巴西的平民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现代城市中的乌托邦。

它是一个运行非常良好的自满足系统，人们彼此熟悉，互动

频繁。这里没有主要城市中心，没有集中的工业区以及大型

的购物中心。不同的小型中心彼此连接、功能互补。这样的

结构既有利于人们在步行距离解决生活需求，又具有较强的

社会稳定性① [21]（图 4）。

2.3  新中产阶级的出现
在发达的二次浪潮城市，人们热衷于追逐属于自己的中

产阶级标签——郊区住宅、汽车，这个巨大而昂贵的系统需

要高比例税收来支撑。新兴城市通过更为经济的基础设施介

入的方式，例如哥伦比亚麦德林（Medellin）的高架公共交

通系统，以及巴西库里蒂巴（Curitiba）对快速公交的创新

性利用，逐渐规避了洛杉矶式的高速公路狂欢。在新兴城市

中，智能手机与电脑已经成为新中产阶级的标志 [22]。

新兴城市中，财政资源被更有效地分配到教育孩子、买

房子以及购买经济保险中。一些南美城市例如麦德林和圣保

罗，城市居民生活处于较一些非洲与亚洲城市更为成熟的阶

段。据统计，在巴西，2003 年贫民窟的居民有 33% 为中产

阶级，而到了 2013 年，中产阶级达到了 65%[23]，这是一个

很快速的增长。相当多的居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并且

有足够的经济保障来支持孩子接受教育 [8]。

通信技术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与工作机

会，这些都是促进这一部分城市居民在短时间成为中产阶级

的原因。世界银行曾指出，数字化通信技术在扩展支付服务、

强化社会安全网络、创造新的经济活动机会以及贫民窟环境

改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改善了贫民窟中的贫穷人

口以及弱势人群的生活。在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的贫民窟中，

非政府组织（NGO）创办了 110 所计算机科学与公民教育

学校。学校每年培训了超过 25 000 名年轻学生，教授他们

通信技术与技巧，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教育以及改善生

活的机会。同时，通过数字化通信技术，许多贫民窟居民接

受了人权教育。这样的教育帮助他们远离毒品，重燃了对正

规学校的兴趣，提高了对个人能力的认知 [14]。

3  扁平城市

3.1  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去中心化趋向
无论在成熟城市还是在新兴城市中，通信技术的发展正

在改变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也正在成为塑造城市的主

要力量 [7]。世界范围内，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技术变革与持

有量在快速增长②。相应地，移动基础设施正在迅速升级，

以便于高性能的数据服务和新的应用程序能够更好地服务全

球数十亿用户 [24]。数字化通信技术正在渗透到城市的物质结

构中。这些技术明显地和无形地形成了新的使用与建构城市

空间的路径 [7]，并将影响既有城市形态与结构。

在城市中，人、技术、场所的关系将被重新定义。无论

收入多少，灵巧的移动设备已经成为标配，人们可以在城市

图 4  罗西尼亚不同的小型社区中心相互连接、功能互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 VINNITSKAYA I . Regeneration of the favela de rocinha slum / jan 

kudlicka[EB/OL]. (2011-07-01)[2017-05-26]. http://www.archdaily.com/ ；KUDLICKA J. Favela 
rocinha[EB/OL]. (2014-10-04)[2017-05-26]. https://www.area-arch.it/.

① 扬·库里利卡指出过度集中使现代城市容易受到伤害——如果其中一个停止运转，那么城市将是危险的。而在贫民窟这里所有的部分彼此交流

与合作。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独立单元出现问题，它可以被它周边其他部分所替代。

② 根据 2015 年爱立信移动的报告，2014 年全球移动用户总数约为 71 亿。

如何利用现有的空间？ 增加缺失的功能 结合原有的空间节点 形成彼此关联、互补

的小型中心

教育
剧场

医院
商店酒吧

警局

电影院

运动场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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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大部分场所彼此连接。以人为本的技术产生了更为丰富

的用户体验，“面对面”不再是维持全日制的工作关系的必

要。这样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出行量，并对现有城市公共设

施提出新的要求 [8]。总有一天，它会改变所有城市的面貌。

在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影响下，城市在近几十年呈现出更

为多中心和动态的形式趋势 [25]。相较于机动交通，数字化

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具有革命性的城市空间的变化。新

的通信技术的发展可能引发工作场所位置的更为广泛的离散
[26]，并会引发城市空间离散的趋势，进一步地产生城市的“去

中心化浪潮”[7]。

克里斯多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与阿

兰·柏图（Alain Bertaud）曾经梳理了不同类型城市模式的

特征，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亚历山大在对比了人造城市与

自然生长城市的组织方式的基础上，解释了“树形城市”与

“半网格城市”的不同概念 [27]。相似地，柏图将最为常见的

城市空间结构归为四类，其中最为典型的为“单中心模式”

与“都市村庄型多中心模式”① [9]。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与表

述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半网格模式”

与柏图的“都市村庄型多中心模式”都表现出了“去中心

化”的特征，它们都能够避免大量的城市资源集中于一个或

几个城市中心，降低人们的通勤量，是更为可持续的城市模

式（表 1）。

3.2  扁平城市
数字化通信技术进步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指向了一个城市

发展的新趋向——可以被称作“扁平城市”。扁平城市中的

“扁平”并不主要指城市形态上的低矮、平坦，它表达的是

城市组织结构上的“扁平”。

在此，借用组织学中的“扁平”来帮助理解扁平城市的

概念，例如扁平与公司的机构结构相关联时，是指通过减少

组织层次、裁剪冗余人员来建立一种紧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

使组织变得更为灵活、敏捷，提高组织效率和效能 [28]。传统

的多层次、等级分明的金字塔企业组织结构因为笨重、迟缓

和缺乏灵活性而饱受批评，许多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向扁平化

的方向转变。

从城市空间的组织上来讲，第二次浪潮城市具有明显的

金字塔状的层级关系，可以被称为“极化城市”——城市的

主要工作、消费娱乐场所集中于“极点”——城市中心。人

们沿着城市道路向“极点”流动。拥堵的交通、大量耗散

的时间，使城市陷入困境，这样的局面在中国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

与组织管理学中的“扁平”相类似，扁平城市表达的是

一种层级更少、交互更多的城市组织方式。扁平城市是一种

在城市中大部分区域都能够获得经济与信息自由的城市。在

扁平城市中， 数字化通信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摆脱或者至少是

极大地消减了对城市地理“极点”依赖的条件。数字化通信

技术形成的虚拟连接部分代替了空间实体上的联系，它能够

避免过多的城市资源集中于城市中心，以及对昂贵的长距离

延伸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原来集中

于城市中心的公共空间与工作场所，被分散到城市中的不同

区域，人们的大部分工作、娱乐与居住等日常活动需求能够

在短距离、结构更为紧凑的城市空间（多功能的街道与开

放空间）中解决。这样的趋势有利于产生一个更为可持续的

“扁平”的城市形态（表 2）。在扁平城市中，个体具有更

高的灵活性，很多时候他并不需要驾车花大量的时间奔赴工

作所在的 CBD，而只是步行去街角的小咖啡馆工作。这个

城市形态有助于降低城市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形式上，扁

平城市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去中心化的城市结构；

（2）短距离的通勤模式；

（3）更小的城市公共中心。这些公共中心彼此连接、功

能互补，能够容纳工作、娱乐等多项功能。

① 柏图将常见的城市空间结构分为单中心模式、都市村庄型多中心模式、随机运动型多中心模式以及类向心与随机运动型的单、多中心混合模式。

表 1  亚历山大与柏图的城市模式对比

亚历山大的城市模式 柏图的城市模式

树形模式：人为建造的城市，分层级、节

点的单向关联

单中心模式：工作职位与基础设

施高度集中的高密度中心，人们

从城市周边向中心辐射状运动

半网格模式：自然生长的城市，弱层级、

节点的多向关联

都市村庄型多中心模式：居住与

工作场所相邻，人们步行或骑自

行车去工作（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资料来源：左侧图片来自ALEXANDER C. A city is not a tree [M] // LARICE M, MACDONALD E. 
The urban design reader.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152-166 ；右侧图片来自 BERTAUD A.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ities: deliberate outcome or unforeseen consequence? [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Dynamic Development in a Sustainable World, World Bank, 2003.

弱连接
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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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阶段，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扁平城市并不存在，

但是“扁平”的趋向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

4  扁平城市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中

国出现了住宅的郊区化、职住分离、通勤距离与时间增长以

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等现象。城市发展态势与发达

国家的第二次浪潮城市形式更为接近。 

近些年来，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中

国人的工作与生活。据有关数据，截至 2016 年 6 月，全国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1.7%。移动电话 4G 用户达到 7.14 亿 [29]。

虽然，大部分单位远程办公日常化还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可

以看到，微信与 QQ 等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使一些单位的

部分日常工作从线下转到了线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或

者兼职的线上工作，他们可以通过网络与其他工作伙伴以及

雇主联系；淘宝、京东、美团等电商的兴起，使网上购物、

订餐成为中国人（尤其是 50 岁以下的能够熟练使用电脑与

智能手机的人群）日常生活的常态。低廉的运输费用，以及

较实体商场、餐厅更为优惠的价格、更为丰富的选择类型，

使网络购物量逐年上升。这样的局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独

立从业者借助网络从事商业经营。这是一项低门槛的商业活

动，经营者无需具备大量的初始资金。它在商品类型与规模

等方面，拥有更高的灵活度与自由度。

2015 年，中国政府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

的指导意见》指明，互联网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

融合已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 [30]。将互联网作为城市生产、

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城市扁

平化发展提供了国家政策背景。

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开始由大幅外扩转向对已有

城市建城区的修复与重构。在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背景下，

结合数字化通信技术的进步，实现向扁平城市的转变，以下

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4.1  城市组织方式由“职能中心”向“综合组团”转变 
1990 年代以来，为适应城市功能日趋复杂的发展要求，

中国大、中型城市多为多中心结构。城市中心功能趋于多样

化与专业化 [31]，如城市商业中心、商务办公、文化中心、体

育中心、会展中心等。这些城市的空间结构基本上还是“不

均衡式的多中心结构”，居住区的空间分布是向城市边缘无

休止地扩张 [32]，向心的交通压力依旧巨大。

从城市组织上看，减小城市职能中心对城市日常生活

的主导程度，梳理与补充不同城市建成区的城市功能与基

础设施，形成更多规模适宜、拥有本地基础设施的综合组团，

这样的形式有利于建构人性化的适合步行的城市空间尺度，

弱化城市中区域间竞争的关系。数字化通信技术能够极大

提高城市不同区域的区位自由度和空间相互作用，从而导

致工作职位对空间依赖程度逐步降低 [33]。疏散各城市职能

中心，结合城市主要产业空间的分配，形成多个紧凑的综

合工作、居住与休闲功能的综合城市组团。综合组团能够

有效减弱城市交通的向心运动，降低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

与拥堵几率。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城市向

扁平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表 2  组织结构与城市结构的对比

组织结构 城市结构

分层的结构

扁平化结构

资料来源：左侧图片来自于 MORGAN J. The 5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part 2, ‘flatter’ organizations [EB/OL]. (2015-07-08)[2017-03-26]. https://www.forbes.com/. ；右侧图片为作者绘制

DCT 连接
道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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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市道路由运输型向生活型转变
近些年中国城市道路的建设一直是围绕着“机动车通

行”这个中心进行的，这是以牺牲街道上其他活动为代价的。

从道路横断面的划分到道路设施的配置、道路空间的塑造等，

体现出面向单一车行功能设计趋向，以保证城市的高效运作 [34]。

这种以机动车运输为主导的道路呈现出尺度非人性化、空气

噪音污染严重、对行人具有危险性等问题，将人行活动驱离

城市道路，而这种活动恰恰是健康的扁平城市经济与社会文

化所需要的。

人们通勤距离的降低能够减少城市道路的建设量，并使

更多的道路由运输型向生活型转变。生活型道路能够为人们

的“工作、娱乐、居住于此处”提供适宜的场所。中国城市

总体密度较高（这往往也意味着城市空间的高价值）、空间

狭促，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角度，利用城市道路构建或

者重建日常公共生活空间体系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如何

整体协调道路车行、人行空间，沿街道布置商业服务设施、

公共绿地等城市公共设施，为人们近距离解决工作、购物、

休闲等需求提供空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4.3  发展彼此关联、功能相补的小型城市中心
集中了多样化、小规模服务设施的小型城市中心的发展，

对中国城市的扁平化非常重要。快速的城市化为中国城市带

来了大量的移民，小型、独立的经济实体可以为他们提供更

多工作选择。小规模（lighter）、低成本（cheaper）的商业服

务设施集中于小型城市中心，既可以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服

务与工作职位，同时也意味着低风险、低成本。它占用较少

的时间、金钱，可以快速与低代价地转换经营内容，具有很

高的灵活性 [35,36]，适合于资源有限的中国城市。近些年，在

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平台，为这种小规模、价格低廉的

商业服务设施提供了更好的供货与销售条件。

这些小型中心彼此关联、补充，形成更为复杂与全面的

城市功能，有利于在近距离为城市居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提

供更多、更为恰当的城市公共场所与设施，进一步促进城市

的扁平化。

5  结语

扁平城市是一种数字化通信技术进步带来的城市发展趋

向，它能够弱化城市中不同区域之间的竞争，加强城市功能

的合理混合，鼓励人们就近解决工作与娱乐的需求，减少基

础设施建设量（尤其是城市道路），有效节约国家土地与能

源等重要资源，是一种更为可持续与低碳的城市形式。扁平

城市对土地与能源相对紧张的中国城市今后的发展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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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开始翻译 20 世纪初城市美化思潮的教父，鲁滨

逊（Charles Mulford Robinson）的《现代城市公共艺术》、《城

市规划》和《城市改造》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于是，久违了

的“城市建设艺术”或“城市公共艺术”，自然跃然纸上了。

鲁滨逊的兴趣在于审美，但是，他对城市的观察不同于

唯美主义者的观察。他这样写道，“城市不是造出来供观赏的，

城市造出来是为了生活的……直到我们把美丽的道路具体化

成为好的道路和清洁的道路，否则，优美道路的愿望总会留

在梦幻里。”他写道，边远的居住区应该有“宽阔的道路和狭

窄的道路，笔直的道路和弯曲的道路，有规律地散布着开放

空间的建成区，那里有儿童游戏场所，或供所有人使用的花

园。” 他没有忽视美国城市的贫民窟，他认为，必须大规模改

造那些城市贫民窟，“直到审美精神降临到贫民窟，那里也

有艺术的冲动在发挥作用，否则，美好的城市总是不完整的。”

鲁滨逊的这些著作反映了 20 世纪美国对城市规划的需

要，也是第一次对广大民众谈起城市规划、城市美化或城市

公共艺术的问题。他写道，“除非我们认识到使用艺术的方

式去规划城市，否则，我们不会让城市真正美丽起来。”这

是对 19 世纪自由放任态度的意义深刻的批判，19 世纪美国

叶齐茂>>>译者随笔

城市建设者采用的就是这种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时的城市建

设者遗忘了或忽视了前一辈人的成就。大型城市公园观念的

先驱奥姆斯特德甚至设想不优美的城市围绕着公园。鲁滨逊

认为 , 那样的城市还不够美好。

鲁滨逊所描述和积极倡导的城市改造，引起了全国范围

的兴趣，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城市美化”思潮。虽然鲁滨逊

在“大西洋”系列文章中使用了“城市美化”这一术语，但

是，他是在“公共艺术”的意义上使用“城市美化”的，“公

共艺术”的意义在于公益精神。因为当时正好发生了两个广

为宣传的国家事件“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和“华盛顿中心区

规划”，它们让审美问题凸显出来。城市美化抓住了公共艺

术的“美”的方面，美丽的城市成了大众憧憬的事物。

《现代公共艺术》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城市的新时代”。

于是，我就想到，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建设新时代的城市吗？

这种相似难道是字面上的？当然不是，鲁滨逊的一些判断对

我们不无启发，至少可以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些，帮助动

员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美化城市的过程中来，而不是较劲甚

至抵触。鲁滨逊是个报人，他真的很懂如何动员民众，而我

们本来是有群众路线这个法宝的，可是，一些人忘了使用它。

为什么不读读《现代城市公共艺术》？

《现代城市公共艺术》（1918 第四版）出版整整 100 年了。

我们的规划教科书上总有关于城市美化思潮和鲁滨逊的内容，

但是，真正读过原著的人寥寥无几。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

也在关注北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我每每想到，芒福德的确说

的不错，鲁滨逊的《现代城市公共艺术》“是他那个时代的杰作，

至今值得翻阅。”难道不是吗？

鲁滨逊和《现代城市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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