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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化与美化城市
———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为考察中心

陈 恒，鲍红信
(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摘 要: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场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城市美化运动。
城市美化运动的出现与城市人口的增加、环境的恶化、贫民窟的涌现、腐败现象严重等密切相
关。运动导致了美国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并对中心城市面貌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基本
实现了美化城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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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美化运动①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主要由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商人、建筑
师发起并实践的城市改革运动，旨在帮助解决城
市规模急剧扩大、城市卫生条件恶化、居民生活环
境肮脏、贫民窟增多、人们精神生活匮乏等日益严
重的城市问题。这场运动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
博览会开始，然后扩展到华盛顿、克利夫兰、丹佛、
纽约等中心城市。②倡导城市美化运动的改革者
希冀，通过美化城市改变城市面貌，同时促进社会
和谐，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消除社会邪恶等。这场
运动虽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衰落，但是其中许
多行动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仍有着深远的意义。本
文试图探讨这一运动出现的背景及其影响。③

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城市
美化运动出现的背景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
国经济迅速腾飞，城市化浪潮也进入鼎盛时期。
但是，在城市急剧发展的同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如此严重，以至于 1904 年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
哥后写道，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
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1］( P207)梁启超访美回
忆中也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纽约描述为: “天下
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
纽约。”［2］( P44)

19 世纪末美国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问题以
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就业不足和犯罪问题，是推动
城市美化运动出现的背景之一。据美国历史上第

95



一次人口调查显示，1790 年 1 万人以上的城市只
有 5 个，1830 年增至 23 个，而到 1860 年则增加到
101 个。［3］( P32)美国城市人口的数量 1790 年 20． 1
万，1860 年 3140 万，1910 年又增加到 9190 万，大
约有 46%的人生活在城市，1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从 8 个增加为 50 个，1910 年好几个城市人口已
经超过百万。［4］( P152) 1790 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
的比例只有 5%，1840 年上升至 8． 8%，到 1860 年
则达到 19． 8%。［3］( P32)仅芝加哥人口就从 1533 年
的 4100 人增长到 1560 年的 10． 9 万人。在 1860
年—1920 年芝加哥人口统计表中可以看到: 从
1860 年到 1890 年，芝加哥人口每 10 年就增加 2
倍，1880 年人口达 50 万，1890 年跨过 100 万大
关，1910 年又跨过 200 万大关，城市人口增长极
快，外来移民所占比重较大，在 60 年的时间里一
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在世
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5］( P100)

1860 年—1920 年芝加哥人口统计表

年份 总人口 排名 原居民
外来移民

总数 比例

1860 109260 9 54636 54624 50． 0

1870 298977 5 154420 144557 48． 4

1880 503185 4 298326 204859 40． 7

1890 1099850 2 649184 450666 41． 0

1900 1698575 2 1111463 587112 34． 6

1910 2185283 2 1401855 783428 35． 9

1920 2701705 2 1893147 808558 29． 9

( 数据来源: Table 19． Nativity of the Population for the 50 Largest

Urban Places: 1870 to 1990，Sourc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et Release date: March 9，1999)

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岗位
的同时增加。城市显然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
伴随而来的就是治安环境的恶化和犯罪率急剧上
升。19 世纪后半期美国的犯罪率上升很快，而大
多数案件发生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19 世纪
80 年代监狱囚犯增加了 50%，其中儿童占 1 /
5。［6］( P376)另外据芝加哥《时报》披露:从 1881 年到
1898 年，该市杀人案从 1266 起剧增到 7480 起，
增加了 5 倍之多。［7］( P303)

19 世纪末美国城市环境的恶化也是推动城
市美化运动出现的另一个因素。例如 1884 年的
匹兹堡被人们称呼为“烟城”: “从最好的方面来
说是个烟雾弥漫的阴森森的城市。从最坏的方面

来说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城市更黑暗、
更污秽、更令人沮丧的了。从矿山、工厂、居民区
等处冒出的一股股烟柱汇成一大片乌云，笼罩着
整个天空。大量的废铁、炉渣、垃圾直接倒入河中
……”［8］( P585)当时美国《太阳报》记者雅各布·里
斯深入纽约实地考察了那里的环境状况并写成
《那一半人怎样生活》，书中写道: 这些楼层的全
部空气都是从那扇永远乒乓作响的过道门和那些
黑洞洞的卧底窗户透出来的……过道里到处都是
污水坑，所有的住户都由此出入，因而在炎夏之际
也都要忍受这些臭气熏天的污水坑的毒素
……［9］( P43 ～ 44) 1880 年，纽约市曾对 85 口水井进行
检测，结果发现只有一口井水质未受污染，尚可饮
用，被标明为“好井”。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
任何城市对饮水进行过滤或消毒。［10］( P313) 生活在
如此恶劣的城市环境下，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
何当时婴儿的死亡率节节攀升。据调查，在纽约
1810 年婴儿死亡率是出生婴儿的 12% ～ 14． 5%，
到 1850 年上升为 18%，1860 年为 20%，1870 年
为 24%。［11］( P480)

城市美化运动的出现还与贫民窟问题密切相
关。在德莱塞的《美国悲剧》里，人们初步见识了
纽约州的一个小城莱柯格斯的“贫民窟”现
象。［12］( 第2卷，第5章)实际上贫民窟就像魔咒一般，在
许多工业城市传染滋生着，成为城市问题最集中
的反映。贫民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移民大量涌入
城市，市内住房紧张而引起的。1890 年美国平均
每套住宅居住 5． 45 人，而纽约却高达 18． 52 人，
辛辛那提是8． 87人，芝加哥是 8． 6 人，波士顿是
8． 52 人。［13］( P123)与此同时，房地产商则趁机大肆
进行投机活动，兴建简陋的住宅或者改造旧房出
租。为了从中牟利，他们甚至将原独户住宅改建
为可容纳 8 ～ 12 户居民的小单元房间。而房租的
利润占房产的 10% ～ 12%，有的甚至高达
40%。［14］( P232) 1879 年，纽约市的贫民窟住宅即已
有 2． 1 万个，至 1900 年更增至 4． 3 万个，容纳居
民高达 150 万，而当时整个纽约市人口尚不足
400 万。［7］( P298)在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怎样
生活》、劳伦斯·维利尔和罗伯特·德雷斯特合
著的《贫民窟住宅问题》以及罗伯特·亨特的《芝
加哥贫民窟状况》中，透过大量事实和图片人们
见识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贫民窟问
题。［7］( P320)在贫民窟，不仅人口过度拥挤，房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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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不堪，垃圾成堆，环境极度恶劣，而且公用设施
及服务设施缺乏，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19 世纪
70 年代两位记者记述了圣路易斯的一个贫民窟:
“一些最大而最破的廉价公寓楼……建在后面非
临街的地块上，它们面对经常散发着恶臭气味的
小巷。这些公寓楼破败难当，污秽不堪，其肮脏的
程度很难用语言表达。［15］( P146)“贫民窟，次贫民
窟，超级贫民窟———这就是城市计划的进程。”帕
特里克·格迪斯这些尖锐辛辣的词句，冷酷无情
地应用到这个新的环境上。［11］( P477)

美国社会腐败问题引起的不满也是导致城市
美化运动出现的重要原因。19 世纪末以前，美国
联邦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城市事务疏
于过问，于是形成了一种权力真空，使一些职业政
客趁虚而入。他们通过拉帮结派、操纵选举、把持
市政，成为城市老板( City Boss) 。城市老板掌控
权力以后，社会的腐败泛滥成灾。他们一方面操
纵市政资金、签发承包公用事业合同的市议会，公
开出售市政工程的合同、特许状，发放市区铁路建
筑特许权、投机房地产和股票，牟取暴利。另一方
面，他们接受贿赂进行幕后交易，为各种投机商夺
得各项公共工程的承办权。1871 年暴露的“特威
德集团案”( Tweed Group Case) 就是典型的这类
城市腐败案例。特威德亲自建造的纽约县政府办
公大楼，实际费用比预算高出数倍。楼内家具和
日用品的价格也高得惊人，40 把椅子和 3 张桌子
便作价 17． 9 万美元。［13］( P118)“特威德集团案”也
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在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后
来有关当时的文献记载上，我们能经常看到的关
键词便是“corruption”。［16］腐败问题引起了民众
的极度不满。所以，美国的一位教育家尖锐地抨
击美国的城市和政府是基督教世界里最糟糕、最
浪费、最腐败、最无能的。［17］( P365)

由于城市的种种问题，许多人开始指责城市
生活不仅是不健康的，而且败坏着道德，损害着他
们的家庭，造成社会混乱，还应该对邪恶和暴力负
责。［18］( P50) 人们惊叹: 由于这个( 城市) 系统是个
不幸的产物，由于人们的忽视和贪婪，将永久地成
为我们文明的中心风暴。［4］( P153) 这不由得使我们
想起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城市是让人们生活得更
好的地方”，中世纪的德国也有句谚语“城市的空
气使人自由”，虽然两者说话的语境、内涵不同，
但至少城市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在 19 世纪的美

国城市中这种美好还存在吗?

二、城市美化运动与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

城市问题愈来愈严重，1886 年甚至爆发了芝
加哥干草市场暴乱。④面对混乱、肮脏的城市状
况，越来越多的上层和中产阶级选择逃离，他们纷
纷离开中心城市，定居于郊区。当时交通、通讯方
面的发展也使这种离开中心城市定居具有可能。
这样在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口移
向郊区化现象。但是迁往郊区的是有实力的中上
阶层，其他阶层的人又该何去何从?

城市美化运动的兴起就是统治阶层对上述问
题关注的反应。城市美化运动希冀通过创造一种
新的物质空间形象和秩序，以恢复城市中由于工
业化的破坏性发展而失去的视觉美与和谐生活，
来创造或改进社会的生存环境，消除社会冲突，力
图解决城市混乱局面。［19］( P101) 茱莉亚·金罗斯直
言:“应该将城市美化运动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
有效手段。”［4］( P153)

城市美化运动主要受以下三种流派的影响。
第一种类型是“田园派”，以霍华德 ( Ebenezer
Howard，1850 － 1928) 为代表。他们看到 19 世纪
末大城市的恶劣环境，认为是城市的恶性膨胀造
成的，如果能进行有意识地控制，城市就不会盲目
扩张。［20］( P24 ～ 25)霍华德提出从城乡结合的角度将
其作为一个体系来解决城市问题，通过建设田园
城市以及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最终构建一个
“城市—乡村”一体化发展的田园城市群———社
会城市，从而达到重新分布城市拥挤人口的目的。

第二种类型是“景观派”，以奥姆斯特德
( 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 为代表。他
们的设计理念受英国田园与乡村风景的影响甚
深，英国风景式花园的两大要素———田园牧歌风
格和优美如画风格都为他们所用。他们以乡村作
为解决城市问题的出路;以城乡结合作为手段，还
乡村、田园、自然于城市之中，把自然之美景以公
园的形式引入城市。［21］

第三种类型是“综合派”，以丹尼尔·伯纳姆
( Daniel Burnham，1846—1912 ) 为代表。他是芝
加哥建筑学派⑤的重要人物。这个学派分析了快
速增长的人口及其对现有资源的影响，将交通工
业商业网络与最大程度的提高效率结合起来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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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主张合理的城市规划。丹尼尔·伯纳姆提
出“没有大的规划，就不会令人向往”，“当我们做
一个宏伟、合理的规划的时候，一旦实施就不会消
亡，当我们设计者不在了，建筑本身还在，所有的
规划实际上是他个人哲学的物质化。”［4］( P154)

各派虽然有差异，但是致力于美化运动的内
容基本一致:建立公园与林荫道系统和城市中心。
通过集中服务功能及其他相关的土地利用的设
计，旨在形成一个有序的土地利用格局;创建一个
卫生的城市环境; 打造一个清晰的区域交通级系
统;建成方便高效的商业和市政核心区;在街道景
观中创造聚焦点来统一城市; 将城市的公共空
间⑥作为城市的关键组成。

学界一般认为城市美化运动开始于 1893 年
在芝加哥举办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成熟于 1909
年芝加哥规划，20 世纪 30 年代衰落。［22］其中，芝
加哥博览会成为城市美化运动的典型案例，长期
为人们津津乐道。

1893 年由芝加哥博览会总监和杰出的建筑
师丹尼尔·伯纳姆和奥姆斯特德等规划并建造的
白城( White City) 展现在世人面前。白城包括两
个并列的部分，一个是巨大的自然风格的湖泊，另
一个是荣誉广场。白城确实美轮美奂，齐全的公
共设施、美丽如画的河岸、宽阔整洁的街道、绿草
如茵的运动场、四通八达的交通、壮观的建筑，与
破旧污染严重的芝加哥内城形成鲜明对比。博览
会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仅仅在举行博览会的当年
夏季，就有 2100 万游客参观。［23］( P78) 亲眼见证这
一史无前例的博览会，很少有人会后悔去。一位
胡子灰白的农场主对他的妻子说: “值! 即使花
掉葬礼的钱也值!”［24］( P488)

在许多中心城市美化运动都取得了与芝加哥
同样大的成效。1910 年克利夫兰市的街道从商
业区扩展至居民区甚至郊区，作为主干线的切斯
大道在 1919 年已修到东区 21 街。到 1920 年，克
利夫兰市拥有街道 2，204 条，共 886 英里，其中路
面得到铺砌的有 601 条，同时还有 384 英里的电
车道。［25］( P233)克利夫兰市的街道还实行了亮化，
成为美国最早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安装电灯的
城市。

城市美化运动带来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显著变
化。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 ( E． W． Burgess，
1886—1966) 于 1923 年在研究城市美化运动后的

芝加哥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特点后，提出了由 5 个
同心圆带组成的城市格局。他总结出城市社会人
口流动对城市地域分异的物种作用力:向心、专门
化、分离、离心、向心性离心。在五种力综合作用
下，城市地域产生了地带分异，形成了不同质量的
居住带。依次向外为: 商业中心区 ( 中央商务
区) ;过渡带( 贫民区) ; 工人住宅带; 良好住宅带
( 中产阶级) ;郊区带( 上层和中产阶级) 。［26］( P15)

由于美化运动这个由 5 个同心圆构成的城市
模型在美国的中心城市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第
一环商业中心区，随着中心广场、摩天大楼的修
建，商业中心区的功能不断加强，金融机构、百货
商场、政府部门等向这里集中，它的空间规模在不
断扩大。第二环为过渡带，本来是最为落后的街
区，但经过美化运动，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居
民的社会阶级地位有了很大提高，随着中心城市
和商业中心区功能的转换和加强，空间规模也在
扩大。第三环工人住宅带，这一部分是正在走向
衰败的地区。原来他们接近工厂和中心城区，交
通较为方便，处在有利位置，但是现在由于第一环
( 商业中心区) 、第二环( 过渡带) 和第四环( 良好
住宅带) 都从第三环吸纳人口和资金，因此，这里
的环境在不断恶化。第四环为良好住宅带，由于
交通工具的改善、通讯业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生
活质量，注重人与自然的贴近，中产阶级主流在不
断向远郊区迁移，即“远郊区化”现象。与此同
时，郊区的空间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
多结构中心。⑦除此之外，由于美化运动，增加的
公园提高了周围土地的价值; 林荫道系统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公共娱乐设施; 便利的交通系统密切
了人们的联系;改造的房屋改善了居民区的生活
环境等等。由此可见，美化运动对美国城市的空
间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城市美化运动与中心城市的美化

尽管城市美化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
是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例如 1909 年 12 月，在
美国建筑协会年会上，凯斯·吉尔伯特( Cass Gil-
bert，1859—1934) 痛斥城市美化运动，“如果让我
延误、扰乱城市发展的进步，我会把城市美化运动
印刷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让我们把城市变得
有用、现实、宜居住、感性或任何东西，除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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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27］( P287)芒福德也对伯纳姆的城市美化进行
了抨击，称之为“城市化妆品”。［11］( P417) 简·雅各
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评城市美化
运动的目的是建立城市标志性建筑，在整个城市
美化运动中的全部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
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
品。［28］( P21) 还有人以为美化运动是为了展示而规
划，将建筑和城市空间作为表演的舞台，设计的目
的是令观众激动，让参观者惊叹。［29］

毋庸讳言，城市美化运动确实有它本身的局
限: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城市布局的性质;衰败区的
问题和社会弱势群体较少关注; 实施城市美化规
划费用高昂;规划重视的是美感，对实用却欠缺考
虑等。这也是它遭到反对的原因。

但是，正如芒福德一直强调的城市应该是
“容器、传播者和流传者”( 即“容器”功能和“磁
体”功能) ，并认为，“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
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城
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
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
造。”⑧如果借助这个标准，我们就能看到城市美
化运动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

城市美化运动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达到了
城市的美化:原来拥挤不堪的交通得到改善，昔日
破败的城市环境得以整治，社区面貌获得极大改
观，公共空间变得格外清洁，改变了城市形象，发
挥了城市的“磁体”功能。例如: 美化运动中，芝
加哥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交通系统，10 条主干道把
城市与郊区连成一体; 32 公里长的秀丽湖岸成为
城市新的游览区，繁华热闹的城市中心就位于一
侧;疏通整治后的芝加哥河南支流，架起了芝加哥
河与密歇根湖的经济联系等。［30］( P101) 又如，1915
年，堪萨斯城建立的林荫道像一根横线把北台地
公园和斯沃普公园以及运动场、游泳池、网球场、
运动设施等贯穿在一起。在原凯瑟规划下只建设
到第 18 街的帕西奥，呈现出笔直和弯曲道路相间
的自然风格，越过城市边界一直延伸到第 79 街。
当时的英国驻美大使詹姆斯·布赖斯 ( James
Bryce，1838—1922) 说: “悬崖车道是美国城市独
特的，但我想斯沃普公园是最明显的。在这个国
家我从未见过类似的城市公园，我所游历过的欧
洲城市中也不具有与之媲美的公园。”［31］( P104 ～ 125)

这一时期受到城市美化运动影响的城市还有纽

约、纽黑文、匹兹堡、威尔明顿、麦迪逊等。纽约市
建成了曼哈顿市政大楼; 威尔明顿市建起了罗德
尼广场;在匹兹堡，最突出的是 1905 年规划建立
的一个集市政、社会、住宅和文化教育意义的历史
区域，称为申利农场国家历史区域;［16］堪萨斯城、
西雅图、丹佛、达拉斯等城市都创建了新的城市中
心。所以，城市美化运动后来竟然成了建造新公
园和城市中心的代名词。［3］( P186)

此外，城市美化运动还在思想和物质上留下
了巨大的遗产。我们知道，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
它的城市没有古典建筑，也谈不上历史积累，有的
只是毫无美感的建筑。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立的公
园和林荫道给冰冷的水泥城市带来了亮点。城市
美化运动先驱人物本汉姆 ( Daniel Burnham) 说:
“五十年前人们可以生活在极度拥挤的城市而现
在却不能了，公园等公共空间加强了各个阶层的
联系。”⑨永久的公园、宏伟的建筑、美丽的校园、
宽敞的林荫大道等都是这场运动的产物。斯蒂芬
孙·密尔认为，今天迪斯尼乐园的设计理念也来
自于城市美化运动。不仅如此，这场运动还影响
着澳大利亚堪培拉和菲律宾马尼拉的城市
风格。［4］( P154)

问题的关键是城市美化运动取得了如此的成
就，为何还招致批评?
“城市规划中的典型例子不是在当时就能看

出来的，这要在时过境迁，才能判断。”［11］( P417) 判
断城市美化运动的作用也是如此。其一，批评的
一个方面是城市美化运动的规划费用过高。实施
规划进行的工程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基建工程
的投资大、建设时间长、见效慢，这是一个无法避
免的矛盾。其二，批评的另一个方面是城市美化
运动没有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城市美化运动所
能做的只是从规划方面缓解恶化的城市环境，而
不能希望它医治百病。社会问题终究要靠社会解
决，要求一场运动拯救社会问题未免过于挑剔。
其三，就是指责城市美化运动是形式上的“面子
工程”。事实是，恰恰从城市美化运动伊始，城市
规划真正关注广大民众的利益，而非用来显示统
治者的权威，这是城市发展史上的根本转移。实
际上，芒福德也承认丹尼尔·伯纳姆的“不要做
小的规划，因为它们不能激动人心”包含着人类
深远的见识，［11］( P419)认为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思想
更为现实、更加有功效。［11］( P531) 芒福德批评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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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规划的铺张浪费和不考虑人的需要。我们
不应该忘记城市美化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
城市进行综合规划，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运
动在客观上具有理想主义的缺陷，但是在主观上
却浸透着面对困难的勇气。所以威廉·威尔逊
说:“他写《城市美化运动》(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是来自于他思想上确定的观念，就是要
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美化运动的偏见。城市
美化运动是无辜的、积极的……它包含着对城市
长久规划的需要，关注环境问题，为立法提供参
考，将新古典主义建筑融入市政建设中等。”⑩“也
许城市美化运动者的热情正是在于试图在愿望和
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27］( P81)因此最重要的是
要记住城市美化倡导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一
个有序的社会中，各种阶层和有尊严的、合作的公
民都能穿行于美丽的风景中。［27］( P305)

总之，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由一些
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商人、建筑师发起并实
践的城市改革运动，尽管多少有些缺陷，存在着一
些问题，但总体上开创了城市规划的先例，初步改
变了以往城市混乱、丑陋的状况，带来了美国城市
空间结构的变化，基本实现了城市美化的目标。

注释:
①城市美化运动(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这个词首先进入美国
公众视野的是 1899 年，是由纽约城市改革者用雕塑、户外喷
泉、海滨公园、壁画等装饰他们的城市开始的。许多妇女也积
极参与其中。“城市美化”一词在弗朗西斯·霍德森·伯纳特
( Frances Hodgson Burnett，1849—1924) 的小说中应用于芝加哥
博览会，1897 年查尔斯·芒福德·罗宾逊 ( Charles Mulford
Robinson，1869—1917) 首次把这种观点引入城市美化运动中，

并形成了口号———城市美化。参见 William H． Wilson，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p． 297。

②由于运动在诸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波士
顿、圣保罗、亚特兰大、西雅图这样的全国性或地区性中心城市
的发展最为广泛，所以本文主要以这些城市为参照。

③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外有关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
文章主要有: William H． Wilson，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William H． Wilson，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in Kansas City，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64; Peter Geoffrey Hall，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
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ley － Blackwell，2007; J． A Peterson，The City Beautiful Move-
ment: Forgotten Origins and Lost Meanings，Journal of Urban His-
tory，2，1976。上述材料从各个角度介绍了这场运动，涉及美
国城市美化运动评价的主要有两种不同声音: 一者是否定态

度，认为城市美化运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形式大于功能;另
一种观点以为这场运动有其积极作用。持以上对立观点的并
非仅见于国外，国内肯定美化运动作用的主要有: 王少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2008 年;何奇松:《美国城市规划的兴起》，《历史教学问题》
2003 年第 3 期。但俞孔坚、吉庆萍认为美化运动是为了展示而
规划，将建筑和城市空间作为表演的舞台，参见俞孔坚、吉庆
萍:《国际“城市美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教训》，《中国园林》2000

年第 1 期;笔者以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梳理城
市美化运动及其作用，辩证地评价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不仅可以
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这场运动的兴起、内容和意义，而且
可以对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④芝加哥干草市场暴乱发生于 1886 年 5 月 1 日，全美多个城市
举行罢工，包括底特律、纽约等，中心是芝加哥。据估计芝加哥
有 4 万人罢工，2． 8 万人游行，引起了流血冲突事件。

⑤美国最早的建筑流派，是现代建筑在美国的奠基者。芝加哥学
派突出功能在建筑设计中的主要地位，明确提出形式从功能的
观点，力求摆脱折衷主义的羁绊，探讨新技术在高层建筑中的
应用，强调建筑艺术应反映新技术的特点，主张简洁的立面以
符合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⑥“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有多重含义，西方学者曾对它的概
念进行过一些探讨。杜理斯( Perry Duis) 把城市空间划分为三
种类型: 一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像街道、路旁、公园、国家财
产等;二是私人所有，像企业财产、私人住房等; 三是介于“公”

与“私”之间的、可称为“半公共”( Semi － Public) 的地方，它们
“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像商店、剧场、理发店等。本文
中的“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广场、公园、街道、住宅等。参见谭
顺莲:《帝国时期罗马城的空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2010 年。

⑦要提醒的是: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提出的重要依据是芝加哥城
市规划后的土地和社会状况，在实际效果中城市美化运动中交
通设施的改善、花园的添加等会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5 个
圆心部分整体都会受益。参见孙群郎、常丹丹:《美国内城街区
的绅士化运动与城市空间的重构》，《历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⑧芒福德一直强调城市的磁体功能优先于容器功能，正是城市的
磁体功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
神刺激……。而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就是城市所散发出的磁力。

芒福德用磁体来比喻城市聚居的精神本质。参见刘易斯·芒
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
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第 9 页。

⑨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 2000 ) ． In Encyclopedia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trieved from ht-
tp: / /www． credoreference． com /entry /galeus /city _ and _ regional _
planning．

⑩http: / /www． jstor． org / stable 118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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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Beautification and Beautified Cities: A Study of
the Urban Beautification Drive in the United Sat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HEN Hen，BAO Hongxin
( Metropolitan Culture Research Centr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there appeared an urban beautification dr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
signed to address urban problems． The appearance of this urban beautification driv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the aggrav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emergence of slums，and the seriousness of corruption． This large －
scale drive led to change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merican cities，and it exerte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outward modifications
of inner cities in the USA． Therefore，it may be asserted that this special drive achieved the basic goal of beautifying citie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urban beautification，public space，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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