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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从公
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流域起，“人”与“城”就成了孪生兄
弟、形影不离。

西方有柏拉图苦思冥想要建“幸福之城”，东方的行动派孔夫子则携其三千弟子
营构“天下大同”的人居图景。到了“9102”年，“啥是佩奇”折射了以城市为终点的反
向春运新潮流；流浪地球索性更夸张，在末日想象中还得拖着居处所在去流浪。

有人说当代的城市得像做炒饭一样，“什么都要有，这样才好吃”。可是七滋八
味九杂，各人中意的口味如何调协均匀、荤素得当？今天，岛妹就来说说最喜欢的
一座城——成都。

从古至今，成都人都不讳言他们对生
活美学的“锱铢必较”。

比如岛友们熟悉的“蚕丛及鱼凫，开国
何茫然”，写的就是古蜀创世纪故事。话说
当年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
朝，成都平原就得以同关中平原、黄河下游
平原并列成为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文明发
源地，由此户户耕读传家、尽享太平。

又比如先秦时李冰父子治水修筑都江
堰，滋养了川西平原的沃野千里。因为都江
堰，成都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城市”范
本，当地人为此骄傲得紧——“天下一座都

江堰，蜀人矜夸两千载”。
五代后蜀主孟昶，当年在城墙上遍植

芙蓉，人夸“四十里为锦绣”。在城墙上大面
积栽种花卉植物本身也是中国建城史上绝
无仅有的一例，成都更因之得了“花园城
市”的名号。

成都还坐拥着全球独一无二的“绿色
城市名片”——全民萌宠大熊猫，以及视觉
上更“绿色”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森林公
园、世界上最长的绿道……

不过一年前，在宜居、水润、花园、森林
“古往今来”的加持外，成都又盯上了一个
新的、甚至可称是初入“全球视野”的城市
建设计划——公园城市。

有朋友一喜，新版天府要为公园所覆、
颜值逆天？非也。公园城市≠公园+城市。
简单说来，公园城市可理解为以人人脑海
里都有的“公园形象”作为具象化的城市建
设目标，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而哪些是合格的“公园形象”？成都去
年5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

家专门的公园城市研究院，集聚了从联合国
人居署到国内环境学、规划学、政治学、社会
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来细化标准、具化方案。

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的理解，
公园城市当是“公”“园”“城”“市”四字的含
义总和。“公”代表了公共性，对应公共交往
的功能，譬如过去很多漂亮的公园都被

“围”在院子里，老百姓不容易进去，而公共
性就是指设施要开放给大众，让百姓受益；

“园”泛指各种游憩境域，对应生态系统；
“城”对应人居与生活；“市”代表的则是产
业经济活动。概括下呢，公园城市，说的就
是公共底板下的生态、生活和生产要面面
俱到、环环达标。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得
就更直接了，“公园城市最重要的是创建优
良的人居环境”。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条件
下，公园城市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居住、
工作密度更佳、更合理，城市绿地占百分比
多少、交通如何组织才能更优，公共服务配
置应是何种模式等。

城市诞生后，16世纪的“乌托邦”，18世
纪的“理想城市”，19世纪的“田园城市”，近
代的“生态城市”标榜了各个时代人们对于
城市生活的最高追求。

“公园城市”同理。自去年这一概念诞
生，人们就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在学术史上有
迹可循的专有名词，目前更未找到相关理论
研究或是系统实践。换言之，“公园城市”到底
什么样，很大程度上要看这回成都、乃至中
国在后续探索上所能带给世界的“启示”。

当然了，首创，并不意味着不能吸纳、
承继全球城市在各自建设中的专长。成都
公园城市建设规划目前就已借鉴了雄安新
区规划、鲁尔绿色大都市建设、新加坡花园
城市规划、纽约2040规划等国内、外城市在
相关规划建设中的指标体系内容。

学哪些？先看看当年这张纽约的爆款照
（左图）：回顾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由私而
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大型城市公园不
但成为了城市的绿色地标，其普惠公平的
基本公共服务属性也塑造着平等、开放、包
容、共享的城市精神特质。建设公园城市核
心之处的“公”，不妨由此定调。

再来看德国鲁尔地区。鲁尔的各级政
府、企业、机构等近年来在城市绿地发展上
作了许多努力，在整个鲁尔区内构建了绿
色基础设施的系统网络。

比如建设以Emscher公园为核心的城

市文化景观，将Emscher城市水利系统改建
作为基本骨架、完善城市及区域自行车系
统以促进低碳交通……文化景观、水利系
统、城市交通、气候保护，这些足以使鲁尔
走在欧洲绿色城市建设前列的举措，自然
也是成都可以参考并因地制宜的亮点。

目标有了，各方样板也不缺少，关键是
路怎么走。“公园城市”背后的诸要素如何
融合，如何变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内生性系
统、成为完整的生命体，这些“下一步”都可
以说是“举世瞩目”。

就岛妹目前关注到的，成都的“公园城
市”这一年来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推进。

在龙泉山宝仓湾，“古驿十二景”已逐
步再现；作为天府新区“生态之肾”的兴隆
湖，4500亩的一汪碧水微波澜澜——目前
兴隆湖执行的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
类标准，下一步将会提升到饮用水级别的
Ⅲ类标准。

成都公园城市目前更添两处“大手
笔”，其一是东进战略，变“两山夹一城”的
逼仄为“一山连两翼”的宽广，一下打破了
几千年的单中心城市格局。

另一处则是天府绿道建设。绿道规划总
长16930公里，是目前世界最大体量的绿道
体系，沿着河滨、溪谷、山脊，连接湿地、公园、
绿地，“可进入、可参与、景观化、景区化”的建
设理念，成为公园城市的最佳写照。

理想城市的前世今生

2000多年前，号称“希腊三贤”的柏拉图，在雅典苦思冥想着
一个“幸福之城”。比他更早一些，在东方的中国，行动派孔夫子
正四处推广他构想的“天下大同”理想社会。孔子所构思的“天下
大同”社会，应该算是最早的城市治理“中国方案”。

而今，顺应“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时代潮流，成都再次
向世界推出城市转型探索：公园城市。细说公园城市之前，中国
历史上有哪些惊艳了世界、造福了世界的城市方案？

有一个人，叫管子，他提出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
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建城原则，
影响后世至深，南京城，就是典型代表。有一座城，叫北京，是世
界上仅有的将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融
成一个体系，“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叛逆少年霍尔顿每一次无法面对现
实，总是前往中央公园。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公园。

公园城市=公园+城市？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期间，期许成都“加快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要求成都“要突出公园城市
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至此，“公园城市”，这一崭新城市理念，进入全球视野。
公园城市，就是公园+城市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对公园城市展开

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关于公园城市的内涵。在他看来，公园
城市=公+园+城+市。

去年5月，成都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公园城市研究院。经过广
泛而深刻的探讨，专家们达成对“公园城市”的共识：

这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一个概念，是高质量背景
下的城市建设新模式探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充分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绿色发展新理念，是适应新时代中国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发展
形势及需求提出的城市发展新目标和新阶段，体现了我国推进
城市化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公园城市的成都实践

去年7月，成都公布了“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决
定”。确定了三个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公园城市特点初步显现；到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开创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现在，距离第一步目标已经很近了，成都做了什么？
第一个大手笔：东进战略。2017年，成都唱响“东进”序曲。跨

越龙泉山发展，变“两山夹一城”的逼仄为“一山连两翼”的宽广，
打破几千年单中心城市格局。这一与雄安新区建设在理念和行
动上高度契合的破题之举，可谓改革开放40周年成都最大手笔
的一次城市创新，堪称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筑基工程。

第二个大手笔：天府绿道建设。这条绿道，规划总长16930公
里，从2017年7月开工至今，已累计建成2607公里。天府绿道，成
为生态成都的绿色动脉、产业成都的最新场景、人文成都的万里
画廊，塑造着公园城市的基础脉络。

2010年，上海世博会带给世界一个思考：什么才是更好的
城市？而今8年过去，这一追问有了答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评论员 刘琴

成都成都
因为都江堰，成都

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生
态城市”范本

为什么要建公园城市？为什么选成都？
成都本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节点，将城市规划好建设好，可
以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期
间，期许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城市”，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强调“要

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而成都要建的公园城市具体来讲也有

几个层次。其一是实现以“公园形态”为基
调的样貌；再深一层，建设中要统筹生产、
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实现可持续发展；最
终呢，要成就公园城市，成都根本上要达成
的任务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真正达成

“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
去年7月，成都公布了“加快建设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的决定”，文字很长，内涵很丰
富。概括说来，成都要向世界展示的公园城
市主要有四个内涵特征：“以生态文明引领
的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构筑山
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突出人城
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

人与城，由此扩充为人、城、产。而三者

之中，“人”又处于最核心的位置。
公园城市的“成都逻辑”在于其抓住了

“城市的本质是提供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
命脉。而这也是公园城市之于当下中国的
特殊价值——其聚焦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引导的是工业逻辑回归人
本逻辑，追求的是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

一句话，城市，首先当为人居。
成都的实践还有着不一样的世界意

义。2017年7月，首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
高层论坛上，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发
布了首批五个“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
市”——成都就是其中之一。

绿一座城，美一方人。城市要让生活更
美好，成都会给世界提供充满东方智慧的

“中国方案”。

红星新闻推公园城市深度观察文章

公园城市
是理想城市的新探索侠客岛聚焦成都公园城市建设

这座城，想低调都难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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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宇
宙生命的一部分，我们
在自然中间摄取了精
神的力量。”全国人大
代表、川博首席专家魏
学峰曾在谈艺术时提
到，中国艺术是在自然
中感悟，走向无限。

成都建设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花了很多
力气把成都的很多核
心地方都留成了公园，
近1000亩的锦城湖公
园和改造优化了的400
亩浣花溪，魏学峰说，

“这是先见之明”。
魏学峰认为，公园

城市中的绿地除了是城
市的“肺”，也是成都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的一个
切入点。“我们的草堂、
武侯祠、望江公园，既
是公园，也是博物馆。”
他表示，自然的东西会
雷同，人文的东西才是
独特的、长久的。

他表示建设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可以是
成都的一个开始，只要
注重人文因素的加入
加强，一代一代人过
去，成都也可以让一处
处公园成为博物馆，整
座城市，也就成为了真
正的世界文化名城。

再过半年，温江
区寿安镇岷江村的桂
花又要开了，城里来
的客人会比平日更
多。呼吸着桂花香，客
人们会沿着绿道骑车
到鲁家滩湿地公园，
喝一口当地村民做的
四叶草咖啡。

作为岷江村的党
总支书记，全国人大
代表陶勋花描述着成
都西边的岷江村的样
子。建设美丽休闲的
乡村田园公园场景，
是成都建设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的场景之
一，“也是岷江村的实
践。”陶勋花说，原来
稀罕的公园现在到处
都能看见，连接起了很
多荒废的资源，给乡村
带来了新的消费场景，

“我们老百姓都称之为
经济道、生态道。”

陶 勋 花 说 ，生
态+经济的公园城市
模式，让岷江村兼得
了“熊掌”与“鱼”。鲁
家滩湿地公园就盘
活了大片的闲置资
源，老百姓学会了做
咖啡，乡村民宿也建
了起来，同时承载着

“人城境业”，成为公
园城市的一处缩影。

岷江村在打造乡
村田园公园场景的过
程中已经尝到了“甜
头”，陶勋花也有了更
多计划。“我们希望融
入当地更多的餐饮和
各地各具特色的农副
产品，融入更多体验
活动……”她认为，成
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是可以和乡村振
兴紧密结合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全国两会报道组记
者 尹沁彤

全国人大代表、川
博首席专家魏学峰：

城市核心留成公园
这是先见之明

公园公园
“公园城市”到底什

么样，很大程度要看这回
成都乃至中国在后续探
索上带给世界的“启示”

全国人大代表、温
江岷江村党总支书记
陶勋花：

绿道实际上是
“经济道”

人居人居
公园城市的“成都

逻辑”在于其抓住了“城
市的本质是提供有价值
的生活方式”的命脉

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
流域那刻起，城市，就成为人类灵魂和肉身的安放之所。
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更好的
大城市，人们总是在追求心目中的理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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