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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 o� the Re�ewal of the Old Part of Lo�do�

[摘 要] 本文以伦敦老城的城市更新为例，通过对伦

敦城市历史的简介和城内三个区域更新案例的分析，

探讨城市更新的思路及对中国城市设计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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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focusing on central London 
urban regeneration. With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London and its methodology and concept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three districts of the city, it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theory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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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敦城市发展简史

伦敦的城市起源在历史上并没有确切地记载。

罗马人在公元 43 年征服了不列颠并在泰晤士河畔

原有的一个村落建立聚居点，取名为 Lo�di�ium。后

来，罗马人更在此修筑城墙并逐步将其发展成颇具

规模的城市。到公元 400 年左右，罗马文化随着罗

马帝国的瓦解而逐渐消亡。到公元 600 年左右，不

少盎格鲁 - 撒克逊人已经在现在的伦敦定居生活。

公元1066年，法国西北部的诺曼人威廉一世声称拥

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位继承权，进而攻占了英格

兰。公元12世纪威廉一世从温切斯特（Wi�chester）
迁都伦敦。伦敦也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两个城合组

为一个伦敦市的模式：东面，在古罗马人的古伦敦

城的基础上建立起伦敦城（�ity of Lo�do�）；西边，

西敏寺城（�ity of Westmi�ster）成为王室和政府的

所在地。伦敦在 18，19 世纪急速发展，随着工业革

命和商业繁荣，伦敦的人口也不断增加，工业革命

为城市和建筑注入新元素，伦敦也成就“日不落帝

国”的中心与荣耀。到了 20 世纪初，伦敦人口已达

660 万，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在 20 世纪爆发

的两次大战对伦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 1940 年

代初，纳粹德国空军对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城市进

行了密集轰炸，造成了财产方面的严重损失和人口

数量锐减。虽然在大战之后修复工作不断进行，但

是，时至今日仍然可以看到不少战争破坏留下的痕

迹。即便如此，不少新的建筑物也在废墟之中兴建

起来。款式新颖的建筑夹杂在古旧的房屋之中，也

为伦敦的市容增添了一些“有趣”的地方。伦敦现

在仍然是欧洲最大都市，人口有 1 200 万。

二、伦敦城市更新介绍

伦敦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 1898 年的英国新

城运动（New Tow� Moveme�t）。霍华德的“田园思

想”认为新城建设是摆脱英国拥挤不堪城市生活的

最佳途径。城镇是一种完全社会功能化的结构，它

能为城镇里的居民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有足够

的空间为城市提供阳光、空气和优雅的生活；城镇

周围被绿化带环绕，不仅能为城镇人口提供农产品，

而且能为他们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场所。最终形成一

座能满足几十万人口全部需求的“社会化城市”。二

战结束以后，政府对新城建设非常重视，为解决伦

敦等城市人口和工业过分集中的问题而修建大批新

城。那些新兴的战后工业对城郊廉价土地和政府的

优惠政策非常欢迎，仅仅几年之后，新城建设进入

到迅速发展期。

英国战后的新城市运动的发展使人们纷纷迁出

中心城区，再加上战后重建多以简单廉价的建筑材

料及做法为主，这使本来因城市工业化而成为雾都

的伦敦的魅力减少了许多。入夜后的伦敦变得冷清，

甚至有些地方可以用死寂来形容。到 20 世纪 70 年

代，英国政府调整了疏散大城市及建设卫星城市的

有关政策，人们意识到把原来繁华的城市在入夜时

完全抛弃是一种浪费和不合理。1978 年通过《内城

法》，开始注重旧城改建和保护。城市更新的计划开

始行动，原则是把已经迁出城市的人们再吸引回到

城市。英国的工业转型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很好的条

件。1992 年，伦敦战略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伦敦战略

规划白皮书，突出体现了重视经济的重新振兴；强

化交通与开发方向的关联性、重视构筑更有活力的

都市结构、重视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建设等四个指导思想。1994年的规划中强化伦敦

作为世界城市的作用和地位。1997 年民间组织“伦

敦规划咨询委员会”根据伦敦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

差异，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伦敦中心区是交通

最为便利的区域，对商务、商业、政府、文化活动

最具有吸引力，应该平衡办公楼、商业、文化娱乐

等各项活动与住宅之间的发展；另外还包括对一些

重要空间要素的整治，如开放公园、广场绿带、泰

晤士河、历史遗产等场所的空间、街道和广场，改

善交通方式以及建设便捷的交通系统。

三、伦敦城市更新与案例分析

英国的规划体系和过程与美国、欧洲大陆的规

划相比，拥有其独特之处。主要差别在于把“规划

编制”和“规划批准”明确分开。一般来说，中央

和区域政府会制定战略性规划（Strategy Pla�），地
方政府再制定地方性规划（Local Pla�）。规划完

成经议会批准后生效，但这规划文本并非具有法

律意义的条文，而只是一个供各方参考的文件。在

实际项目中，建设计划需要向地方政府规划部门提



��

出申请，一些影响重大的项目还要上报更高级或中

央政府。而政府对该申请的批复一旦生效，便成为

必需遵守的法律条文。在合理理由支持下的实际项

目可以与规划文件千差万别。在规划编制到规划批

复期间有较大的空间和弹性。这是英国的发展调控

（Developme�t �o�trol）决策方式，把规划和设计

紧密相连而又可以反复双向验证的方式。这对英国

的城市更新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城市更新是集规

划（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室

内设计等）于一身的过程。

就伦敦而言，城市更新的策略是把罗马帝国时

期的伦敦城（�ity of Lo�do�）继续作为金融中心，一

直作为行政中心的西敏寺城（�ity of Westmi�ster）
依然保留行政办公的地位。现在的西敏寺区被重点

改造成生活娱乐区，大量的剧场、展览、购物餐饮，

其中SOHO区是伦敦入夜的中心。西敏寺城西侧的

居住区如 �helsea，Notti�ghill，Pimlico，Victoria
等都是高档住宅区和商业区。市中心的东北面为一

般生活区。这些区域组成了伦敦的“核心一区域”

（Zo�e O�e）。这也是伦敦的老城区。而每个区域的

内部和美国项目的自身也有很大的自由度，这样的

发展调控更有针对性和即时性，规划与设计相贯通

提高项目的合理性。城市形象方面也因此更真实地

反映出时代和文化的气息。

1．圣保罗大教堂区域——新老共存与历史延续

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athedral）是伦敦最

著名的教堂之一，是伦敦城的主教座堂，它最早是

罗马人的神庙所在地（图 1，图 2）。大教堂本身也

是伦敦规划中几条视觉走廊的聚焦点，也是旧伦敦

城的象征之一。从圣保罗大教堂向泰晤士河的方向，

由表征着 21 世纪的“千年桥”（Mille��ium Bridge）
将泰晤士河两岸连接起来。泰晤士河南岸是一座由

废弃发电厂改造而成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图 3）。这

样“一河两岸三节点”构成伦敦既富有历史内涵又

彰显现代色彩的城市特色。大教堂和周边文艺复兴

时期的建筑记述着英帝国的光辉往事，南岸的发电

厂外壳让人想起工业时期雾都伦敦的景象，而全新

的千年桥则用高技派的姿态展示着当今英国的高科

技与风格。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

架起了好几道桥，其中历史现存最古老的可算是伦

敦塔桥（Tower Bridge）它代表着古伦敦的历史（图

4）；西边的切尔西大桥侧体现着昔日工业帝国的钢

铁工艺与技术；中间的千年桥则反映出当代英国的

建筑技术与审美文化（图 5，图 6）。福斯特事务所

设计的千年桥也考虑到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其纤细

的外形除了是挑战钢铁技术和力学计算以外，还尽

量少的占用河面上的空间和视觉影响。在设计人流

路线和城市对景时，利用视错觉把圣保罗大教堂嫁

接在钢索桥上，形成新老相映成趣的构图。

2．SOHO 街区——古老区域的重生与延续

伦敦的 SOHO 街区应该说是伦敦比较旧的区

域（图 7）。17 世纪之前，SOHO 曾经是猎场，当猎

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后，在 18 和 19 世纪，容留了

大量难民和流亡者。复杂、多元的环境吸引了大量作

家、音乐家、艺术家和思想家。19 世纪末，SOHO
已成为伦敦夜晚的心脏，并一直延续至今。那狭如

肠道的条条街巷，藏着无数酒吧、餐馆、店铺、书

局、剧院乃至为未年娱乐场所。针对这一区域的特

殊性和复杂性，规划设计的方针更多的是对原有建

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整个街区基本保留着原有的

城市肌理和空间尺度。对原来大部分狭窄街巷进行

保护，并利用单行线或步行街的方法解决交通问题。

这些改造更多的是集中于建筑内部空间的装饰和功

能的调整。大部分沿街的建筑空间，不管以前是什

么功能都改造成商店、餐厅、酒吧等服务空间。砖

石建筑依旧是这一区域的主色调，间中也夹杂着维

多利亚时期的铁艺建筑和二战前后兴起的现代主义

建筑，少量的新建筑也安份地参与到城市的记忆中。

在这里，外部空间基本是传统的、统一的、和谐的，

1 圣保罗大教堂 2 圣保罗大教堂航拍图（google earth） 3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4 伦敦塔桥 5 伦敦千年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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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室内空间则是超越时空的、多样的、个性的，甚至

是奇怪的。人们也自由、开放、千姿百态地享受或

使用这一区域——这使得 SOHO 成为伦敦最有活

力的地方，也成为伦敦无形的代表（图 8 ～图 10）。
3．伦敦西区——复制与新旧共存

如前所述，伦敦的西区是以住宅生活区为主（图

12），大部份是私有土地私人建房，与中国的企业

单位或开发商集中开发的住宅小区差别很大。伦敦

这种私人建住宅的现象对伦敦城市面貌有着重要

影响且延续至今。由于私人建房的缘故，资金、技

术和设计概念等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再加上伦敦建

筑保护与保护区等规划条件的限制与指引，使这些

自建宅往往参考历史和周边已有的住宅进行设计兴

建。模仿原来的老住宅或在老建筑基础上进行修改，

这是非常符合自建宅特点和需要的。这从另外一个

角度上看是伦敦市民参与了城市设计和建设。在这

里重点重申一个概念——城市内的使用者在参照

历史文脉和周边环境来复制自己使用建筑的行为，

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并与过去的城市发展和建设吻

合，与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建设和国内一些复制巴

黎凯旋门或华盛顿白宫等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由

于这种特殊的模仿行为，老伦敦的特色被强化。

伦敦的城市更新远不止上述的几个方面，但由

于篇幅所限，借上文内容探索一些城市更新的设计

理论及依据。根据以上三个区域的案例分析，作者

认为伦敦城市利用老建筑、新建筑和“复制品建筑”

三者共存来叙述伦敦，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

老建筑以保护、保留、改造的手段为其注入生存的

养分；“复制品”在参照老建筑和规划条件的前题

下，在今日的世界中活着但又怀念着往昔；新建筑

是怀着昔日的营养而又自由地生活在今天。它们三

者都是活在今天且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叙说和记录着

城市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座城市的魅力在于城市

给予人的感受及可读性。城市的空间组合故然重要，

而更重要的则是文化的凝造与传递。城市是人类活

动空间的集合，城市应该是多元化的、包容的和有

自身特色的综合体。

四、伦敦城市更新对我国城市设计的启发

伦敦的老城区与北京的胡同都承载着两座城市

的历史与文化。伦敦的老街把昔日大英帝国的余晖

很好地传承以及复兴。对比之下，北京的胡同却成为

城市的“”毒瘤和“鸡肋”。北京以极端的手段——

极端保护和极端拆迁的方法——一步步消减这座

城市的过去。保留起来的老建筑因为资金的缺乏变

得闲置或没有得到维修及改造，老建筑的价值也无

法体现。北京的很多胡同虽然保留着老京城的风貌，

但却脏乱不堪，成为城市的“毒瘤”。北京的平安大

街在扩宽后沿街建造仿古建筑希望保留古都风貌，

但是这些“仿制品”却是一些带有中国古建筑元素

的“四不像”。北京新建的商务中心区 �BD 和金融

街又很少体现北京和中国的特色，它很难代表北京

城。国际化的城市空间和建筑形象成为城市更新的

败笔。在中国，“失忆”的城市或者城市空间实在太

多。城市特色也因记忆的不完整而弱化，城市之间

的类似点太多且自身特点又太少。城市的建设是需

要时间的，城市特色形成也需时间的积累。如果把

城市过份保护以至无法发展，就相当于把城市封存

起来。时间处于静止，城市也就处于昏迷。如果过

度开发，把老建筑和城市肌理彻底摧毁后进行重新

建设，时间则被切断，城市也就失去记忆、文化和

特色不能得到传承和体现。

城市更新包含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

和环境设计等方面内容。在实践中，不妨学习伦敦

的经验，容忍甚至刻意建立新老和仿品建筑共存的

空间关系。更多地考虑时间与空间、文化与空间，人

与时间以及时间与城市等关系，注意文化与时间在

城市中的传承与体现。将规划和设计更好地综合考

虑，并双向推导，以提高规划和设计的合理性、创

新性和即时性。■ 

6 伦敦千年桥 7 伦敦SOHO区航拍图（google earth） 8 伦敦SOHO区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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