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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认为全局性地抑制“ 来势凶猛” 的交通需求是治理拥堵的根本ꎮ 过度的时空消耗是交通拥堵的成

因ꎬ人口总量、出行频率、出行距离及出行单位占用空间四个因素是交通时空消耗的决定因素ꎮ 基于此ꎬ该文指出
运用交通系统之外的全局性、主动性抑制手段进行长期的、深度治理ꎬ才是治堵的根本ꎬ并提出产城融合ꎬ近距离化
的组团、产业、人口空间布局ꎻ抑制汽车过度消费ꎬ提倡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深度治理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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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拥堵病乃世界性顽症ꎬ中国的中心城

活质量联系紧密ꎬ治理拥堵的重要目的就是发挥城

市多已被困ꎮ 从本世纪初ꎬ中西部中心城市重庆市

市功能、提升生活质量ꎮ 如何治理? 从交通系统进

进入患病行业ꎬ从局部的堵点始ꎬ在短短的十年间迅

行的供给增加ꎬ局部性的需求管理ꎬ显然已不能控制

速发展为目前的“ 哑铃式” 拥堵ꎬ拥堵线路主要在城

中国中心城市的交通拥堵病了ꎮ 必须以更大范围、

市中心、副中心商圈ꎬ以及连接这些中心的桥梁或隧

更强手段进行深度治理ꎬ全局性地抑制“ 来势凶猛”

道ꎬ整体上型似“ 哑铃” ꎮ

人们努力从增加交通供给ꎬ建路、扩路ꎬ建桥梁、

隧道ꎬ建单行环道ꎬ引智能交通ꎬ满足不断增长的需

的交通需求是治理的根本ꎮ

１

交通拥堵的成因:过度的交通时空消耗

要ꎬ这些工作对城市发展运行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ꎮ

交通供求不平衡、需求大于供给是交通拥堵病

近些年ꎬ也开始使用交通需求管理进行一定程度的

的外在表现ꎬ城市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交通供给不

控制ꎬ如错峰上下班、中心地带停车收费等ꎮ

可能无限扩大ꎬ只有控制交通需求才能更加有效的

但“ 来势凶猛” 的交通需求ꎬ不断“ 吞噬” 交通建

缓和供需矛盾ꎬ治理城市交通拥堵ꎮ

设的成果ꎬ拥堵病愈来愈重ꎬ拥堵桥梁、隧道的数量

城市的交通需求是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型需求ꎬ

和拥堵时间ꎬ商圈环道的拥堵时间ꎬ甚至内环线拥堵

主要决定于人口总量、出行频率、出行距离及出行单

的里程ꎬ都在逐步增加ꎬ全社会对拥堵的感受愈来愈

位占用空间四个因素ꎬ与这 ４ 个因素正相关ꎮ 可以

强烈ꎮ 据本课题组的初步测算ꎬ仅在主城区“ 哑铃
把” ———桥梁上的拥堵时间和油耗代价ꎬ２０１３ 年达
到其财政收入的 ８％ 左右ꎬ数额惊人ꎮ 这还远未包
括造成城市功能发挥等间接代价ꎮ

拥堵病与中心城市的六大功能( 生产、服务、管
理、协调、交通、创新) 联系紧密ꎬ更与人们的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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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交通出行时空消耗 ＝ 人口总量 × 交通出行次

数( 频率) × 出行距离 × 出行单位占用空间

等式右边任何变量值减小都会使交通需求减

少ꎬ要控制、抑制交通需求ꎬ必须削减等式右边四个
变量值的大小ꎬ找出削减的方式、措施ꎬ加以控制ꎮ
１.１

需求决定因素之一:出行次数( 频率)
出行次数( 频率) 决定于日常工作、生活出行和

其它偶然性、非经常性出行ꎬ与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人口结构、城市规模以及出行环境等有关ꎮ
２００２ 年重庆主城区六岁以上居民人均出行次

数为 ２.０６ 次ꎬ２００７ 年上升到 ２. １８ 次ꎬ２００９ 年 ２. ２０
次ꎬ２０１０ 年增加到 ２.２５ 次ꎬ比 ２００２ 年增加了 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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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增加了 ９.２％ꎮ 对北京居民出行特征的研究ꎬ发

间的时空消耗不同ꎬ研究表明:步行、公共汽车、小汽

非基本出行比率上升 ꎮ ２００２ 年北京居民出行中ꎬ通

０.４７０ꎬ小汽车时空消耗是公共汽车的 ３０.１ 倍ꎬ中巴

３３％ꎬ生活、文化娱乐和购物等非基本出行的比例提

汽车是占用单位空间最小的交通工具ꎬ而小汽车远

现居民出行目的发生明显变化ꎬ基本出行比率下降ꎬ
勤和通学的出行比例占 ２４. ７％ꎬ比 １９８６ 年降低了
高了 １１％ꎻ上海市 ２００４ 年与 １９９５ 年对比ꎬ基本出行

车、中巴的单位时空消耗之比为 １ ∶ ０.２７２ ∶ ８.１９ ∶

车是公共汽车的 １.７３ 倍ꎮ 在机动出行方式中ꎬ公交
远超过其他方式ꎮ

下降了 １２.９％ꎬ非基本出行中的购物与娱乐出行上

１.４

下降了 １０.９％ꎬ购物出行上升了 ８.３％ꎮ 非必要出行

产生的派生需求ꎮ

城市居民出行总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ꎮ 因此减少

量持续快速增长ꎮ 重庆市的常住人口从 １９９７ 年直

升了 １６.９％ꎻ成都 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８７ 年对比ꎬ基本出行
比例的增加ꎬ是消费升级引起ꎬ近 １０ 年来中国中心
非必要出行是削减交通出行需求的重点ꎮ

日常通勤、通学出行每日出行频率基本稳定ꎬ常
规发生ꎬ属于刚性需求或必要出行ꎻ其他生活、文化
娱乐、购物等出行ꎬ可视为柔性需求或非经常出行ꎮ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刚性需求次数很难削减ꎬ
可以减少的是其出行距离ꎬ其它偶然性、非经常性出
行的削减可能性较大ꎮ
１.２

需求决定因素之二:出行距离
出行的距离决定于起点和目的点ꎬ按这个指标

可以将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出行、居住地与消费
地的出行ꎬ还包括工作地之间的出行ꎮ 现代城市、大

需求决定因素之四: 人口总量
交通出行需求是人口来到城市以后ꎬ工作、生活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阶段ꎬ城市人口总

辖时的 ３１０ 万人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０８ 万人ꎬ北京市
的常住人口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 ０９４ 万人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

的 ２１１４万人ꎬ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从１９９０年的

１ ３３４ 万人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３８０ 万人ꎮ 不断汇聚
于城市的大量人口形成巨大交通需求ꎬ这一现实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ꎮ 中国用 ３０ 多年就达到
了发达国家用 ８０ 年达到的城市化水平ꎬ中国城镇化
率正以平均每年 １％ 的速度增长ꎬ２０１３ 年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 ５３.７３％ꎬ２０２０ 年要达到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６０％的目标ꎮ

更令人担忧的是ꎬ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

城市生活让这三种出行的距离变长ꎬ合理地布局这

增长的城镇化率使城市人口总量带来出行总量和出

三个地点ꎬ就可能缩短出行距离ꎮ

行次数( 频率) 双增加ꎬ这种中国式交通需求增长让

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出行距离ꎬ决定于产业
与人口的空间布局ꎮ 产业与人口分散布局会造成职
住分离现象ꎬ由此产生大量远距离通勤交通需求ꎮ
居住地与消费地的出行距离主要受到商业中心与人
口居住地的空间布局影响ꎬ人口与商业中心分散布
局会加长人口非必要出行距离ꎮ 工作地之间的出行
距离受到产业布局的影响ꎬ产业之间布局分散形成

拥堵问题显得更加突出ꎮ

２

交通拥堵的空间治理: 空间布局近距离

化ꎬ组团与产业融合

２.１

产城融合:组团产业集群、配套居住社区ꎬ形成

混合布局ꎬ追求近距离布局ꎬ减少出行距离、减少机
动车使用

产业间的不合理运输ꎬ包括对流运输、重复运输、倒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ꎬ以城市为

流运输、过远运输等ꎮ 因此ꎬ优化产业、人口与商业

基础ꎬ承载产业空间ꎬ以产业为保障ꎬ驱动城市更新

中心之间空间布局就有可能削减出行距离ꎮ

和完善服务配套ꎬ以达到产业、城市、人居之间有活

１.３

需求决定因素之三:出行单位空间

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ꎬ相关产业园区与城市融合

出行单位空间即单人单次出行所占通道空间ꎮ

在一起ꎬ不再做人为的空间分离ꎮ

出行单位空间与选择的交通方式相关ꎬ慢行交

１９３３ 年« 雅典宪章» 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的思

通出行的出行单位空间最小ꎻ在机动化出行中ꎬ使用

想ꎬ要在居住、工作、游憩进行分区及平衡后建立三

公共交通工具占用的单位空间ꎬ远远小于私人交通

者联系的交通网ꎬ并要求工业区与居住区应以绿色

工具占用的空间ꎮ 在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中ꎬ公共汽

地带或缓冲地带来隔离ꎬ通过功能分区将的污染严

车比中巴车单位出行所占的单位空间更少ꎮ

重的产业与住宅ꎬ办公ꎬ商业和休闲娱乐等土地功能

完成一次出行ꎬ采用不同交通方式ꎬ占用道路空

分割开ꎮ 长期以来这种功能分区的思想一直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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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导城市空间规划和建设ꎮ 但随着城市的扩展ꎬ

大黑边圆为城市中心区ꎬ小黑边圆代表城市外围区ꎮ

这种布局方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ꎬ一些城市病的

图 ２ 布局ꎬ形成了约 ６ 个交通流ꎻ图 ３ 布局ꎬ形

产生也与此相关ꎬ如土地功能分区带来了大量的钟
摆型长距离交通流导致拥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出现了以美国的 Ｐｅｔｅｒ Ｃａｌｔｈｏｒｐｅ 为代表的新城市主

义ꎬ提倡高密度、多样化、混合式的土地使用模式ꎬ认

成了约 ４ 个交通流ꎻ图 ４ 布局ꎬ形成了约 ３ 个交通

流ꎻ图 ５ 布局ꎬ形成了约 １ 个交通流ꎮ 每一次混合ꎬ
都会减少远距离交通ꎮ 图 ５ 为组团、产业、居住在空
间上完全配套型ꎬ这种组合减少了组团之间的交通

为产业空间的功能应该注重有机复合ꎬ则允许居住、

流ꎬ同时也减少了组团内部的交通流和通勤交通距

办公、娱乐、餐饮、休闲、商贸等功能高度混合ꎬ不仅

离ꎬ是有利于产业聚集、降低交易成本的ꎬ当然是最

减少出行需求ꎬ缩短了出行距离ꎬ也增强空间的活力

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产业、人口布局ꎮ

和综合效益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４

图１

空间功能分区与混合对交通的影响

产业之间以及产业与人口居住地合理集中布

２.２

城市 ＝ 中心＋外围ꎬ产业集中＋外围居住型

图５

中心＋外围ꎬ产业集中＋居住集中配套

中国式交通需求具有顽固性:总体削减要有战

略思维

局ꎬ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出行需求和出行距离ꎮ 将城

人口、城市布局、生活方式、出行方式四个因素

市形态、产业地、居住地进行多种空间布局组合ꎬ可

决定着城市交通的时空需求ꎬ从理论上说ꎬ削减这四

以模拟减小通勤出行距离的过程ꎬ见图 ２ －图 ５ꎮ

个指标值就可以减少城市的交通需求ꎬ但是在实践
中ꎬ每个指标值的削减都绝非易事ꎬ有其顽固性ꎬ体
现在空间布局调整的顽固性、消费升级的顽固性以
及快速的城市人口增长ꎮ
首先ꎬ城市人口数量巨大ꎮ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
快ꎬ大量人口“ 涌入”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ꎬ在总人口
基数不变的前提下ꎬ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将
达到 ９.８ 亿ꎬ巨量的人口及其新增的交通需求增长
难以抑制ꎬ是导致中国交通拥堵最顽固原因ꎮ

其次ꎬ产业、人口布局优化调整难度大ꎮ 集中优
图２

城市 ＝ 中心＋外围

产业居住绝对分散型

图３

中心＋外围

产业分散＋外围

一般地ꎬ城市形态为城市中心区加城市外围区ꎬ
产业和居住在城市空间的布局分为 ４ 种情况:①产

业居住绝对分散型ꎬ图 ２ꎻ②产业分散ꎬ外围居住配
套型ꎬ图 ３ꎻ③产业集中ꎬ外围居住型ꎬ图 ４ꎻ④产业居
住集中配套型ꎬ图 ５ꎮ 图 ２ －图 ５ 中ꎬ大深黑圆为产业

总组装地、小深黑圆为配件产地ꎬ白色圆为居住地ꎬ

化布局需要在较长的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
物力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开始规划
建设ꎬ预计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ꎬ耗时达 １３ 年ꎬ园区总
投( 耗) 资约 １ １１７ 亿元ꎬ这还是建设新产业群ꎬ有
“ 有形之手” 相助ꎬ若对现有产业、人口布局调整ꎬ则
难度非常巨大ꎮ

第三ꎬ小汽车消费需求快速、顽固地增长ꎮ 上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人们对私人小汽车的需求爆发式增

７６

黄承锋等:重庆主城区交通拥堵病的深度治理———产城融合

长ꎬ消费热情难以抑制ꎬ表 １ 中重庆市人均 ＧＤ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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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ꎬ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ꎬ这需要战略

发展水平低于汽车拥有水平就表现出其消费的过度

思维和超前的政策ꎮ

旺盛( 人均 ＧＤＰ 仅是香港的 ２１％ꎬ但汽车拥有水平

３

是香港的 ８９％ꎬ目前的汽车总量已超过香港) ꎮ 中

过度交通消费的治理:合理的消费ꎬ健康

适宜的生活方式

国的其它城市也不例外ꎬ这更可以从申购汽车牌号
上表现出来ꎮ 北京市从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限购小汽车ꎬ

３.１

１.７６ 万ꎬ申购限购比例约为 ２３.２ ∶ １ ꎮ

公认的城市交通发展典范ꎬ将其与重庆对照ꎬ可以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小汽车申购数量为 ４１ 万量ꎬ限购数量
①

在短期内削减交通需求存在巨大困难ꎬ具有很

过度汽车消费
香港和新加坡城市交通发展水平很高ꎬ是世界

现重庆主城区交通运行中的汽车消费过度状况ꎮ

强的顽固性ꎬ但是从长期来看ꎬ这些顽固的问题必须
表１
指标
常住人口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城市道路长度

单位道路 ＧＤＰ

千人汽车拥有量

２０１２ 年重庆主城区和香港、新加坡主要交通指标对比
单位
万人

４９９

７９５.２６

３２.２

６.２７

千米

２０８７

３３００

３５５４

辆

９５

１９４

８５

万元
亿元 / 千米

人均公交车保有量

辆 / 千人

人均轨道里程

重庆

１６０６７

万元 / 辆

轨道交通里程

７１５.１

新加坡

２０４０１

亿元

车均 ＧＤＰ

公共汽车保有量

香港

万辆
千米

米 / 千人

２９.３
９.７８
３０９
２

２.８

２４６

３４.４

数据来源:重庆市主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ꎬ重庆市规划局ꎮ

４９８９

４.８７
１６５

０.２４

０.３１

１.１１
０.２１
１.７

０.２４

１７０

庆市主城区的单位道路 ＧＤＰ 和单位汽车 ＧＤＰ 均远

重庆 / 新加坡

７４

１３８.４

如表 １ 所示ꎬ从城市道路与汽车的产出分析ꎬ重

重庆 / 香港

０.１４

０.８

２７.７

指标对比值

１.４

１.３
２.６

指标对比值

０.８９
０.４

１

０.３６

２１.４

０.６２

０.６９

１.５９
０.１９
１.０８
０.２９
０.４４
０.４５
２.１６
０.３８
１.２３
０.７７

一左右ꎬ轨道长度也只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水平ꎮ
若按照近年的增长速度ꎬ重庆市主城区的汽车

远低 于 香 港 和 新 加 坡ꎬ 单 位 道 路 ＧＤＰ 是 香 港 的

拥有量仍会保持超过两位数的极高增长率ꎬ未来的

坡的 ４５％ꎮ 而汽车拥有量水平接近香港的 ８９％、新

所以ꎬ对人们的交通消费水平和倾向进行治理迫在

产出效率低ꎻ从人均 ＧＤＰ 与汽车消费水平分析ꎬ重

３.２

１４％、新加坡的 ２９％ꎬ车均 ＧＤＰ 是香港的 ２４％、新加

不合理消费量会增大ꎬ道路拥堵不可避免的会加剧ꎮ

加坡的 ４４％ꎬ远高于前面的 ２ 个指标ꎬ道路和车辆的

眉睫ꎮ

庆人均 ＧＤＰ 目前仅为香港的 ２１％、新加坡的 １９％ꎬ
而千人汽车拥有量水平接近香港的 ８９％、新加坡的

４４％ꎬ也远远超越ꎬ说明重庆主城区在现有发展水平
下交通消费水平过高ꎮ

过度消费的治理:自觉治堵ꎬ建立健康、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
过度的消费ꎬ包括过度的交通消费和过度的其
他消费ꎮ
就个体而言ꎬ过度的交通消费ꎬ主要表现在小汽

虽然重庆市主城区交通消费水平过高ꎬ但公共

车的消费上:日常通勤交通选择时空消耗大的方式ꎬ

交通( 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 的利用率却不高ꎬ人均

导致道路空间占用增加ꎻ小汽车的便利性ꎬ导致非通

公交车数量和轨道长度都低于香港和新加坡ꎬ特别

勤交通次数增加ꎬ出行距离延长ꎻ就群体而言ꎬ就是

是人均公交车保有量只占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三分之

高城市化水平带来的人口数量巨大ꎬ最终导致交通

①

慧聪汽车网ꎬ北京 ３ 月申购车又增 １０ 万人、２５ 日公布审核结果ꎮ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ａｕｔｏ.ｈｃ３６０.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３ / １１１４１０５４３００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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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７７

总需求的巨大ꎮ 同时ꎬ重庆的高城市化速度导致交

家人少地多ꎬ但道路却明显比德国要窄ꎮ 在城市里ꎬ

通需求增长速度远超过交通供给的速度ꎮ

直道很少ꎬ大多是小巷ꎮ 当地人开的私家车也都以

交通是引致需求ꎬ其它消费的过度ꎬ必将引起交

小为特征ꎬ很多人则干脆骑自行车上下班ꎬ环保对他

通需求的过度ꎬ包括前述 ４ 个直接决定因素全部ꎮ

们不仅是一种时尚ꎬ更是一种高尚ꎮ ②高效———工

倡导适宜的生活方式ꎮ

喜不喜欢ꎬ喜欢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好它” ꎬ这是北欧

近年来ꎬ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对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和

ＬＯＨＡＳ 生 活 方 式 ꎮ ＬＯＨＡＳ 是 英 文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②

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ꎮ “ 不要考虑收入ꎬ先问自己
人的价值观ꎬ因此工作对他们来讲绝不是一种“ 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字母缩写ꎬ国人译为“ 乐

熬” ꎬ为了 提 高 效 率ꎬ 北 欧 人 想 尽 一 切 办 法 进 行 创

ＨＡＳ 是美国社会学家 Ｐａｕｌｒａｙ 及同事们经过 １５ 年

庭———小王子公主的安乐窝ꎮ 北欧人的生活里ꎬ只

活” ꎬ直译就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ꎮ ＬＯ￣

的问卷调查ꎬ在 １９９８ 年首先提出的新词汇ꎬ是对高

造ꎬ为的是有更多的时间休闲和陪伴家人ꎮ ③爱家
要一放假ꎬ他们就会迫不及待的和家人一起享受阳

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反

光、海滩、滑雪、骑行带来的快乐ꎬ北欧人的家庭观念

思ꎬ据称 ４ 个美国人就有 １ 个人接受了这种方式ꎬ他

很强ꎬ即便是男人也不会以“ 加班应酬” 为由ꎬ牺牲

的生活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去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

就是和家人一起度过不开电视机的 “ 家庭时间” ꎮ

们从衣、食、住、行各方面主动追求健康、简约、快乐
可持续发展ꎮ 如衣着方面ꎬ主张减少衣服干洗的次

与妻子、孩子在一起的时光ꎮ 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ꎬ
他们一起做饭ꎬ做游戏ꎬ讲故事ꎬ聚会ꎬ很少有人在外

数ꎬ贴身的衣物如内裤、内衣、每天洗脸的毛巾ꎬ试着

流连ꎮ 对北欧的男人们来说ꎬ家庭、孩子不是男人在

选购有机衣料ꎬ将不需要的衣物送至回收机构ꎬ尽量

寻求成功过程中的一个背景ꎬ而是一个男人生活品

穿棉麻丝等天然面料的衣服ꎬ其它如居住面积适中

质最重要的部分ꎮ

的房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吃绿色有机食物、使用

物资生活的过度消费必然产生过度的非经常出

二手货品都是 ＬＯＨＡＳ 提倡的生活方式ꎮ 这样的生

行需求ꎬ继而产生过度的交通需求ꎮ 在健康的生活

然就减少了对交通的要求ꎮ

制在适当的范围ꎬ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总消费的改

活将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对物质世界的要求ꎬ进而自
在交通消费方式上ꎬＬＯＨＡＳ 的生活方式主导以
公共交通和步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为主要出行方

方式下ꎬ人类的衣、食、住、行的 ４ 大基本消费都被控
变ꎬ引致交通消费尤其是机动化消费的减少ꎮ 减少
交通量ꎬ就可以缓解交通拥堵ꎬ甚至最终消除ꎮ

式ꎬ这种健康环保可持续的交通方式已经越来越多

在巨量人口的中国ꎬ当前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正

的被经历过交通拥堵之痛的发达国家所重视ꎮ 瑞典

处于旺盛的增长期ꎬ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正开始受到

政府规划至 ２０１５ 年ꎬ城市中心的自行车出行率要达

关注和践行ꎬ人们能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ꎬ才可能从

里ꎬ骑自行车的交通模式增长最快ꎬ据美国人口普查

４

到 ５０％ꎮ 在传 统 的 汽 车 大 国 美 国ꎬ 在 过 去 的 十 年
局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份报告ꎬ十年里骑自行车的人数增加

根本上治理拥堵ꎬ从而提高生活品质ꎮ

结语
治理中国特大组团城市重庆的交通拥堵病ꎬ以

了 ６０％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美国已有 ２２ 个州通过并实施

交通供给增加、需求管理等局部性、跟随性方式ꎬ已

康绿色的出行方式ꎮ

不能抑制“ 来势凶猛” 的交通需求了ꎮ 必须运用组

３ 英尺自行车缓冲区法律ꎬ从法律上保障并引导健
北欧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关注ꎮ 其主要的理念
就是:①简约———降低物质的欲望ꎬ 回归宁静的心

灵ꎮ 北欧苛刻的天然环境ꎬ使节约的习惯成了必须:

团、产业、人口的混合布局ꎬ引导巨量人口的消费等
交通系统之外的全局性、主动性抑制手段进行长期
的、深度治理ꎬ这是治理的根本ꎮ

饭不能不吃ꎬ但不必太好ꎻ钱不能没有ꎬ但不必太多ꎮ
北欧人的简约传统随处可见ꎬ穿衣打扮ꎬ不论贵贱ꎬ
但求合适ꎬ符合自己的气质ꎬ凸现自我个性ꎮ 北欧国
②

ＬＯＨＡＳ 生活方式ꎬ百度词条ꎮ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１４１９７８.ｈｔｍ? ｆｒ ＝ ａｌａｄ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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