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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方面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经验表明，生态园林

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生态园

林城市建设问题不仅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也备受世界各国社会的关注。我国在20世纪

90年代引入生态园林城市理念，随后，在建

设生态园林城市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早在

1989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

划法》，首先从法律上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奠

定了基础。1990年，我国颁布的 《城市绿化

条例》对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建设进一步做出

明确规定。1992年，我国广泛开展“国家园

林城市”创建活动，各省市政府也相继将

“生态园林”写入城市发展规划，深圳、南

京、无锡、桂林、南宁等城市纷纷提出建设

“生态园林城市”目标。我国在生态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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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面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尚未形成具有国

际水准的生态园林城市理论体系。因此，借鉴欧美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探索我国生态

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一、 欧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程

欧美国家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体系经历了一个较

长的过程，其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原因主要是解决

城市人口剧增、交通拥挤、公共设施不足和生态环

境恶化等城市问题。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环境

问题，欧洲国家逐渐认识到城市发展不仅要适应工

业发展，而且要解决因工业生产所产生的新问题。
城市环境问题引起欧洲国家对城市环境保护的重

视，并最终建立了生态园林城市体系。笔者以从理

论到实践和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作为划分标准，并

依据这两方面的进展情况将欧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建设与发展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
（一） 萌芽阶段———理论指导城市绿化建设
19世纪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也引

起了城市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城市形态的畸形发展。
于是人们开始追求城市与自然融合，恢复良好生态

环境的目标。例如，意大利托马斯·康帕内拉的

“太阳城”、法国查尔斯·傅立叶的“理想城市”、英

国罗伯特·欧文的“新协和村”、法国戈定的“家庭

斯泰尔”以及英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英国的

海德公园、肯新敦公园和绿色公园等开放的公园，

都成为欧洲城市近代早期生态园林建设与发展的雏

形。1883年，英国议会颁布系列法案，以立法形式

规定准许用税收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首次提出通过

公园绿地建设来改善城市环境。1850年～1870年，

法国奥斯曼主持巴黎城市改建工程，重整城市街道

系统，完善中心城区改造，重视城市绿化建设。
1841年～1850年，美国学者唐宁提出城市建设应遵

循保护自然、接近自然的风景园林的路径。
（二） 起步阶段———规划城市生态公园建设
1878年，美国著名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风

景园林”之父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规

划中，率先提出将公园的选址与城市建设水系保护

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以自然水体保护为核心的城市

生态公园。1895年，波士顿城市生态公园基本建

成，开创了生态园林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先河。1898

年，英国城市学家、风景规划与设计师、“花园城市”
之父、“田园城市”运动创始人霍德华提出建设城乡

相融、环境优美的“田园城市”构想。他的“田园

城市”理念成为西方国家城市规划普遍遵循的基本

原则，为20世纪城市规划和建设拉开了新的序幕，

由此他也成为20世纪城市规划史上最具影响的历史

性人物。1899年，法国建筑师托尼·嘎涅提出建设

“工业城市”的规划，设计城市建设中的功能分区、
便捷交通和绿化隔离带等重要原则。

（三） 转型阶段———城市建设由分散向集中
转向

1922年，瑞士建筑师、规划师勒·柯布西耶出

版《明日的城市》，全面阐述了他全新的城市规划

理念，主张利用高层建筑空间，建设立体的花园城

市。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理念由早期的

“城市分散主义”田园小城市向“城市集中主义”
工业大城市转型，逐步形成近现代城市建设新趋

势。1929年，美国规划师雷德伯恩主张将城市绿

地、住宅与人行步道有机结合，道路布置成曲线，

人车分离，建筑密度低，住宅成组布置，相应配置

公共建筑，把商业中心布置在住宅区中间。这种城

市规划布局模式被称为“雷德伯恩体系”。该体系

理念被广泛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城市建设

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体系理念被世界各国的

城市规划所广泛采用。1930年，美国刘易斯·芒福

德提出区域整体发展理论，认为城市作为区域整体

的一部分，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在于区域规划。
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以巴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

──巴罗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

的问题。该委员会于1940年递交《皇家委员会关于

工业人口分布的报告》，提出了疏散伦敦中心地区

工业和人口的城市规划建议，在英国城市规划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1944年，由艾伯克龙比主

持制定大伦敦城市规划，并于1945年由英国政府正

式发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导英国伦敦地区

城市发展的重要文件。
（四） 发展阶段———推动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

环境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大规模重建城

市，城市绿化生态建设进入实施阶段。1969年，英

国著名环境设计师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在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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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设计结合自然》中提出城市景观规划应结合

生态思想，扩展了自然风景、城市公园，推动城市

绿地规划成为城市区域规划的一部分。1971年，联

合国召开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会后，国外城市

绿地建设呈现重视生物圈的特点。1977年，国际建

设师协会发表《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建筑—城

市—园林绿化的再统一”，推动了城市与自然环境

的协调。1991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实施耗资30亿加

元历时5年的城市环境保护“绿色计划”。伴随人们

对居住环境质量的日益重视，“生态城市”的实践

与发展开始进入高潮阶段。
二、 欧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欧美国家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从城市公园向景观

生态的转型，主要借助于城市公园绿地相关的理论

和思想。例如，美国奥姆斯特德在《公园与城市扩

建》中提出了城市要有足够空间并且不断更新以及

为居民服务的思想理念，对美国及欧洲近代城市乃

至世界城市绿地规划有重要贡献。英国格迪斯在

《进化中的城市》中提出编制城市规划应采用调查

与分析手法，应用区域规划思想，改善城市生活环

境等城市学理论与实践，成为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

论与方法的重要基础。芬兰沙里宁在《城市：它的

生长、衰退和将来》中提出“有机疏散”理论，对

二战后欧美各国建设新城、改造旧城、大城市向城

郊扩散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

下，国外形成了以“公园绿地建设与城市化同步进

行、邻里单位、社区规划、城市设计和区域规划”
为特征的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发展理论体系。具体

来说，国外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成功经验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现城市生态规划的法制化
美国的许多城市注重保护自然、建设城市绿

地，创造性地表达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

念。1851年美国第一个 《公园法》、1877年英国

制定的《大都市开放空间法》 以及1906年英国修

编的《开放空间法》使欧美国家城市公园绿地建

设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对城市绿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二） 实现城市生态规划的系统化
美国的城市通过公园绿地和公园道路的系统

连接，达到保护城市生态系统、增强城市舒适性

的目的。公园系统性的开放空间布局形成秩序化

的城市结构，促进城市绿地良性发展，拓展城市

公园绿地功能，形成一个综合公园和公共绿地有

机连接的城市网络系统，开拓了城市生态公园规

划与建设的先河，由此也催生了日本的系统性城

市绿地规划。
（三） 实现城市生态规划的功能化
英国的大伦敦规划通过采用绿地加卫星城镇来

控制中心城市的扩展，建设城乡相融、环境优美的

“田园城市”。法国推行“工业城市”规划，完善城

市结构功能分区、便捷交通、绿化隔离等现代城市

规划功能。美国城市建设通过以绿地开敞空间分隔

建筑密度过高的市区，形成秩序化的城市结构，提

高城市抵抗自然灾害的功能，做好防灾型城市的功

能规划。
（四） 实现城市生态规划的网络化
美国纽约的城市规划注重保留自然景观，表达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有效引入人车分

离、立体交叉的城市道路设计。波士顿的城市规划

紧密联系城市水系保护，形成一个以自然水体保护

为核心，以河流、草地等自然绿化带，将城市湿

地、公园、植物园、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多种功

能的绿地有机连接，形成一个网络发展格局。芝加

哥的城市规划突出城市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湖岸水

系、市内道路网规划和城市中心区的综合整治。
三、 欧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发展对我国

的启示

随着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重视程度的

提高，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与发展探索受到世界各

国重视，国际社会也正式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概

念，以期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指导生态城市建

设。生态城市作为区域生态系统中一个可持续子系

统，是一个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

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杂系统，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

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生

态城市建设是展示城市文明特征的良好载体，是城

市生态文明形象的窗口，也是城市文明程度与现代

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一） 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

的有益经验， 力争在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取得实质性
突破

73



城市

［城市生态］

中外城市在生态园林建设既有共性，也有各自

的特点。对国外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特征进行比较

分析，对我国城市在生态园林建设与管理方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生态

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

先导作用。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国外在建设生

态园林城市进程中的主要切入点及其成功经验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城市建设由环境规划向生态

规划转变，紧密结合城市地理系统、生态系统和社

会经济系统。二是通过城市规划来确定城市自然生

态保护和森林建设的具体举措，为城市生态园林建

设与管理制定目标清晰的管理规划。三是根据生态

最优化的原理设计和改造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系统，

疏通物质循环和能源流通的渠道，以达到最佳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四是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制

定出一系列生态与环境保护的法规条例，对城市生

态进行立法和管理。
（二） 必须遵循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原

则， 确保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是要符合城市总体建设发展规划要求。城

市生态园林空间结构模式、产业布局形成必须符

合城市总体建设发展目标，有利于优化城市居民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要用发展的眼光进行产业的

布局规划，体现城市生态文明和生态园林建设发

展的特征，要注重城市生态园林建设布局的整体

性和协调性。
二是要确保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给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节能减排，清洁生产，

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展，以资源集约、
高效和可持续开发利用为前提，基本形成节约能源

资源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城市产业结构、增长方

式和消费模式。
三是要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发展。把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首要地位，把资源承载能力、
生态环境容量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探索

建立反映城市资源环境成本和生态效益的绿色经济

核算体系，稳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城市

现代化建设在节约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在保护生态

环境中谋进步。
（三） 必须下大力气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为我

国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制定全面、可行、科学的生态城市建设规划。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的需要，更加注重“人类—城市—自然”和

“人类—城市—历史文化”这两种共生关系，以绿

色低碳技术超越工业技术而占主导的实践发展模

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城市历史文化，认真吸取

我国传统文化的原始生态文明养料，摈弃西方现代

主义对城市规划的不良影响。切实提高对生态城市

建设的认识，正确把握生态城市建设的潜力、前景

和意义，必须坚持以可持续性、系统性的观点进行

生态城市规划，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科学的生态

城市建设规划，充分发挥我国城市自然资源和生态

资源的优势，把城市生态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
2.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完善促进生态城市

建设的各项政策。
按照“引导、规范、监督”的职责定位，建议

各级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战略，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生态

环保调控体系，制定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和实施方

案，对城市生态规划进行合理布局，加强环境污染

经济处罚措施，加快城市污染治理进程，形成有利

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政策驱动和保障机制。
3.大力鼓励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形成突破生

态城市建设瓶颈的倒逼机制。
生态城市建设要在突破传统城市化发展瓶颈的

基础上，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首先，采

取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和民众参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

相结合，形成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倒逼机

制。其次，提升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水平，使之在

政府引导下，积极参与生态城市建设。最后，大力

提高社会民众参与能力，形成政府、社会和民众互

动协同的强大合力，并使之成为推动生态城市建设

的重要动力。
4.建立健全保护城市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
通过确立城市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

实现城市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的有机统一。通过将城市自然资源规划与管理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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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下进行，

形成一种利益确定和保障机制，有效整合城市的水

利、科技、农业、环保、规划、市政等有关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成立统一的专门管理机构，从决策、
组织运行和系统控制等方面确保城市自然资源得到

最优化配置。
5.做好顶层设计，形成引导生态城市发展的主

导机制。
加强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生

态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是用战略性思维探寻城市生

态文明建设基本规律，在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法规方面有所突破。一方面，在城市生态建设主

题设计上，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战

略，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将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融为一体，使城市生态

建设与发展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格局

中；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态建设目标设计上，将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和着力

点，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重要发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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