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绿色出行受重视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求，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通过促进绿色出行、提
升城市环境来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在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绿色
出行、具体的街道设计规范和详细
标准。2018 年 10 月，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对步行等绿色出行国家标准
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对人行空间
宽度、隔离设施、自行车停放、绿
化、铺装、街道家具、过街设施等
空间要素做了详细规定。国家发改
委今年4月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
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也专门提
到“完善非机动车、行人交通系统
及行人过街设施，鼓励有条件城市
建立自行车专用道”。

作为一个城市交通方面的专业
人士，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规划所主任工程师盖春英对北
京这几年步行交通的改善深有感
触。她对记者说：“过去，步行交
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里面是最不
受重视的一种交通方式，但这几年
北京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城市步行交
通。2017 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
批复的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明确
提出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把步行交通提到
这么高的程度。”

目前，北京步行交通环境逐渐
在改变。盖春英介绍，比如东城区
至少有 21 条胡同实现了不停车，
就是要把胡同空间释放出来，让更
多人有地方走。

许多城市也将步行交通建设提
到新高度。据介绍，包括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重庆、南京、成
都、昆明在内的城市都相继出台技
术导则指导步行环境建设和改善。
其他各省市也更加重视城市交通发
展过程中慢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建设管理从笼统宽泛的目标，逐步
走向精细化、智慧化、可持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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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维护步行权

有趣的街道不一定好走，而
好走的街道可能很无趣。只有将
街道建设得有趣又好走，才能最
有效地鼓励步行出行。

本次报告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最难走的街道多为“先天不
足”或“后天失调”。“先天不
足”的街道基本为历史保护区内
狭 窄 的 传 统 街 道 ， 拓 宽 可 能 性
低，步行空间和行人的安全很难
保障。另一类则属于“后天失调”，
即在道路空间足够且原始规划为
行人留出步行空间的情况下，由于
后天管理不善，导致街道非常难
走，这些街道大部分分布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住宅之间，少部分出
现在商业街。

《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
城市活力中心的步行性研究》 的
发布方——国际公益环保组织自
然资源保护协会建议，质量参差
不齐的支路阻碍了城市步行交通
连网成片，应成为重点建设或改
造的对象。具体改造时，应先解
决这些支路步道被占道的问题，
将本来设计给行人的空间归还给
行人。针对历史保护街区等街道
过于狭窄且无法拓宽的特殊区域
还应进行因地制宜的规划，既保
护历史风貌，又保障现代城市发
展需求。

未来如何改善和提升城市居
民的步行环境？以人为本，符合
人的身心特征和使用需求的东西
才能走进人心。北京大学景观设
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认为，我
们需要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角
度理解城市步行系统。改善步行
环境的关键是步行者一定要把交
通法规赋予步行者的权利和生命
伦理赋予的价值主张说出来。

步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几乎
每个人在一天的某一时刻都是一
个步行者。然而，粗放式城镇化
发展和城市向郊区的蔓延，催生
了过度依赖机动车的交通模式，
给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了诸
多负面影响，包括道路拥堵、环境
污染、能源紧缺、土地资源浪费、
居民生活成本上涨、社区归属感
丧失等。这种“以车为本“的城市
建设和发展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城
市居民的幸福感。

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追求高质量的绿色发
展，就不能忽视城市街道的步行
友好性：安全、便捷、舒适的步
道和步行环境。一座步行友好的
城市让人们可以用步行来解决很
多短途出行的需要；再配以安全
方便的骑行路网，则不但能大幅
减少开车的需要，还能减少对公
共交通的压力，从而降低空气污
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缓解交通拥堵和城市噪音。

步行友好的街区不仅仅意味着有铺装平整、
宽度适宜、行道树或绿色隔离带完整的步道，还
需要有分布合理、方便可达的多种“兴趣点”，即
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商店、餐馆、银行、医院、学
校、公园、写字楼、娱乐设施等。人们用步行进
行短途出行的意愿与兴趣点的可达性和多样性有
直接关系。因此，步行友好的街区能够带来税
收、就业等经济效益也就不难理解。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生活在步行友好的城市
可以获得健康和社交方面的收益。步行是最简单
方便的运动方式之一。多项公共健康研究表明，
步行对肥胖及多种相关慢性疾病有着良好的抑制
作用。步行友好的社区和城市对特殊人群的生活
品质尤为重要，例如儿童的户外活动和老年人的
出行。中国的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步行友好的
社区可以加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独立能力。而对
于上班族来说，方便的步行或骑行与公共交通的
结合，可以节省开支并节约时间。步行友好带来
有活力的公共空间，为人们的交流、休憩和娱乐
提供便利，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虽然很多城市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机动化过
程中，对步行道路的设计和建设未加以足够重
视，近年来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在国家层面，
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城市建设应

“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强调了“窄马路、密路
网”的布局。201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

《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要求优化过街设施、改善道路慢行条件，鼓励步
行和使用自行车出行。

步行友好是低碳和绿色城市的一个重要标
志，也是城市宜居性的必要条件，在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日
常生活需求靠开车出行解决的地方，会缺乏公共
交流、没有活力和吸引力，甚至不能称之为真正
的城市。希望人们对城市步行条件予以更多关
注，与城市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管理者共同努
力，不断改善自己城市的步行友好性，提升生活
品质。（作者系自然资源
保护协会中国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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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步行道 好走又有趣
本报记者 罗 兰

道路是否适合行走，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密切相关，正成为衡量城市友好宜居的一大指标。
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城市活力中心的步行性研究》认为，步行友好的街道既要“好
走”还要“有趣”。报告通过对全国50个城市内步行交通最为活跃的71个“热区”（居住、就业和休闲
功能皆有且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内街道打分显示，这些街道在步道宽度适宜、步道无失修和街道绿
化/行道树3项上均表现较好；综合排名前10的城市活力中心所在城市有：北京、广州、济南、深圳、
佛山、临沂、上海、重庆等。

初夏的一个黄昏，记者
在北京北二环附近正准备随
行色匆匆的人流乘坐地铁
时，突然发现路面上一条滨
水绿道美丽如画，不禁转而
沿着北护城河从西向东一路
行走。步道依水而建，抬眼
望去，只见护城河内是车水
马龙的公路，河外则是如诗

如画的滨河步道。放慢脚
步，边走边欣赏道边成片的
绿树红花，不时在其间古色
古香的亭台楼榭中歇一下
脚。走到安定门附近，北岸
建有一处滨水木栈道，可观
岸边的垂柳以及南岸的中式
亭阁。走走停停，不知不觉
到了雍和宫桥，天色渐黑，
很多市民在纳凉，不时有慢
跑者从身边掠过。一阵凉爽
的夏风吹来，看看表，才发
现自己已走了好几个小时而
一点不觉得累，心中暗下决
心，以后时间允许，一定少
开车，多走路。

的确，随着城市生态环

境改善、城市居民健康意识
增长，人们对步行的需求有
增无减，许多人开始放弃机
动车而选择步行这种绿色低
碳的出行方式。

由 QQ 大 数 据 发 布 的
《2018 中国人运动报告》显
示，2018 年中国人日均行走
步数首次突破 6000 大关，从
2016 年起，每年以 11%的增
幅稳步增长。

步 行 既 是 一 种 交 通 方
式，也是一种生活、休闲、
健身的方式。

专家指出，步行友好型
城市的建设能使城市环境回
到资源可持续的模式和规模

中来。这类城市能通过社会
互动、体育锻炼、减少犯罪
和提升福利的方式解决很多
社会和经济问题。更重要的
是，步行友好型城市还能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促进身体
健康。

“步行友好街道是城市
的毛细血管，只有毛细血管
健康活跃，城市的脸庞才能
红润。如果一个城市步行条
件好，居民就可以少开车，甚
至少坐公共车，街道上的商
店、餐馆等还可以带来税收、
就业等协同效益。”国际公益
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中国区主任钱京京表示。

有趣街道多 好走街道少

一条步行友好街道需要具备哪
些要素？业内人士指出，步行友好
街道不仅应有平整的铺装和遮荫的
行道树，让市民行走时感到安全舒
适，即“好走”；在街道两侧还应有
商店、餐馆等便民服务设施，提供
出行的理由，增添步行的乐趣，即

“有趣”。
在本次 《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

评价—城市活力中心的步行性研
究》 评价的上万条街道中，基本所
有城市活力中心的街道均满足了

“有趣”的要求，但在“好走”方面
却差强人意。“好走”的街道均分布
在城市主干道或次干道两侧。这些

街道不仅宽度足够容纳包括步道、
行道树、机非隔离、街道家具等设
施，而且管理比其他街道更好，停
车占道现象较少。

评价结果显示，尽管 71 个城市
活力中心在步道宽度适宜、步道无
失修和街道绿化/行道树 3 项上表现
较好，但在构建和优化专用自行车
道、街道家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隔离设施 （机非隔离）、过街设施、
无长期占道这5项普遍得分较低的指
标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南北方城市活力中心的对比
来看，南方城市的城市活力中心在
街道绿化／行道树这一单项上得分
明显优于北方城市。中国的南方城
市较北方城市气候更为温暖潮湿，
利于树木的生长，植被的密度也普
遍高于北方城市。从街道绿化／行
道树单项得分排名前 10 的城市来
看，有7个城市属于南方城市，只有
3个城市属于北方城市。

福州市“福道”一角。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福州市“福道”一角。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厦门海沧健康步道。

武汉东湖绿道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市民在青岛太平角公园滨海木栈道散步。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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