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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
的死与生》，是一本打破了专业垄
断，并在西方规划界掀起轩然大波
的名著。很多人认为，正是这本书
终结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以
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
的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导致城市
规划转向。最近，译林出版社推出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60周年致
敬版），全新精装、致敬经典。60年
过去，书中那些让人间烟火气回归
城市的观点，仍极具启迪意义。

□鹊华秋

另类的规划观点

20世纪中期的美国，历经经济
腾飞，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富裕的中产阶级纷纷从市中
心搬至郊区，城市传统中心区域一
片脏乱差，社会问题频生，在政府推
动下，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如火如
荼进行。

简·雅各布斯是这一运动的最
激烈反对者。她只有高中学历，从未
接受过专业城市规划训练，喜欢漫
步街头，醉心于观察城市细节。1952
年起，作为《建筑论坛》助理编辑的
她，开始报道城市更新运动和改造
计划。

然而她发现，这些正在施工或
已完成的计划，不仅无趣、不安全、
没有活力，而且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弊大于利。1956年，雅各布斯就此在
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这次演讲内
容后来发展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一书。

在书中，她宣言般地提出了城
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
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
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
不同人多样而复杂的需求。

她认为，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
活的正统城市规划理论和乌托邦的
城市模式，机械的、单一功能导向的
城市改造工程，正毁掉城市多样性，
扼杀城市活力。要想挽救城市活力，
必须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生活，必须
理解城市中复杂多样的过程和联
系，谨慎而精心地，而非粗鲁而简单
地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

具体到细节设计方面，雅各布
斯更是“雷言雷语”不断。她主张街
边步道要连续，有各类杂货店铺，才
能成为安全健康的城市公共交流场
所；街区要短小，社区单元应沿街道
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公园
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
活力场所，孤立偏僻的公园和广场
反而是危险的场所，周边应与其他
功能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
场所的价值；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
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
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
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
进城市的活力。

这些观点与正统的城市规划背
道而驰。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主导西方城市建设
的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方法论，主
要包括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
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理论，以及
始于19世纪90年代而流行于北美的
城市美化运动。这些合起来，被雅各
布斯讥讽为“光明花园城市美化”的

“伪科学”。
雅各布斯认为，传统的规划理

念不是考虑居民的生活舒适度、便
利度，而是追求视觉上的冲击力或
整齐划一，将城市的居住区、商业
区、工作区等分割成一个个“豆腐
块”。“理想城市”过分纪念性、整齐
划一、非人性、标准化、分工明确、功
能单一，反而让城市变得死气沉沉。

“北角区”的复苏

雅各布斯对传统规划观念的质
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美国波士
顿北角区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
例。

当时北角区是房租低廉的老城
区，延伸进入河边的重工业区，它被
官方认定为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
区，是“城市的耻辱”。北角区不仅紧
邻工业区，更糟的是，里面有各种各

样的工作和商业场所，它们与住宅
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

与波士顿其他住宅用地相比，
北角区的密度是最高的。它的公园
用地很少，孩子们多在街上玩耍。那
里没有超级街道，甚至连像样一点
的大街道也没有，有的只是非常小
的街道；用规划的行话来说就是“支
离破碎，街道浪费”。所有的东西，在
北角区都像是搁错了位置。

用正统规划理论看，北角区是
处于破败、最后阶段的“大都市稠密
区”的典型样本，因此成为麻省理工
学院及哈佛大学规划和建筑专业学
生经常要做的一个课题。他们在老
师指导下，撰写论文来探讨，如何把
这个地方改变成有着超级街道和公
园人行道的、规整而文雅的理想地
区，废除原有一切不和谐用途。

1939年，当雅各布斯第一次见
到北角区时，那里的类型和大小的
联排住房，被改成四到五层的出租
公寓套间，这些出租公寓挤满了移
民。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是
一个破败不堪的城区，当然也极其
穷困。

然而，1959年再次见到北角区
时，雅各布斯却被那里的变化惊呆
了。几十幢楼进行了翻新，窗户上
的草帘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百
叶帘和锃亮的新刷的油漆。许多修
整过的小房屋现在住着一两户人
家，而原先要挤进三户或四户。有
些租房住的家庭为了让自家宽敞
一点，把原先的两个套房并在一
起，并配上了卫生间、厨房等。

雅各布斯俯视着一条狭窄的
巷道，希望在那里找到原先又旧又
肮脏的北角区，但是没有。随着一
扇门的打开，映入眼帘的是重新嵌
过缝的砖墙、新的百叶窗帘，同时
还传来了阵阵音乐声。

在其中，停车场周边的房屋侧
面没有被肢解得东一块西一块，或
呈现出赤裸裸的原生状态，而是重
新进行了整修，并刷上了漆，很是整
洁，就好像要吸引人们来看似的。间
杂在这些生活住宅里的，是数量众
多的食品店，以及屋顶装饰、金属加
工、木工、食品加工等小企业。

孩子们在街上玩，一些人在购
物，另一些人在散步、交谈，街道生
机勃勃。如果当时不是在寒冷的一
月，还能看到有人在街旁闲坐。街
上洋溢着的活泼、友好和健康的气
氛，感染了雅各布斯。

本能告诉她，现在的北角区是
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社会学调查也
印证了她的感受。北角区不仅是少
年犯罪率、疾病率和婴儿死亡率最
低的地区之一，而且是按收入计算
租金最低的地方。

这可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大拆
大建推倒重来的北角区，居然在20
年时间里通过修修补补焕发了“第
二春”，看起来甚至比那些“睡城”
新区还有人气，这显然不符合当时
的城市规划理论。

对此，雅各布斯分析认为，表
面上看来，老城市缺乏秩序，其实
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能够
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
雅各布斯将它比作舞蹈。不是每个
人都在同一时刻起脚、转身、弯腰
的简单舞蹈，而是复杂的芭蕾舞。
每个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
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又互相映衬，

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这种多
样化的风景，是雅各布斯心目中理
想城市的样子。

在她看来，城市是有生命的，
这种秩序充满着运动和变化，规划
设计应该遵循生命规律，用“微创
手术”去激发活力，而不是直接给
它“判死刑”。毕竟，新区也有老去
的一天，一次又一次折腾，只会让
居民想要逃离。

今天的一面镜子

雅各布斯认为，在城市建设和
城市设计中，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实
验室，有试验也有错误，有失败也
有成功。在实验室里，城市规划本
该是一个学习、形成和试验其理论
的过程。但恰恰相反，实践者和学
者们对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漠不
关心，相反，只是遵循“梦幻城市”
的模式去设计，不考虑市民的实际
需求。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核
心观点是，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城
区保持丰富多样性，有四个条件不
可缺少。

一是城区及其尽可能多的内
部区域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
个，最好是多于两个。这些功能必
须要确保人流的存在，不管是按照
不同的日程出门的人，还是因不同
的目的来到此地的人，他们都应该
能够使用很多共同的设施。

二是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
也就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
弯。

三是一个城区应该混搭各种
年代和状况不尽相同的建筑，并且
包含适当数量的老建筑，这样一
来，它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会各
不相同。这种不同建筑的混搭必须
相当均匀。

四是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
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为什
么目的来到这里。当然，这也包括
本地居民的人流要达到相等的密
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和西
方的城市规划及建设的思想，沿着
雅各布斯所呼唤的科学、理性、以
人为本的方向大大前进。雅各布斯
当年提出的许多思想和原理，早已
成为西方城市规划教科书的内容，
并被广泛作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
准则而付诸实施。

2005年，译林出版社第一次引
进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
简体字中文版。那是在2008年北京奥
运会之前，中国的城市建设最为如
火如荼的时期。从2005年到2020年，
这15年又是中国城市发展最迅速、
城市人口增长最显著的时期。

当前中国的城市户籍人口已
经达到总人口的近60%，很多“新
城市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城
市病”困扰。与此同时，如何做好21
世纪的城市更新已成为中国面临
的时代课题。理解城市，是摆在我
们每一个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正如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
计学院教授俞孔坚所说，《美国大
城市的死与生》值得每一个开发
商、规划师，各级城市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者参考阅读。“普通读者想
要活得更好的城市生活，也要来读
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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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60周年致敬版）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 著
金衡山 译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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