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城市慢行系统也称慢道、绿道

系统，就是把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慢速

出行方式作为城市交通的主体，引导居民采

用“步行+公交”“自行车+公交”的出行方式，

以有效地解决快慢交通冲突、慢行主体行

路难等问题，切实转换过度依赖小汽

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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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全省的慢道分为生态型、郊野
型和都市型三种类型。”雅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设计师侯百镇认为。

在海口市政府邀请广西华蓝设计公司
（原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于2011年
5月完成《海口绿色慢行休闲系统规划》之
后，雅克设计有限公司2012年3月完成了
《海南省设计绿道可行性分析》。

侯百镇表示，此分类建设，能把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有助于完善生态网
络，增加生态空间的连通性；能够保护动植
物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和迁

徙廊道；还能够吸收水面、树林和灌木丛中
的污染物，起到净化空气、改善环境和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的作用。

记者从海口市规划部门获悉，海口把
整个慢行区域分为三个大区，包括滨水休
闲慢行区、城市风光慢行区和生态乡野慢
行区。其中，滨水休闲慢行区基本已经建
成，融合了慢行绿道和海岸蓝脉；生态乡野
慢行区，注重静谧和怡人的乡野情趣，已经
成为当前琼北旅游的亮点，而正在建设中
城市风光慢行区，将注重整合海口的城市
景观，梳理城市的慢行脉络，为旅游观光和

居民出行提供绿色休闲之道。
此外，海口还将进一步对慢行单元进

行小区划分，如旅游风景区包括西海岸带
状风景区、东海岸带状风景区、南渡江滨江
风景区、海口湾休闲旅游景区、老街骑楼历
史人文景区、五源河入海口风景区、火山文
化风景区、生态公园风景区和东寨港生态
风景区、体育运动休闲区；居民生活区包括
海甸岛特色生活区、新埠岛特色生活区、中
心城白龙生活区、绿色金牛岭生活区、江东
新生活区、长流现代生活区、秀英科技生活
区和产业高教生活区。

日前，我省出台《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
见》。这个意见旨在通过
配套建设和更新改造一批
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
环境质量和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

在这个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就居
民的绿色出行方面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即从2015年
起，我省所有新建及改扩
建的城市主、次干道要设
置具有足够通行能力的步
行和自行车道，形成适应
慢行的步行、自行车交通
系统。

此外，意见要求海口、
三亚两市要专题研究加快
上下班出行高峰期堵车问
题，局部路段可采用地下
地上立体交通网的方式解
决。并建设连接公园之
间、社区之间的绿色连续
开敞空间，构建社区绿道、
交通路网绿道、公园绿道
有效衔接、相互协调的三
级绿道网络。优先打造城
市内的交通路网绿道及各
社区之间的绿道系统。

有市民评价这个实施
意见目的是“提升海南居
民的生活幸福值”。

事实上，海口近年来
已通过建设慢行系统，为
公众保留了更多公共空间
和资源，为宜居城市增添
了重重一笔。不过，在构
建社区和城区交通路网之
间的慢行系统还相对欠
缺，针对慢行系统的设施
和服务还有待跟上。

城市慢道体现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我省慢道系统建设尚存诸多困扰

慢道何以踩准幸福的步伐？
慢道建设有什么作用？
保护住了海南的江、河、湖、海、景区、公园等公共资源

海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骑行创
造条件的，大多数市民不太清楚，只
隐约记得本世纪初，海口市政府和西
海岸沿路单位共同整理环境卫生。
杂草除尽，美丽的大海露出了面容，
不久这条鲜有机动车的沿海道路上
出现了骑车锻炼身体的市民。

2009年，《关于在海口建设滨海、
滨江及沿绿地（社区）步行、自行车绿
色慢行通道系统》的政协提案，建议
将海口市海景、江景、山景、公园绿地
等连接起来，使沿途“路不断、绿不
断、景不断”。

此时，海口已经具备建设慢行交
通的良好基础，从东海岸至西海岸有：
滨江西路，沿南渡江西岸而建可以看
到优美江景；新埠岛（海岸线）；海甸岛
环岛路；万绿园海口湾岸线；越过海口
港，是长达18公里的西海岸带状公
园，由此通过南海大道和绕城公路，经
绿色长廊可到达火山口公园。

这份提案上交不久，海口聘请专
业设计院开展了《海口绿色慢行休闲
系统规划》，并同步进行第一期100公
里慢行系统建设。

时至今日，上述当时认为可以修
建慢行交通系统的区域，大都实现了
愿景。南渡江边的滨江西路慢道、环
海甸岛的碧海大道慢道、万绿园至海
口湾的慢道，滨海大道往西18公里海
岸线旁的慢道已成为不少市民骑行、
步行的好去处。

“相对而言，海口的慢行系统建
设走在了全省最前面。”海南自行车
协会教练谢春桔认为，环主城区的
江、海、岛已经建成了正规的自行车

道，主城区以外，东边的东寨港红树
林，东南面琼山区的农家乐村庄，西
南面火山口公园及周边村庄，西面往
澄迈老城方向，都是骑行的好去处。

“对我来说，一个城市的幸福感
也许就在骑行的体验中。”海口市民
钟文峰大部分周末会带着自己心爱
的山地车骑行在海口及周边农村，

“既锻炼了身体，领略了风景，并顺道
探访了乡村文化。”

与“幸福”一词含义相近的城市
美誉，还有“宜居”“适宜步行”等。

2013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海口居全国第
八；2014年3月《中国经济生活大调
查》报告中，海口位列中国幸福城市
二十强之首；2014年8月发布的《中
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报告》，海口
在全国35个样本城市的步行友好性
排名中排第九。

而全省一盘棋，随着村村通工程
的完善，各市县的景区、景点，村庄题
材的旅游区域，皆出现了不同形式的
慢道。“现在在文昌八门湾红树林，琼
海博鳌、潭门、万泉河畔、北仍村，琼
中什寒村、黎母山等骑行，都比较便
捷、舒适。”谢春桔总结，“村道+慢道”
能适应不同程度的骑行爱好者。

“修建慢道之前，行走在城市中
间却很难看到或者亲近自然美景。
可以说，这些年，海南慢行系统建设
还原了海南的自然风光，保护住了
江、河、湖、海、景区公园等生态空间
和公众资源。这是有目共睹的。”当
年签名提案的社会人士，均对此感到
欣慰。

慢道会让城市慢下来吗？
城市交通是让快的更快，快慢共进

“让城市慢下来”一度成为建设
慢行系统的形象表达。

对照《海口绿色慢行休闲系统规
划》，如今海口沿着江河海岸线的城市
周边，滨水的外围绿道几近覆盖，但主
城区内部却离慢行系统概念还很远。

“2010年去八门湾骑行回来，就
买了辆漂亮的山地车，但我家既不临
江，又不靠海，通往慢道的路既漫长又
充满危险。”海口市民晓蕾抱怨，一出
门就要跟电动车抢道，过马路也只能
下车推着走，于是山地车被闲置一角。

知情人士透露，早年曾有人认为
海口正是“大干快上”的时候，不应该发
展慢行系统，因此建设步伐一度放缓。

“我们对‘让城市慢下来’这一提
法曾经存在误解。”海口市规划局有
关负责人认为。首先，一个只重视发
展“速度”，而不重视生态环境的城
市，居民会缺乏幸福感和归属感；其
次，慢行系统的建设，并不单纯为了
放慢交通工具，而是“快的更快”，交
通双向发展；最后，慢行系统是一个
系统概念，而不是一个局部概念。

据介绍，海口目前已经成功实现
了滨水和部分文化街区的慢行系
统打造。包括西海岸、海口
湾、海甸岛、南渡江西
岸滨江地带以及
骑楼建筑历
史文化

街区内，将现有的各段慢行道打通，
连接滨水主要景点与老街，打造特色
的滨水观光及南洋风情型慢行道。

不过，这些慢行道的建设显而易
见还是不够的。对于绿道建设，刚出
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中要求，
要“建设连接公园之间、社区之间的
绿色连续开敞空间，构建社区绿道、
交通路网绿道、公园绿道有效衔接、
相互协调的三级绿道网络。优先打
造城市内的交通路网绿道及各社区
之间的绿道系统”。

“我们现在只做了最容易的这一
部分。”海口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认
为，作为我国首个将全市纳入绿道慢
行系统规划的省会城市，而且也是我
国首个将绿道慢行系统进行专
项规划的城市，海口当前
亟需进一步落实规
划。

被日益挤占的慢道空间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在其发布
的报告中认为，城市土地的利用模式与城市
慢行系统密切相关，因此土地的多功能集约
利用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步行和骑行。

现实却是，机动车、电单车等越来越多
地占据慢行空间。“机动车越来越多，道路
越来越窄，于是靠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来拓宽机动车道；而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越
小，机动车尾气越重，不能满足人们安全、
顺畅步行和骑行的要求，就只好使用机动
车。”钟文峰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人行道等慢行系统只发挥
了交通作用，单调、绿化稀疏，既不遮阳，又
缺乏休息场所等，不能体现人性关怀。

此外还有开发商随意侵占公共空间的
问题。记者在海口西海岸长秀片区观海台
一号一带看到，小区将周边人行道、非机动
车道做成缓坡绿地，成为了小区的一部分。

老城区还原慢道难进社区

由于慢行交通设计没有和城市土地利
用合理整合，老城区再还原慢道就显得十

分困难。完整的慢行交通空间又是由社区
公共空间、公园绿地、商业区域等组成的，

“补课”就意味着需要大量征用土地。
记者在海口不少社区调查时发现，一

些社区的机动车与人行道混合在一起，行
人走路得时刻提防汽车经过，而对老人和
孩子来说，人、车不分道更令人胆战心惊。

“过去，社区内部的交通网络密度低，
与机动化交通衔接的路段数量较少，人车
分流的需求性不大，这也限制了慢行道的
发展。”海口市规划部门有关人士认为。

过街通道、无障碍设计不合理

“山地车骑行对车座位的要求是，齐平
于直立时一条腿90度直角的水平高度，因
此停下车来，山地车得向一侧倾斜。所以
在拥挤的路段过街得十分注意安全。”捷安
特三亚店的严远说。

但现状是，部分慢道交叉口人行过街
信号和路段上人行过街横道设置不合理，
有的行人无法一次过街，只好绕行或乱穿
马路；人行天桥设置较少，部分地段布点不
合理，利用率低；当交叉口的过街人流与机
动车相冲突时，机动车抢道现象严重，降低
了交通安全性。

此外，慢道系统里没有设置足够的盲
道，或者盲道的连续性没有保障，有些盲道
一头接在花坛里，或者路段有坡度时缺乏
缓坡设计，致使这样的慢道发挥不了完全
的作用。

维护和服务水平跟不上

道路宽窄不一、起伏不平、道路断头、
机动车抢占自行车道、自行车道设在人行
道上……记者在严格走完多条已经建成的
慢道时发现，不少路段细节不人性，维护不
到位，服务水平存在差距。

“慢道上一块砖翘起来，都可能让我摔
一个大跟斗。”市民晓蕾说。由于骑行人群
既包括专业级自行车运动员、业余级自行

车爱好者，在城区骑行的更多的是普通市
民，不同人群对自行车在路面的把控能力
不同，因此慢道只建不维护，只粗犷不精
细，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另外，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也长期困扰
骑行爱好者。“我们组织骑行活动时，都要
求‘人车不离’，否则车丢失了，很麻烦。”谢
春桔说，对此，慢道系统应该设置更多的休
闲、盥洗、保管、饮食等服务点。“舒适和安
全同样重要”。

换乘枢纽不完善

长距离出行必须伴随其他交通工具的
使用，所以便捷的公共交通接驳对慢行系
统来说非常重要。但换乘站点简陋、局促，
缺乏休憩空间和停车设施，不能给骑行和
步行者提供高品质的换乘空间。

近两个月来，海口滨江西路的慢行道
正在安装路灯。此前当做停靠机动车的位
置已经安装了公交车站设施。省住建厅一
位专业人士认为，慢行道附近就不应该给
机动车留有停靠点。但现实是，规划预留
的自行车停车场没发现踪影。

由于城市慢道大多建设在人流稀少的
风景之地，刚开始时换乘枢纽尚不完善。随
着慢道被市民追捧，交通换乘站点附近大规
模的人流聚集与周边破碎的步行系统开始不
相匹配，大量人流得不到快速有效的疏散。

电动车闯入慢道圈

电单车属于哪个道？机动车认为应该
属于非机动车道，慢道使用者却认为应该
归于机动车道。

记者在实地体验慢道通行时，经常看
到电动车也在慢道惬意地行驶。与自行车
相比，电动车的速度很快；但与机动车相
比，电动车又属于“肉包铁”的“弱势群体”，
地位显得十分尴尬。

对此，专业人士建议，慢道应该形成相
对的闭合圈，圈内禁止电动车进入。

慢行系统的六大困扰
“从组织第一届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观鸟节开始，就是靠自行车解决交通问题。”香港嘉道理驻海南

保育主任卢刚说，这样既不惊扰观鸟，节约办节费用，且硬化平整的村道最适合行驶自行车。然而繁忙
路段并未将骑行人群与机动车分开。

“现在骑行已经成为一张海南的名片，慢行通道系统建设有点跟不上需求的步伐。”市民钟文峰感慨。

海口慢行系统下一步怎样建？

据海口市规划部门有关人士介绍，海
口慢行系统主要包含自行车、步行、公交、
轨道四者之间的换乘。其中将以自行车与
轨道、公交之间的停车换乘居多，可以采用
城中心“公共自行车”模式结合滨水景区
“多样自行车出租”模式，并且有效组织利
用“B+R”系统（自行车与公共交通一体
化衔接系统）来完成换乘驳接。

譬如海口东站这样的一级换乘点，
人流量大，与旅游、城市公路客运、水
路客运联系紧密，服务于全市慢行出

行，提供多样交通出行方式，形成全市性无
缝换乘衔接的枢纽地；如三级换乘点，就规
划在普通公交车场和公交首末站，主要服
务城市居民的出行。

而在安全方面，慢行系统路段行人过
街设施以布设地面人行横道为主，并结合
公交站台布设与人行横道并行的自行车横
道。例如在交叉口间距较长、两侧有行人
穿越需求的路段，老城区及片区中心区可
以按照每隔250米～300米进行布设，并
采用信号灯控制；建议重点在学生上学路

线；与大型的商业设施相连的人行横道；与
重要的公共交通场站联系的人行横道等地
点进行人行横道的改善。

对于立体过街设施，规划认为应考虑
人行天桥；抬高的步行道；人行地下通道三
种形式。对信号交叉口的交通管理应有专
向慢行交通渠化设计指引、直行慢行交通
渠化设计指引等。关于慢行交通标识系
统，要求冲突较大的地段要设置醒目的标
识，警告与提醒机动车使用者慢行交通过
街优先。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慢行单元分区，将生态环境破坏降到最低

慢行换乘枢纽规划，增加连通机会、保障行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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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海口西海岸慢行道上跑步锻炼身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