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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人行步道，离我们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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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很多人对于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如果一座城市的街道充满活力，那么这座城市也会显得有活力；如果一座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单调，那么这座城市也会
非常乏味。

而人行步道，承载的不只是面貌与风情，更是生活和故事，同时也生产着人们对整座城市的想象。

让我们从一条条街道出发，去看一看精细化的城市人行步道离我们还有多远。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人行步道上多了“拦路虎”

人行道上乱停乱放车辆一直是个 “老大
难”问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发
展，停放不当的共享单车更是加剧了人行步道
上的违法占路现象。

金虹桥商场是虹桥地区的重要商圈，靠近
地铁二号线，每日人流量较大，不少市民反映，

这里车辆乱停乱放情况比较严重。 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金虹桥商场附近的十字路口道路两旁，

密密麻麻地停放着各式车辆。 不少车辆没有停
放在划定的停车区域内， 而是随意停放在人行
道上，大大压缩了行人的通行空间。在金虹桥商
场出入口的一侧， 车辆基本上堵住了原本宽敞
的出入口，行人只能侧身从缝隙里穿行。

虹桥南丰城附近也是如此。记者在现场看
到，白线停车区域内都停满了车，找不到停车
位置的车辆只能随意停放在路边。很多人行道
只给行人留下了一人通行的空间，为了避让来
人，行人甚至被挤到旁边的绿化带中，导致人
行道旁边的绿化也被损坏。

占道经营是人行道上的另一只“拦路虎”。

自从上海重点整治违章建筑以来，破墙开
店、占道经营的情况有所减少，但是依旧有“漏
网之鱼”。记者从古北路沿着茅台路一路往西，

看到道路两侧有水果店、杂货店将货物堆放在
人行道上， 甚至直接把人行道占了一大半。还
有一家自行车修理店干脆直接在人行道上“开
工”， 地上都是修理工具， 把这段人行道归为
“私有”了。

茅台路上有一家餐厅，每天到饭点的时候，

老板就会在人行道上支起几张小桌子， 方便顾
客在外面用餐。但这样一来，人行道被占去一大
半，往来的行人只能在“油烟”中通过。不仅如
此，餐厅每天收工以后，人行道上满是油污和废
纸屑， 附近居住的老人特别有意见：“地面油乎
乎的，走路容易滑倒，还影响市容。”

夜间人行步道照明不足

杨小姐在金虹桥国际中心上班，因为业务
繁忙，几乎每天都在晚上 10点过后才下班，回
家步行需要 15-20分钟，必经之路是古北路和
天山路。杨小姐向记者反映，晚上独自走在空
荡荡的马路上心里总是有些紧张———因为人
行道上的路灯不够亮，还有树枝遮挡，让整段
道路看起来阴森森的。

首先是古北路，与茅台路、天山路交接的
一段有 100 多米，仅设置了两处路灯，相隔距
离较长。靠近天山路一侧，有几个烧烤摊会营
业至深夜，杨小姐说：“这条路很暗，而且经常
碰见一群从烧烤店里出来喝了酒的人，我作为
一个女生还是挺害怕的。”

与古北路相交的天山路情况好一些，两侧
路灯间距在 20米左右，但由于天山路较宽，人
行道的光源还是有些不足，加上道路两侧的香
樟树枝叶繁茂， 树木的阴影完全笼罩了人行
道，夜间出行明显感到缺乏安全感。

此外， 有些健身步道因为夜间照明不足，

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使用。比如，莲花南路、剑川
路的步道，虽然位于华东师范大学附近，但并
没有吸引大学生们前来跑步健身。一位姓徐的
女生说， 因为这条步道周围树木高大茂密，沿
街路灯的光亮很难照到健身步道，担心安全问
题，所以宁愿选择在人行道上夜跑。

盲道不畅随处可见

盲道， 顾名思义是为方便盲人而修建的
专供其导向行走的行道线。 盲道一般由两类

砖铺就，一类是条形引导砖，引导盲人前行；

另一类是带有圆点的提示砖， 提示盲人该拐
弯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占用盲道的现象仍然
随处可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盲道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一、设计不合理：盲道或整个路面过窄；未

正确使用条形引导砖及圆点提示砖；障碍物（主
要是窨井盖）与盲道重合；步道路面整体不平整；

有一些防止车辆进入人行道区域的路桩，反而成
了“路障”。

二、管理及养护不善：自行车、摩托车及其他机
动车占道；因缺少维护，致使盲道磨损不易辨认。

三、选址不合理：与盲人密切相关的区域未
完全覆盖。

记者采访了居住在宝林六村的几位视力残
障人士。 其中， 苏先生说：“盲道我一个人不走
的，都是老伴陪我出去。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乱停车，占盲道，也占人行道，路都没法走。”曹

先生这样说：“盲道我偶尔走过， 但是我识别得
不熟练，经常走歪。我不太习惯使用盲杖，因为
盲杖很轻，我年纪大了，走路不稳容易摔，盲杖
根本使不上力，还是拐杖好，但靠拐杖判断盲道
就更难了。”

记者了解到，车辆占道、路桩设置不合理、步
道路面不平整或过窄，这是视力残障人士最关注
的几个问题。

健身步道配套设施参差不齐

健身步道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 已然成为
不可缺少的体育设施。近日，记者走进公园、社
区，走访多个健身步道区域，广泛听取市民的健
身需求。

在环世纪公园的 5公里步道上， 记者发现，

该步道各类标识清晰，比如步道信息标识、健康
指导标识、里程标识，全都一目了然。步道还配有
休息座椅、直饮水龙头等设施。

住在附近的 61岁的周阿姨告诉记者：“我和
我家老头子每天吃完饭都要来这里走一走。唯一
的问题就是希望厕所再多一点，尤其像我们年纪
比较大了，经常需要上厕所。目前只有世纪公园 7

号门这里有一个厕所。”

李先生也几乎每天来这条步道上健身，他告
诉记者，许多居民会将宠物带到步道上，这造成
步道两侧的动物粪便几乎随处可见。“来这里遛
狗的人一直挺多的，大家都用绳子拴住狗，还算
比较文明。我建议能否在步道旁边多设置一些垃
圾桶和一次性袋子，方便居民把动物粪便清理干
净。”

在位于密山东路与盘古路之间的吴淞口路
滨江绿地步道上，记者看到，主干道整洁干净，配
有儿童玩乐区。该区域有两个移动厕所，分别位
于健身步道的 1/3处， 标识明显。 但不足之处在
于：步道各种标识信息不足，无饮水设施，部分路
段照明不够亮。

为什么居民不爱用健身步道

在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居民
宁愿走在硬邦邦的路面上，也不愿踏上身边的健
身步道。这是为什么？

在保德路 1200号的三泉公园内，约 1.2米宽
的红色健身步道环绕着公园中心的人工湖。记者
留意到，在健身的人群中，很多人没有选择走健
身步道，而是在一旁的小路上跑步或快走。

记者随机访问了几位健身者。 谢女士说，

2016年三泉公园刚修健身步道时，她和丈夫还常
常在上面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踏上去软
软的步道开始硬化，与旁边的路显示不出太大的
差别。“而且，步道太窄了，我和老伴两个人根本
没法并排锻炼。”谢女士说。

65岁的林大爷也指出了步道太窄的问题。他
说，人稍微一多，步道就显得拥挤。林大爷在锻炼
时，为了保持步速均匀，避免时不时避让前面的
人，他宁愿选择在人行道上锻炼。

在豫园附近的古城公园里，有一条环形的健
身步道，也遭遇了无人使用的尴尬。住在附近的
周女士告诉记者， 尽管每天来锻炼的人很多，但
很少有人在这条步道上锻炼， 因为这里场地小，

环形的健身步道走两圈就头晕，不如选择公园里
的小路。

此外， 还有一些修在马路两侧的健身步道，

因为很少有人在上面锻炼，形同虚设。比如，北外
滩东大名路（东长治路—太平路路段）两侧红色
的健身步道，据记者观察，在 17 点-19 点之间，

该路段只有行人路过，健身步道的功能没有得到
充分发挥。

（感谢任溦溦、栗思、肖雅文、唐昕宁、徐曼馨
对本文所做的贡献）

改造后的纽约时代广场：超宽人行道成为最大亮点
2017年 4月 19日， 自 2010年开始整修改

建的纽约时代广场，终于重新正式对公众开放。

原本第七大道和百老汇相交的巨型十字
路口，现在被改成了一条笔直的车行道和一大
片宽阔的三角形公共广场区域。原本挤在人堆
里的百老汇剧院折扣票务点———一座阶梯形
的红亭子周围变得宽敞了，大大缓解了以往由
于排队买票而造成的人流拥挤。

时间回到 2009年 2月 25日。纽约市市长
Michael R. Bloomberg宣布即将关闭第七大道
与百老汇交会处以及百老汇大街的部分街
区， 作为交通整改项目试点。 当时的报告指
出， 该区域面临 6 大交通问题———不均衡的
公共空间规划，不充分的人行设施，多十字路
口，过长的人行道，令人迷惑的交通标识，封闭
的步行街。

通过对该地区不同类型车辆的数据监控
和调研，该项目提出把原本与第七大道相交的
百老汇大街上的行车转移到第七大道上，百老
汇大街则改为步行街。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纽
约时代广场每年要接待将近 4500 万游客，是
整个纽约市乃至全美国游客访问量最高的景
点。负责设计这个公共空间改建方案的挪威建
筑工作室 Snohetta， 清理了造成人流拥堵的几
十年的旧基础设施， 在每幢大楼前设计了统
一、宽敞的平坦道路。

10座 50英尺（约 15.24米）长的水泥长凳
错落地分布在一块新的夹角区域， 它们有 5

种不同的结构，可供行人坐、躺、靠、倚，形成层
次丰富的互动空间。 这些长凳可以引导人流，

供人们驻足休息。同时，长凳中还隐藏有园林
电力和广播装置， 因为广场上每年要举行 350

多场活动。

2014年春，部分步行街向公众开放。改造
后，这里的公共安全状况、经济效益和使用者
体验都得到很大提升。行人因交通事故的受伤
率下降了 40%， 机动车交通事故下降了 15%，

该地区整体犯罪率下降了 20%，空气污染也降
低了 60%。80%以上的游客认为， 步行道改造
让时代广场更安全了。

除了提升公共健康和安全， 纽约市民、游

客和时代广场附近工作的人员都能感受到时
代广场步道的改善。93%的参观者表示步行道
让时代广场成为更令人愉悦的地方，88%的纽
约市民认为，这个步行道使时代广场呈现出一
种从前没有的独特氛围。

整个改建工程，使原本位于曼哈顿核心的
时代广场人行空间扩展到了原来的两倍。改造
后的广场在曼哈顿中心区有 2.5英亩的城市步
道，这里曾经是机动车拥堵的地段。这意味着
该项目将纽约最著名的拥挤空间变成了一座
开放式的市民广场。

“你不能把这个项目的成功仅仅归结于提
升公共空间的美观性，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它展示了城市设计能够为居民带来健康生活，同
时为公众聚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Snohetta

事务所的创始人、建筑师 Craig Dykers这样说。

理想的人行步道，是安全、舒适、包容的
解放周一：街道向步行化生活空间的回

归，是不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王林（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
院责任教授、设计学院教授）：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一开始，人们觉得拥有汽车是生活质量提高
的一种标志，这在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一个同
样的过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
市道路的规划是以车行交通为主的，保持车
行的通畅是城市效率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是，这样的规划给人的步行带来了很
多不便。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城市空间？西方学者提出了生态城
市的概念，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从水、空气到
环境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品质要求。近年
来，在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步行
的舒适度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魅力
的标准。

2016年，《上海街道设计导则》正式发布，

提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要转向以街道生
活为主，也是顺应了这一世界性的趋势。

解放周一：人行步道的设计最需要关注
什么？

王林：街道是什么？街道是城市的公共
空间，是城市的“客厅”。人们不只是希望穿
行在街道上， 而且希望在步道上舒适地行
走，感受温馨的生活氛围。所以，人行步道设
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人的感
受来评判这条街道设计得好不好。

比如，在《上海街道设计导则》里，要求
街道的路口不再拓宽。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
验：在较宽的路口，由于绿灯时间不够长，常
常来不及过马路。所以，在国外的一些城市，

很宽的路口上会加一个人行岛。像英国伦敦
的牛津街，特意加宽街角的人行步道，缩小
路口的车行道，这样，车在转弯的时候会减
速，而行人过马路的速度则加快了。

对国际性城市来说，街道还能体现一座
城市的活力。巴黎有一种说法叫“在转角遇
到爱”， 他们鼓励在街道转角的地方加设户
外咖啡馆， 让街道呈现出浓浓的生活氛围，

这也是城市魅力的一种体现。

解放周一：您曾经提出，人们对健康的
普遍需求， 应当成为城市空间的根本出发
点。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观点？

王林：在纽约曾经有一个“健康城市”的
活动，所谓“健康城市”的活动就是让人们喜
欢上步行。因为在美国，大多数空间都以车
行为主，很多人过分依赖开车，缺少运动，由
此造成“现代城市病”频发，所以他们希望通
过“健康城市”的活动，一方面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一方面营造舒适的步行空间，让人们
多走路、少开车。

除了宜人的人行步道，他们还在城市中
心的公共空间设置一些楼梯，楼梯的台阶可
走可坐，空间非常开阔，这样让人们更愿意
走楼梯而不是坐电梯。我认为纽约的这些做
法很值得我们借鉴。通过城市空间的设计和

改善，可以改变人们的交通出行方式、日常生
活习惯，进而引导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解放周一：除了规划和设计，人行步道的精
细化管理是一大难点，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

王林：在我的理解中，精细化管理需要系
统化地思考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比如，自行车的停放问题。前几年，我们学习西
方国家的做法，在人行道上设置了一些自行车
停车架。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大多数自行车并
不按照规定停放。而且，在一些较窄的马路上，

设置自行车架也会影响行人通过。所以，效果
并不太好。

从精细化管理的角度来看，首先你要了解
这个地方大约有多少自行车需要停放，然后再
根据需要进行规划和管理。比如，在大商场的
门口，就要专门设计自行车的停车区。而在人
行道比较窄的地方，每间隔 5到 10米的距离，

可以在地面上铺装自行车图案的地砖，引导人
们把自行车停放在规定的位置，同时又不影响
行人走路。

这就是精细化管理， 它不是千篇一律的，

而是每一条街道都呈现出多样化。

解放周一：一条理想的人行步道必备的要
素有哪些？

王林：第一是安全，安全感是人的首要需
求。第二是舒适，包括美观、便捷。第三是包容，

人行步道是可以限时管理的，甚至可以兼顾车
行和步行；也可以是一个共享空间，它包含着
无数的可能性。

对 话

对 标

虹桥南丰城附近，共享单车占了 2/3的人行步道。 天山路的人行道，夜间完全被树影笼罩。

环世纪公园的步道上，里程标识一目了然。 红色的健身步道只有 1.2米宽，人一多就显得
很拥挤，老人们宁愿选择在一旁的人行道上锻炼。

国定路一侧，自行车、摩托车占据了
黄色的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