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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才会变成一条真正的步行

街。 2017年11月6日，伦敦市长

萨迪克·汗（Sadiq Khan）和伦敦

交通局宣布， 牛津街将要转变

为一条步行街， 整个项目预计

花费6000万英镑， 由政府和私

募基金提供， 伦敦交通局称此

次投资规模在伦敦市中心堪称

史无前例。 牛津街是伦敦最著

名的购物街道 ，1.25英里长的

牛津街入驻了超过300家的大

型商场， 堪称伦敦最吸金的商

业街。 牛津街同时也是伦敦市

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 每小时

有50辆公共汽车运行， 在空气

污染严重的同时， 也存在着很

大的交通隐患， 由于牛津街的

人行道与两条机动车道并存 ，

行人 、出租车 、公交车 、自行车

的混行，导致了交通事故频发，

每年平均要发生 60起撞击事

故。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认为，

那么赚钱的牛津街， 其实步行

最好。 原本只有在圣诞节的时

候， 牛津街才会短暂地变身为

步行街 ，萨迪克·汗说 ，改造后

的牛津街将每天都过圣诞节 。

牛津街改造成步行街的计划将

分三个阶段进行， 先是牛津广

场到Selfridge百货的西段，将于

2018年底改造完成， 步行街将

被绘上色彩鲜艳的色块， 成为

两边布满绿化带和公共艺术作

品的林荫大道。 从牛津街至托

特罕姆宫路站的向东延伸段 ，

将会在2019年12月前后变成步

行街。 一直延伸到海德公园旁

的大理石拱门站的最终段 ，将

在2020年底变成步行街。

根据上海大数据交易中心

提供的数据，牛津街每日9万人

次的客流量只有上海南京路步

行街（日客流量35万人次）的四

分之一， 牛津街20万平方米的

商业总面积也只有南京路 （70

万平方米）的三分之一强，但是

牛津街 1720美元的每平方英

尺/年的租金却是南京路 （411

美元 ）的四倍多 ，牛津街10596

元的人均单次消费额是南京路

（1997元 ） 的五倍多 ， 牛津街

12%比88%的当地和国际游客

比也是南京路（3%比97%）的四

倍。从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中国

步行街无论从商业价值还是城

市IP的角度看， 都还需要作出

相当大的努力， 同时也有相当

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牛津街准备迎接的

是步行街的诞生， 那么中国香

港的旺角行人专用区在8月4日

已经迎来了18年步行街生命的

终结。 无论是牛津街还是旺角

行人区， 都是以商业特色闻名

的，但是作为城市IP，它们都具

有超越商业价值的特色， 改建

后的牛津街除了保持原有的英

伦特色， 还将设立休憩的长凳

和数个小型的公共广场， 而旺

角行人区虽然商业氛围和价值

比不上牛津街或者香港中环 ，

但是作为特色鲜明的公共空

间， 同样成为了重要的香港城

市IP。

2018年5月24日，香港油尖

旺区议会以15比1（1票弃权）通

过了一项取消旺角行人专用区

的动议。 旺角行人专用区因为

有着香港最多的街头表演 ，它

的去留， 引发了本港居民和访

港游客的高度关注。 令人欣慰

的是， 这次会议同时全票通过

了另一项动议， 要求政府另辟

其他区域开设行人专用区 ，供

街头表演者推广本地文化。 香

港政府在1999年的施政报告中

首次提出系统性地建设行人专

用区， 第二年旺角行人专用区

就应运而生了。 运输署在西洋

菜南街和附近三个街道分时段

“永久 ”设立行人专用区 ：周一

至周六4pm-12am，周日及公众

假期12pm-12am?在2003、2004

年旺角行人专用区又两次扩大

了范围。 政府设立行人区的初

衷，当然有减轻空气污染、行车

噪音、舒缓交通、方便行人的目

的， 但更有鼓励消费与商业发

展的考量。 一开始步行街还比

较安静， 但表演者越来越多光

顾后， 有关噪音和光污染的投

诉就急速上升。 从2014年年初

开始， 行人区开放时间缩短为

周六周日两天， 但是噪音和光

污染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

2016、2017 年 噪 音 投 诉 达 到

1224和1276宗。同时，众多的小

商小贩、 街头广告易拉宝和商

业宣传活动， 也造成行人区的

进一步混乱。另外，也有不少香

港民间团体在行人区做公开演

说、政治宣传和讨论公共议题。

旺角行人专用区18年的生命历

程， 引发了我们有关步行街的

深入思考， 当步行街促进社会

消费的目标与其他城市诉求

（比如城市公共空间 ） 发生交

融、甚至冲突时，究竟应该如何

处置？ 有人预测旺角行人专用

区取消后， 商业宣传活动有可

能从街面转到行人道， 另外阔

别已久的人车争路、 空气污染

和行车噪音问题又会重新出

现。步行街的发展，的确需要更

宏大的视野和更精细化的城市

管理。

公共空间与城市IP

2017年， 哥本哈根庆祝建

城850年时公布了一份10人名

单， 认为这10位杰出人士共同

形塑了这座城市， 他们包括12

世纪的大主教阿布萨隆、 丹麦

文学之父剧作家霍尔堡、 嘉士

伯啤酒的缔造者卡尔·雅各布

森和城市设计师扬·盖尔。 2016

年， 哥本哈根被美国Metropolis

杂志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 ，

人性化的步行街区和自行车道

是哥本哈根这座宜居城市的主

要标志，扬·盖尔用了50年的时

间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宜居改

造。扬·盖尔参与建成了1962年

哥 本 哈 根 的 第 一 条 步 行 街

Str覬get，出发点也是为了营造商

业氛围， 鼓励慢节奏的公共生

活。 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步行

街的建成， 突破了人们对于寒

冷天气是否适合步行的疑虑 ，

当年就使哥本哈根的步行人数

增加了35%。 直到今天，哥本哈

根仍在持续完善服务于慢速交

通系统的基础设施。扬·盖尔主

要的研究方法是长期经验观

察 ，也就是他说的 “公共空间 /

公共生活调研”，他曾经一整年

都在哥本哈根街头点数行人 ，

观察他们的活动轨迹， 他注意

到了影响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的各方面因素， 包括广场的设

置、街道的分布、吸引行人滞留

的原因、 天气对步行和户外活

动的影响，以及人们更愿意、更

喜欢停留的地点和时长等等。

上海制定了全力打响 “上

海购物”品牌、加快国际消费城

市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 把建

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商圈商

街和彰显海派文化的特色商业

街区列入重点任务， 将把南京

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等打

造为世界级地标性商业步行

街。 有意思的是，扬·盖尔曾经

在南京路的街头拿着铅笔点数

过路人， 为南京路步行街出谋

划策，他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

南京路步行街与南京东路人流

量差距很大? 二是与其他全球

城市相比， 南京东路工作日与

周末人流量差距很大。扬·盖尔

分析出了三个成因： 一是步行

网络存在缺失的链接部分 ，指

的是联系南京路步行街和外滩

的南京东路， 南京东路虽然人

流量很大，总长度550米也算不

上长， 但是没有从步行的角度

有机地联系两个重要的城市节

点，而且街道品质也不够高。正

是这个缺失的一环， 造成了步

行主网络的脱节， 由西向东延

伸的南京路就从商业氛围浓郁

的街道，陡然变身为银行、酒店

更多的商务区。 二是南京东路

两端的行人过街 （河南中路和

中山东一路 ）， 机动车路权太

高，相反过街流量不足，再加上

行人等候红绿灯时间过长和过

街斑马线的狭窄， 妨碍了人们

便利地前往外滩。 三是南京东

路沿线人行道宽窄不一， 路灯

等的设置进一步收窄了人行道

的有效宽度， 在最狭窄的地方

常常会出现人车争道的现象 ，

这样就使得步行的顺畅性和趣

味性打打折扣。扬·盖尔给出的

解决方案是： 改变南京东路作

为末端环路的功能， 调整一部

分公交车的线路设置， 禁止通

过性的交通， 仅保留上下客性

质的到发性交通， 拓宽人行空

间，改善行人过街的便利度，设

立醒目的指示标牌， 增强步行

体验的舒适度， 有效地通过步

行衔接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

扬·盖尔持续五十多年的

城市规划工作， 给我们的启示

是，步行街作为重要的城市IP，

可以是商业街， 也可以不是商

业街，更重要的是，慢节奏的出

行方式应该成为观察城市 、体

味城市的有趣方式。和扬·盖尔

一样喜欢在街头点数路人的威

廉·怀特， 也非常关注街道、露

天的市场和休憩空间， 他同样

提倡用人气和商业活力， 把街

道、 广场和停车场改变成熙熙

攘攘的“人的场所”，他在《小城

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一书中告

诫我们，公共空间，无论是商业

的还是非商业的， 归根结底是

人们聚会的场所。 人和人对空

间的使用，才是城市IP的核心，

才是人性城市的首要特征。 以

人为中心， 让人们重新回到公

共空间，其实是一种成本更低、

更可持续的城市改造和更新方

式， 这在电子商务独步天下的

时代，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扬·

盖尔认为：“所有的出行、 公共

空间和城市都与‘人’相关。 我

们是谁， 我们的身体如何进化

来的， 我们的出行系统如何组

织，我们的感官如何组织，我们

在空间中的行为，我们读书、亲

吻和争吵的方式……这些都是

（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的

一部分……我强烈认为， 我们

人类这个物种， 是有一些基本

共性的。 ”我们看到，中国的老

城和哥本哈根的老城完全一

样， 因为它们都是直接为人类

修建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为

人”修建的城市。扬·盖尔在《人

性化的城市》 一书中确立的人

性化维度， 同样应该成为今天

我们建设高品位步行街的重要

目标 ：充满活力的 、安全的 、可

持续的、 健康的———能够通过

提供对步行人群、 骑车人和城

市生活的总体关注 （扬·盖尔：

《人性化的城市》第6页，欧阳文

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0年）。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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