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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人民群众“吾
身”和“吾心”得以安放之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个又一个现代化都
市在日益崛起，但随之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地标建筑、摩登的CBD，这些“现
代化”城市标配带来“千城一面”的审美疲劳；更甚者，为博人眼球的各种
“先锋”建筑、“山寨”洋建筑不断涌现，让我们的城市陷入了文化与特色双
迷失的尴尬境地。
究其原因，除了缺乏文化自信、一些地方管理者眼光短视、开发商唯利至
上等，主要还有城市设计滞后和管理制度缺失。不少城市没有开展城市设计，
有的即使开展了城市设计，也存在片面追求国际化、现代化、大尺度和大拆大
建的倾向，缺乏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的多维考量，忽略了地域性多元化，城市
失去了民族特色。一些城市设计脱离实际，尤其是忽略其非法定性的属性且没
有与上位规划、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而导致难以落实；重文本成果
的呈现、轻政策配套及体制机制保障的支撑。
历史文化是城市未来的竞争力。一座有自我涵养和品格、有独特景观和记
忆的城市，才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心生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提高
城市设计水平，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广西也相继出台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的文件，为新时期城市特色风貌规划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
业界深入探索城市特色风貌的理论与实践赋予了时代命题。
通过城市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找回城市空间的文明价值和文化价值，
将是一道常答常新的命题。城市设计观念可能会不断变化，城市设计手段可能
会不断推陈出新，但城市设计“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核和传承历史文脉的宗旨
不会改变。我们要在继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呼唤更为诗意的栖居设计，注
重特色风貌发掘与功能布局并重，注重提升城市空间精细化管理，不断将中国
气派、民族特色的城市发展推向全新的历史阶段。（韦林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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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城市设计
塑造桂风壮韵的
广西城市建设特色

文

吴 伟 权 （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发展，广西的城市发生巨大
变化，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
完善，城市的承载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持续加强，城市人居
环境大幅改善，城镇化进程呈跨越式发展的态势，城市建
设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广西的城
市建设也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城市建设和发展偏重
数量和规模，忽视发展质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欠账较多、短板不少，城市承载能力不高不强；重
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维护，交通拥堵、下雨看海、马路
拉链、垃圾围城、污水横流、空气污染等城市病有加剧的
趋势。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城市竞争力重要体现的城
市特色塑造不足，地方风格、民族特色彰显不够，城市风
貌千篇一律等问题突出。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
缺乏文化自信，一些地方管理层眼光比较短视，部分开发
商唯利是图之外，主要还有我们的城市设计滞后和管理制
度缺失。不少城市没有开展城市设计，有的即使开展了城
市设计也存在片面追求国际化、现代化、大尺度和大拆大
建的倾向，重空间设计，轻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的多维考
量，城市失去了民族特色，忽略了地域性多元化；一些城
市设计脱离实际，尤其是忽略了其非法定性的属性且没有
与上位规划、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而导致难以
落实；重文本成果的呈现，轻政策配套及体制机制保障的
支撑，城市设计在很多情况下大多只作为城市的领导者展
示城市发展前景的工具，对城市品质提升和风貌营造没有
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自治区领导
的高度关注，中央和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的文件，也都就加强城市设计、塑造城市特色提出了
许多明确的要求，成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城市设计、塑造

“特色塑造”作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需要确定城市风貌特色，保护自
然山水格局，优化城市形态格局，明确公共空间体系，这些不仅伴随着城市
特色的形成，而且对城市特色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城市特色的重要遵循。城市设计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为我们迎来了塑造城市特色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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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
所做的整体构思和安排，介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
计之间，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
城市特色、促进发展转型的有效手段，贯穿于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客观地看，一个城市的

城市特色形成
的过程

特色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影响城市特色形成
的，一是自然环境，二是历史传承和文化渗透，
三是技术和建筑材料的演进。这些总体构成城市
历史文脉的积累式演进，进而形成现存的城市特
色或风格。从这个意义看，城市特色不仅仅是它
的建筑风格，而是包括城市自然环境、建筑特
色、文化传承、时代发展、和谐宜居等相关要素

历史传承和
文化渗透

的综合体。而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城
市风貌特色，保护自然山水格局，优化城市形态
格局，明确公共空间体系，这些不仅伴随着城市
特色的形成，而且对城市特色形成起到积极的促

一、城市设计为塑造城市

进作用。由此可见，城市设计之于城市特色塑造
意义重大。

特色制定了规划指引
（一）城市设计可以从整体平面

自然环境

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
协调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地域特
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技术和
建筑材料的演进

如果说，过去一些地方的城市设计更多
的仅仅是成为落实领导意图、展示城市发展
的手段的话，那么，新时期的城市设计所扮
演的角色，将从蓝图式设计、盆景式展示中
涅 槃 出来，成为基于城市规划、建筑学、园
林学等三大基础学科，集经济学、地理学、
生态学、社会学等领域多学科之大成，实现
城市宜居的重要工具，它更加注重尊重自然
和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体现空间布局、平面
协调、风貌特色和文脉传承，也更加注重依
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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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看，总体城市设
计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特定章节，其内容主要
包括规定城市风貌特色定位，确定城市总体
空间格局、整体景观体系、公共空间体系，
划定城市设计重点控制区等三个方面，与此
相关的是要完善相关技术导则，建立健全分
空间层次的、与城市规划体系相对接的技术
体系，从城市整体层面开展城市设计，体现
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城市重要
地区城市设计，如城市中心地区、历史文化
街区、老旧城区等，主要是协调市政工程，
组织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注重建筑空间尺
度，提出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控
制要求。尤其是对城市核心区和中心地区、
体现城市历史风貌的地区、新城新区、商业
街等重要街道、滨水地区、山前地区，以及
其他能够集中体现和塑造城市文化、风貌特

需要，统筹空间布局、确定功能性质、形成空

色，具有特殊价值的地区，需要在控制性详

间形态、协调景观风貌，完善交通组织、营造

细规划指导下，按照开发建设、城市双修等

环境景观，确定建筑的高度、体量、形态及新
旧建筑、建筑群体的空间组合关系，并对建筑
风格、立面材料及色彩等提出设计要求。同
时，对城市户外广告、店铺招牌、公共标识、
夜景灯光、城市雕塑等特定要素或特定系统编
制城市设计。上述这些过程，既是落实城市规
划、指导建筑设计的过程，更是塑造城市特色
风貌的过程。

（二）通过城市设计，有利于树立
文化自信，有利于特色塑造
特色塑造和树立文化自信是统一的、一
致的。塑造特色，关键是坚持文化自信，形成

规定城市风貌特色定位的基础，是对历史文脉传承、传统建筑元素、民族风
格和地域性建筑特色的挖掘、整理。图为北海老街。（韦纲/摄）

建筑自信。城市设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规
定城市风貌特色定位，明确建筑高度、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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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江边岭南特色鲜明的仿骑楼走廊。（宁国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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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色彩等控制要求，提炼体现城市文化传承、风貌特色的建筑元素。这项任务

的主体。而城市设计，正可以起到全面客观认识历史文化，阐释展现建筑特色、地域

的基础，是对历史文脉传承、传统建筑元素、民族风格和地域性建筑特色的挖掘、

特征，凸显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顺应城市发展进步要求的载体作用，对一个地方的

整理，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挖掘、整理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建筑元素。包括物质文化遗

特色塑造意义重大。2014—2015年，我们在桂林市恭城县组织实施广西乡土特色建设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元素，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功能业态和空间形

示范，在对恭城县城至莲花镇门等村沿线进行重要地区改造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

态，形成展现城市文化、文脉、建筑相融合的有机体，从而提升城市品质和综合竞

苦于挖掘不到风貌特色的核心要素而致设计方案一度停滞。经过深入调研，反复征求

争力。可以想象，没有对本地区、本民族创造的灿烂多姿的文化自信，就很难树立

群众意见建议，设计人员对沿线建筑风格元素进行挖掘，在认真比对县城至门等村沿

体现历史传承、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建筑文化自信，特色塑造也就缺失了承载

线现有建筑特色、建筑元素与桂林市建筑特色的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修缮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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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用生态措施、乡土改造理念、乡土

和生活便利性。第三，是和谐城市。建立

建材改造沿线村镇房屋风貌，房屋的修缮

健全城市安全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

和加固，用的是红砖、小青瓦、石灰等本

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地材料；房屋外立面的处理，采取保留红

社会安全、民族团结、社区亲和。第四，

砖清水墙的方式，不粉刷、不贴瓷砖，在

是智慧城市，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

墙体上勾缝、增加白色的窗套和腰线，适

技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政务管理和民

当增加带有地方特点的窗楣等，使外立面

生服务的有效融合，城市智能化水平不断

层次丰富、美观；屋顶的处理主要是更换

提高，智慧政务建设不断完善。第五，是

部分小青瓦，配建当地流行的凤扳爪，对

创新城市，坚持以创新驱动促进城市发

檐口进行美化处理；对房前屋后的环境改

展，以改革释放城市活力，打通科技创新

造，大多采取微菜园、微果园、微花园、

与城市发展创新、激发城市活力的通道，

微茶园的方式；村屯道路的改造，主要采

不断增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创新能力，

用旧青砖、片石、石渣等地方建材，从而

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发展模

形成“人字坡屋面，屋顶凤扳爪，砖挑檐

式。第六，是特色城市，加强历史文化保

门头，扇形屋檐口，方门圆窗顶，红墙白

护和合理利用，加强城市文化传承和风貌

线条”的九甲风格，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

塑造，推进城市修补与有机更新，补齐市

同和赞誉，中央领导同志和相关部委对此

政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大幅改

高度评价，成为挖掘地方元素塑造建筑特

善民生；彰显城市魅力和地方特色，建造

色的优秀范例。

20

体现地域风格和人文精神的精品工程。综

（三）通过城市设计，有利于营

上所述，宜居城市的六维建设，有的是城

造宜居城市，形成有别于其他城市

市规划能够解决的问题，但相当部分属于

的空间特色

城市设计调整和规范的范畴。比如，城市

宜居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宜居

更新的两项重点任务，城市修补和生态修

城市，首先是绿色城市，要建立绿色生产

复，主要通过城市设计来进行制度性安排

体系，构建绿色生活环境，营造绿色生态

和工程性组织，借此修复被破坏的山体、

空间。第二，是便捷城市，具有交通便捷

水体和废弃地，改善出行条件，改造老旧

性、生活舒适性、住房逸居性、服务完善

小区和厂区，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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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县城至莲花镇门等村沿线风貌改造成为挖掘地方元素塑
造建筑特色的优秀范例。（刘文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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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城市建设中，既注重城市规划，更重视城
市设计，新加坡的宜居性也成为大家的共识。

建完整连贯的城乡绿地系统，提升城市
品质，优化城市环境质量，确保完善城
市功能设施，增加绿色空间，控制开发
强度和污染排放，恢复活力城市和塑造
城市特色。
这方面的案例，国内外都有不少。
比如，新加坡在城市建设中，既注重城
市规划，更重视城市设计，尤其是加强
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部件、色调色
彩、建设高度、地下利用、外立面、天

西安钟鼓楼广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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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线、空间度、生态绿化系统、水系连

道和人文景致等的设计定位，并将人对城市的需求也进行功能设计，新加坡的宜居性也成为
大家的共识。再比如，陕西省西安市出台《西安市城市设计导则》《西安市城市设计指导性
意见》以及《西安市总体城市设计》，坚持“新旧分治”的城市设计理念，以坚守华夏传统
文化及西安地域文化特色为原则，先后开展了数十项城市特色研究，编制了《幸福林带核心
区城市设计》等几十项城市设计方案，依托城市设计完成了钟鼓楼广场、环城林带、大雁塔
广场、顺城巷、曲江池公园、大唐西市等重要地段的城市改造。城市设计的实施，展现了西
安的城市特色和独特魅力，大幅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传统与现代和谐统一，提高了西安
市的宜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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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城市发展的手段。在新时期，城市设计所

以考虑纳入修建性详细规划范畴。换言之，

扮演的角色，将从蓝图式设计、盆景式展示

总体城市设计与城市总体规划一道，为城市

中涅 槃 出来，成为塑造城市特色、实现城市

建设和发展提供遵循；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和

宜居的重要工具。而要实现涅 槃 ，关键是解

控制性详细规划一道，为城市片区或重点地

决城市设计的法定性问题，也就是把城市设

区建设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包括街道及地块

计的内容纳入城市规划，把城市设计贯穿于

的尺度、细化用地性质、建筑高度和红线、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将城市设计纳入

开发强度、空间控制和公共服务配套，等

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使之

等。由此，城市设计就可以和城市规划实施

成为法定内容并组织实施，更好地塑造城市

一道，实现城市规划、城市特色塑造从两维

特色。

平面管控到三维空间管控，从简单技术指标

从城市设计的层级看，可以分为总体城

管控到城市多要素引导，城市设计与规划实

市设计、重点地区城市设计两部分；城市设

施的宏观联动、协同管控，共同将城市设计

计重点地区范围以外地区，可以依据总体城

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相关层面，共同

市设计，单独或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开展

致力于城市特色塑造。

城市设计。与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城市
设计相对应的城市规划，主要是城市总体规

特色提供了保障
城市特色是一座城市的性质定位、发
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历史文化底蕴的集中
展现，国外不少位居价值链高端的大都市政
府，几乎对所有的城市重要地段或地区都通
过城市设计，成为对该地区进行性质定位、
战略重构、特色塑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的决策依据，以及重要的辅助手段。城市
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完
善、落实和实施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其对
塑造城市特色的保障作用，主要是依托建立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相挂钩的工
作体制来发挥。

（一）城市设计的法定性为城市
特色塑造提供保障
前面提到，城市设计由于独具的对城市
空间形态打造和形象展现，在以往的一些城

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具体操作中，主要
是将总体城市设计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畴，
将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范
畴。而对城市重点地区之外的城市设计，可

（二）城市设计的公共政策属性
为城市特色塑造提供制度性支撑
城市设计具有公共政策属性，要求我
们在将刚性的城市设计纳入法定规划控制体
系，对其他城市设计内容则应注意在法定规
划之外凸显其灵活性，注意提高城市设计的

功能舒适和审美愉悦，注意在城市设计中将
居民幸福指数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城市设计要设计制度，设计制度要与
规划实施衔接，共同为城市特色塑造提供制
度性支撑。这一点非常重要，国内外都有不
少案例。比如，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整条街有个明显特点，所有的标示必须是白
色的。赫赫有名的麦当劳拥有统一的红色标
示，其进驻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之初并不愿
意修改其红色标示。但巴黎市政府并没有因
它是世界500强企业而迁就，麦当劳最后只好
将其标识涂成白色。新加坡城市很干净，很
漂亮，外立面洁净如新。究其原因，有的认
为新加坡干净、灰尘少，外立面自然整洁；
有的认为涂料好，耐用。两个因素都有一定
道理，但新加坡房屋外立面整洁如新，主要
还是制度使然。因为在新加坡买房子，买的
是套内面积，政府对外墙要求，3—5年就要
粉刷一次。新加坡房屋外立面干净整洁，功
在把城市规划设计与风貌整治相结合，形成

市建设中或许更多的成为落实领导意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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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形成政府要求、公民约束的规范。

（三）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协

美国芝加哥周边的一些城市亦是如此，如

同管控为城市特色塑造增强可操

果哪户居民不这样做，邻居还会去法院起

作性

诉，因为会影响其房屋价值。芬兰、荷兰
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城市设计，实质上是对城市总体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细化，或者说是从

国内绝大多数地方，对房屋外立面

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

的美观、整洁问题，缺乏制度安排。广西

局，协调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城市地域特

从2009年开始进行城乡风貌改造，所过

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对城市规划缺

之处焕然一新，但好景不长，3—5年间外

失或不足部分的补充完善。由此，必须加

立面开始“流泪”，开始变色、脱落，有

强城市设计编制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

的变得残败不堪。很多地方，这边刚刚完

详细规划的衔接，这就要求我们在编制相

成风貌改造，那边又建了与地方色调风格

关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增加城

不相协调的房子。对此类问题，桂林市的

市设计篇章的深度，明确城市设计空间管

做法值得借鉴。前几年，桂林市出台了城

控要求，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历史文脉和

市建设风貌导则，明确了市区新建建筑的

自然环境等，协调空间布局、建筑风格、

控高、体量、容积率和色彩等要求。最近

构建物体量和尺度、城市色彩基调等，配

桂林市政府结合开展城市双修试点下发文

套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件，投资5亿多完成正阳街东巷改造，成为

特色鲜明、和谐宜居的城市。重点推动总

历史文化新地标；投资3.8亿推进王城片区

体城市设计和城市中心区、新区、主要轴

改造。同时要求每3—5年，由政府组织对

线、历史地段、重要交通枢纽节点、滨水

城市房屋外立面进行一次全面整治，包括

区、重要景观资源等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清洗外墙，对一些残破的外墙进行修补，

对上述区域的空间形态、景观视廊、公共

贴瓷砖、花岗岩，并做一些必要的装饰。

空间、建筑高度和风貌等进行控制和引

从2017年起，每个城区选择一条街道作示

导。市县人民政府和各级各地城乡规划主

范，并作为一个制度固定下来。

管部门，在审查审批相关总体规划和控制

城市设计要设计制度，设计制度要与规划实施衔接，共同为城市特
色塑造提供制度性支撑。图为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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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的桂林正阳街东巷。

性详细规划时，必须把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城市设计作为审查重点，确保城市设计编制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要注意按照城市设计强化对建筑方案的审批，确保新建城市建
筑符合城市特色塑造等方面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审批建筑方案，必须结合城市设计、城市
规划划定的特色风貌地区、一般功能地区和新区地区等，坚持总体协调、差异互补、小异大同
等原则，尽可能形成相对统一的城市建筑肌理、风格基调、色彩搭配；各地区可以考虑选择若

改造后的桂林正阳街东巷。（邱勇哲/摄）

干个公共建筑或者标志性商业建筑、艺术场馆，按照打造地区性风貌主点的要求进行建设，把
它建设成为地区景观中心和特色塑造的示范样板。

（四）完善城市设计相关制度服务于城市特色塑造

务，要提高城市建设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和非政府人员构成比例，充分发挥专家在城

一是实行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制度，专家委员会主要承担审查、论证城市设计与城市总

市设计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推进建筑工程后评估和建筑评

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审查、论证城市空间形态、景观视廊、主

论制度，围绕“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方针，对大型建筑项目建筑功能、交

要建筑元素、基本色调和搭配等城市设计主要内容；审查、论证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方案等任

通及停车、建筑外观和周边街区环境、风貌的整体融合等指标进行评估，在提高建
筑品质、延长建筑寿命的同时，对重点地区的城市特色塑造工作进行总结、修正和
完善，多维发力共同塑造城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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