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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dern Urban Planning History of Addis Ababa in the Last Century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许闻博  乔基姆·迪特尔  王兴平  徐嘉勃
Xu Wenbo, Joachim Dieter, Wang Xingping, Xu Jiabo

摘要：埃塞俄比亚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历史上仅有的三个独立国家之一，在

进入近代化进程以后，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规划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

作是非洲国家城市规划历史的缩影。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既有国际先进理论与经验

的影子，又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与现实约束。本文根据亚的斯

亚贝巴建城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分析了其百年来五个阶段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内

容与特征，梳理发展脉络。认为其百年来的规划发展脉络受到政治环境变化与规

划性质演变、技术方法进步与空间布局调整、绝对空间理想与规划实施的博弈这

三组主要矛盾的强烈影响。本研究希望能进一步补充完善非洲城市近现代史学研

究，并为非洲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与城市规划的发展提供经验与依据。

Abstract: Ethiopia is one of the three independent African countries in history. After 
ente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in Addis Ababa-the 
capital city, can be seen as a microcosm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planning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not only shows up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theory 
and experience, but also limited by th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ccording to the city planning practice of Addis Ababa for a centur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planning in all stages of the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rul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ury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contradictions: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plann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method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layout/ the ideal of the absolute space and the 
game of the planning. This study hopes to further complement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of African cities and provide experience and basis for the futur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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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洲是 20 世纪以来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大洲，

也是未来世界城镇化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长期

以来，非洲城市规划的实践并不为学界所重点关

注，而大部分非洲城市的规划历史，亦并不被大

家所熟知。但同时笔者注意到，在非洲近百年的

近现代化历史中，留下了丰富的城市规划实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我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与非洲各国在经济贸

易、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等方面

的合作日益加深，势必与非洲产生更加深入的交

流合作 [1]。在此背景下，研究非洲城市规划与其发

展历史，有利于加深对于非洲城市发展脉络与发

展规律的认知，有利于在非洲开展规划实践和相

关产业合作。

本文通过整理多种文献线索，相对完整地梳

理了东非典型城市亚的斯亚贝巴近百年来的规划

案例，划定其历史分期，并试图从规划性质、技

术与实施等维度总结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脉络。

1  亚的斯亚贝巴概况与近现代城市规划历
史分期

据记载，亚的斯亚贝巴的建设始于 1886 年埃

塞俄比亚国王孟尼里克二世的迁都以及随迁贵族

的划地建房。按当地提格雷语，亚的斯亚贝巴取

“新鲜的花朵”之意。这座城市终结了埃塞俄比

亚不断迁都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了东非最为重

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国际交往中心。

根据亚城建城以来 100 多年的城市规划发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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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参考其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周期，本文所研究的城市

规划时间断限为 1886 年建城至今埃塞俄比亚进入改革开放与

现代化的时期，其历史分期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表 1）。

2  早期近现代化与半殖民地时期的规划

埃塞俄比亚的近现代城市规划实践始于 1930 年代意大

利殖民者占据亚的斯亚贝巴时期。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之下，

西方现代主义的规划方法很快传播到了非洲大陆。这些规划

思想在延续现代主义的规划手法的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

殖民主义特点。

2.1  勒·柯布西耶的总体规划方案
1936 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意大利统治者墨

索里尼的授意下，为当时的东非意大利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完

成了一个总体规划（概念规划）方案 [2]。

在他的方案中，整个城市呈南北向三角形布局，以皇宫

（柯布西耶方案中改为法西斯总部）为中心，组织四条放射

状道路，内部则用正交与 45 度斜交的两套格网体系来组织

道路网。方案将城市做了严格的功能分区，西部较为规整的

街区为欧洲人居住区，东部比较散乱的地区则为本地人居住

区；机场作为城市外围最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在城市

西北部（图 1）。从城市的空间组织与形态的设计来看，此

方案是柯布西耶提出的“300 万人口的当代城市规划方案”

（图 2）的非洲版。其严整的放射状快速路、严格的功能分

表 1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与主要内容

时期 时间 规划建设活动与文件 代表人物或机构 主要内容 备注

早期近现代化时期 1886—

1935

贵族圈地建房、防御设施建设 孟尼里克二世皇帝（MenelikⅡ） — 城市规划与建设活动的

起点

半殖民地时期以及二

战时期

1936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概念规划 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对城市的功能分区、空间结构、重

大项目选址进行了轮廓性描绘

第一版系统的城市规划

方案

1937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 吉迪（Guidi）与瓦尔（Valle）

（意）

确定了城市未来发展方向，明确了

特别政府行政区、麦卡托大市场等

地区的选址

对柯布西耶方案的进一

步改良

战后重建以及自由主

义改革时期的规划

1956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 阿伯克隆比（P Abercrombie）（英） 按照大伦敦规划的模式编制了亚的

斯亚贝巴的城市总体规划

欧洲战后重建的最新

规划思想与经验的非

洲实践1959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 博尔顿（Bolton）（英） 局部调整了阿伯克隆比方案

1965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 勒 · 德 · 莫里（L De Marine）（法） 延续了前几次规划的主要架构，提

出了包括老城改造、机场选址等几

个重要的建设项目的方案

战略层面的规划，但也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军委会与“马克思主

义”时期的规划

1974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 博兰尼（Polany）（匈） 重视城乡结合部的发展，规划了主

城区外围的小城镇体系

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

色的方案

新改革与现代化时期

的规划

1991 年

至今

编制亚的斯亚贝巴总体发展规

划与空间规划

埃塞俄比亚国家规划委员会

（NUPI）与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

划项目办公室（AAMPPO）

重视规划的可实施性，在发展规划

的基础上编制空间规划，确定了城

市新增长地区的功能结构

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空间

规划，但也回避了老城

中的很多现实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4,5] 整理

图 1  柯布西耶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草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图 2  柯布西耶 300 万人口现代城市设想图  
资料来源：http://baike.sogou.com/v23169934.htm

勒 · 柯布西耶的 300 万人口现代城市的城区设想草图

1—中心地区楼群；2—公寓地区楼群；3—田园城区（独立住宅）；
4—交通中心；5—各种公共设施；6—大公园；7—工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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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及对称的纪念性的设计手法、严格的几何图形和统一的

细节等，与柯布西耶“理想城市”的模式都严格对应。柯布

西耶构建了一个完全理想的，兼具现代主义特色与意大利风

格的城市规划方案，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规划设计方案。

但不同的是，柯布为欧洲城市提出的方案，其根本目的

是解决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城市问题，其“以设

计拯救人类的骑士精神”[3] 得到了集中体现。但是在埃塞俄

比亚，这种出发点却不复存在。如方案只考虑了欧洲人居住

部分的空间营建，却任凭当地人居住的社区在混乱中生长，

功能分区和占主导地位的中心轴线在这个方案中被作为种族

分离的工具，原有的皇宫被规划为法西斯总部。因此，这个

方案只是用于满足意大利法西斯统治者殖民首都的筑城需

求。然而，柯布方案对亚的斯亚贝巴复杂的现状建设基础的

忽视，注定了除核心地段的空间设计之外，其方案难以真正

实施。柯布方案并没有提出对于诸多现实问题的切实解决方

案，规划草图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理念性的构思。

2.2  吉迪与瓦尔的总体规划方案
受限于柯布西耶方案实施性较差的先天缺陷，意大利殖

民者不得不继续推进城市规划工作。1937 年，两个意大利

建筑师吉迪与瓦尔完成了一版新的改良版的亚的斯亚贝巴总

体规划方案 [2]。

该方案在功能分区上，依然保留了柯布西耶方案中城市

中心本地人与欧洲人的分区方式，但跳出了亚的斯亚贝巴当

时建成区的范围，分别在已有城区的正南部和西部新设置了

一个特别政府行政区和一个专业化市场片区（现麦卡托大市

场区）[4]。新的方案将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确定在南方，围

绕新建的行政片区打造较为高端的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人的

居住片区，保留了北部老城的原有的格局（图 3）。但这个

保留更多是出于政治环境、经济成本和社会管理的考虑。在

道路网方面，新方案也不再追求高标准的，严格几何形的城

市架空道路网，而是最大程度的顺应已有的现状进行改建，

构建了“十”字形的基本路网格局。

新的规划方案基本确定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大市区空间拓

展方向，包括主要的城市发展轴线、道路网、机场以及未来

火车站的选址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基于现实要

素考虑的柯布西耶方案的折中版。两个方案具有很多殖民背

景下的共通思想与做法。

1939 年，吉迪与瓦尔的规划方案开始逐步实施，直到

1941 年墨索里尼政权垮台，意大利势力退出东非地区。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规划均以建筑学和古典美学的空

间序列价值为原则，对较大版图范围内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

态进行几何法则的控制，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主义规划特征。

但在规划模型从欧洲向殖民地扩散或者实施的过程 [5]，其规

划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偏差，由原来的单纯的解决城市环境

问题与塑造空间美学，转变为帮助统治者更好地实现政治诉

求与统治的需要，因此也带有非常浓厚的殖民主义条件下的

规划的特点。

3  战后重建以及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规划

二战后，遭到严重破坏的欧洲开始大规模重建。在此背

景下，诞生了以大伦敦规划为代表的新的一批城市规划方案。

1950 年代，新的规划思潮的影响传播到了非洲大陆，并对当

地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 年代—1960 年代，亚

的斯亚贝巴经历了三次影响较大的规划编制。

3.1  阿伯克隆比的总体规划方案
在殖民时期的系列规划基本奠定亚的斯亚贝巴的空间发

展格局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选址的基础上，1956 年，大伦敦

规划的制定者阿伯克隆比为亚的斯亚贝巴制定了一版新的规

划方案 [2]。方案以大伦敦规划为蓝本，并吸取了当时其他流

行的规划理论，确定了环形放射状路网为基础的道路骨架，

并在内部采用了组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在城市的外围，基

本延续了上版规划方案对于机场的选址，并规划了三座外围

的新城，形成了环形放射状的大市区发展格局。值得一提的

是，方案划定了 30 年内的城市增长边界，用以控制城市发

展规模（图 4）。
可见，该方案的诸多规划思想与大伦敦规划是一脉相承

的，在很多技术手段上也具有高度的继承性 [6]。但是该方案

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示意方案。由于缺乏准确的地形图，并没

有对建设现状做深入的考虑，是一个完全架空的，对于城市

空间发展模式的勾勒，对城市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但

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国际先进城市规划理念在非洲的又一次

大胆实践，使得亚的斯亚贝巴这个落后的非洲城市始终处对

先进规划理念的追踪状态。对于亚的斯亚贝巴城市本身来说，

图 3  吉迪与瓦尔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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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规划本身没有太多的可实施性，但是确定了城市在理想

发展状态下的纲领性的约束条件。

3.2  博尔顿的总体规划方案
由于阿伯克隆比方案仅仅是一种概念性方案，难以成为

实施建设的依据。1959 年，英国人博尔顿及其团队在阿伯

克隆比方案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调整。

本次规划使用了较为准确的地形图，因此比上版规划更具有

实践意义，一些重要的城市片区的空间发展计划得以进一步

的明确。

规划同样坚持了上一版规划中确定的环城绿带、环形公

路等要素，城市总体形态没有做出大的结构性调整。在城市

外围圈层，设置了雷皮奇（Repic）、格尔萨（Gefersa）、凯

利蒂（Kaliti）、柯特巴（Koteba） 四座卫星城，并设置了波利

（Boli）和科菲（Kolfie）两个“半卫星城镇”。方案考虑了

工业化的需求，在城南的集中布局了工业用地，并结合卫星

城镇布局了一定量的产业用地 [2]。

总体来看，该方案基本上是对阿伯克隆比方案的现实版

改良。

3.3  勒·德·莫里的亚的总体规划方案
1965 年，法国建筑师勒·德·莫里的亚（L De Marine）

对总体规划进行了新一轮的修编 [2]，此次的规划方案存在如

下几个重要方面 ：（1）在老城内部，规划拓宽了丘吉尔大道

（Churchill Road，亚的斯亚贝巴老城南北向轴线，连接皇宫

与欢乐宫地区），并将皮亚萨（Piazza）地区（皇宫地区，现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地区）作为整个城市的公共中心进行建

设。（2）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该方案建议把火车站设置在城

市南部的凯利蒂地区，这一地区事实上已经突破了阿伯克隆

比划定的 1986 年的增长边界。在城市西侧的吉玛（Jimma）

方向，城市也沿交通线蔓延，突破 1986 城市增长边界的趋

势。这一趋势意味着 1950 年代勾画的环形放射状的“主城

+ 卫星城”的基本空间格局基本崩溃（图 5）。（3）在总体发

展战略层面，规划建议按照不同的城市功能与发展战略建立

不同的城市副中心，虽然城市环线的位置早已被突破，但该

方案依然进一步强化了环形路网的设置，并建议建设完善给

排水系统。

从规划内容上看，该方案是对于阿伯克隆比及其继任者

规划的再次折中与妥协。规划方案首次较为系统地考虑了城

市内部已有的建设现状，并对已建区提出了改造的设想。虽

然这些设想只是局部的，限于重点地段与重点街道的，但依

然梳理出了老城区的基本的空间骨架。在城市新建片区，规

划不再苛求完美的规划模式，如环形放射状路网以及内部组

团发展、绿地穿插的布局模式，而是尊重现有的城市沿交通

线蔓延的发展模式，并据此调整火车站的选址等。对于快速

蔓延的城市贫民窟，规划则采取了避让的态度，并没有针对

其采取相应的空间解决方案，如并没有对其内部的道路网等

作出安排，而是比较模糊地任其内部自组织与发展。从规划

的最终空间方案来说，此次规划总体依然停留在战略层面，

但也对一些重大设施的建设作出了指导。

该时期的一系列规划方案吸取了许多以大伦敦规划为代

表的战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精髓，其规划原则融合了霍华

德的田园城市、盖迪斯的区域规划、韦恩的卫星城镇等一系

列前沿的理论与方法，以西方主流规划标准下，在一个较大

的区域范围讨论城市发展与建设，战后由英法规划师的主导

系列规划基本奠定了亚的斯亚贝巴 1967 年以后的基本发展

框架 [7]。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的系列规划，其规划价值观

回归了引导城市空间发展这一核心命题，逐步脱离了殖民主

义规划的影响。

4 军委会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规划

1974 年，“非洲马克思主义”兴起，埃塞俄比亚政局风

云突变，军政府掌握了国家的控制权，并效仿苏联的社会主

义制度，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不依赖西方的政治体系和资本

图 4  阿伯克隆比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图 5  勒·德·莫里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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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8]。政府逐渐开始推行公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等运动。

在此背景下，匈牙利建筑师博兰尼（Polany）于 1974 年

来到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埃塞俄比亚，进行亚的斯亚贝

巴总体规划的新一轮编制。在原有的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该

方案非常重视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城市在各个方

向上的增长，表现出了一定的计划经济的属性，体现了当时

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空间建设的意图 [9]。本次规划沿袭了一个

意大利咨询公司在 1967 年提出的设想，在亚的斯亚贝巴周

边设置了 40 个小城镇。

包括此版规划在内，1930 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很少能

够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频繁的规划编制与修编并未转换成

城市空间品质的实质性提升。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之前所编

制的绝对理想化的规划具有极大的实施难度，多数版本的规

划撇开了社会经济等实际发展要素。由于当地的规划市场一

直被西方规划师所占据，而本地又缺乏职业素质过硬的规划

师，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阶段，本土规划师以及社会公共都

没有能够充分参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规划的不可实

施性。

因此，1986 年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亚的斯亚贝巴总体

规划项目办公室（AAMPPO），为本土规划师参与规划并与

国外规划专家对接搭建了一个平台 [2]。随着顶层设计的初步

完成，埃塞俄比亚国家规划委员会（NUPI）在全国层面启

动了城市中心区的规划，并且组织了一个由多学科参与的本

土规划设计以及管理团队。至此，当地的规划编制体系由完

全西方化与理想化的状态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5  新改革与现代化时期的规划

1991 年，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的统治崩溃，其社会政治

形态也逐步由军委会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较为自由的民

主社会转变，其国内环境不断改善。新政府上台后，摒弃了

冷战时期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价值体系，转为实施经济自

由化政策。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成为了其国内的主要呼声 [8]。

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蔓延，亚城的城市空间已经从多个

方面突破原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无序蔓延与贫民窟区域

的快速增长成为新的城市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城市发

展条件下，其城市规划的体系以及技术方法也在进行相应的

调整，从纯理想主义的空间规划变为面向发展的空间规划。

自 1986 年以来，在埃塞俄比亚国家规划委员会（NUPI）与

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项目办公室（AAMPPO）的统一协调

下，与国家各个部委的通力合作下，首先编制了亚的斯亚贝

巴的经济发展规划，然后依据发展规划落实空间规划。整个

规划耗时约 20 年，期中编制发展规划用时达 10 年之久。

这一版规划的特点包括 ：

（1）规划价值观从理想化的空间发展转向其背后的经济

社会发展，更多关注国家高层提出的现代化的命题，关注现

有的建设基础以及实际的项目支撑，尤其是新建工业区、住

宅区等项目的落实。侧重于构建城市未来发展的框架，安排

重大的建设项目（图 6, 图 7）。
（2）与新区开发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旧城的更

新与发展问题相对弱化。受限于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水平，

该规划对于已经建成区域的规划精度较低，并未提出具体的

更新、改良的策略与方法，回避了现阶段城市发展过程中的

一些次要矛盾。

（3）规划技术发展依然滞后，如该国并未形成完善的用

地分类等指标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埃塞俄比亚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提

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6  近现代亚的斯亚贝巴规划特征分析

城市规划自身的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背景

息息相关，从规划思想到规划的法律与行政系统、规划技术系

统与规划运作实施系统、再到具体的空间形态，均会随着历史

的发展而发展，并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纵观亚的斯亚贝巴

图 7  在建过程中亚的斯亚贝巴外围的产业园区（左）与科技园区
（右）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6  亚的斯亚贝巴现行总体规划方案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现行亚的斯亚贝巴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转绘

老城与贫民窟板块 新建住区板块 新建工业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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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规划史，可以清晰观察到以下三条脉络的变化。

6.1  政治环境变化与规划性质演变
自 1986 年亚的斯亚贝巴建城以来，其国家形态经历了

沧桑巨变。其城市规划性质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1941 年

之前的两版规划，目的是满足意大利殖民者对当地的统治需

求，其规划的性质事实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规划。1950年代—

1960 年代，三版规划均在作为主权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展开，

但依然是纯西方的输入式的规划，缺乏本土要素与可实施性。

1974—1991 年之间，其规划的计划经济属性明显增强，规

划也更关注小城镇、乡村与城乡结合部的发展。随着埃塞俄

比亚从国家到地方的规划职能部门的建立与完善，其规划运

行体系也逐渐成形。1991 年之后的规划则明显转变为经济

发展导向，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密切衔接，并且在空间

架构中偏重新区开发，回避了一些老城中复杂且难以解决的

矛盾。随着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政治架构趋于稳定与现代化，

其规划体系也逐步从走向成熟。在经历了殖民时期的被动引

入、战后重建与改革时期的主动吸收之后，在近年来走向了

符合当地实际的相对有效的规划路径（表 2）。

6.2  技术方法进步与空间布局调整
1935年由柯布西耶完成的第一版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中，无处不渗透着他对光明城市理想的向往。同时，作为为

统治者服务的规划，方案的空间结构又透露着强烈的意大利

巴洛克风格与对权力空间的追求。1950年代以来的三版规划，

则深刻受到了以大伦敦规划为代表的战后西方规划思想的影

响。197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快速扩张蔓延并受限于地方

政府有限的建设能力，城市规划的实施远远慢于城市扩张的

实际速度，从而使城市空间规划方案失灵 [10]。城市突破原有

的环放结构，开始沿周边的重要交通线蔓延，城市以摊大饼

与星形形态的混合状 态出现 [11,12]。城市规划也不再追求完美

的城市空间结构，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关注城市空间开

发，至此，城市完全突破了 1950 年代确立的结构，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表 3）。

6.3  绝对空间理想与规划实施的博弈
各个时期的城市规划方案不断推陈出新，其规划方案也

在理想性与实施性之间寻求平衡。如果说柯布西耶极度理想

的空间构架是亚城城市规划历史的已知最早开端，则之后的

近百年间，各个版本的规划方案不断在理想空间与现实的规

划实施之间摇摆。

纵观亚的斯亚贝巴各个时期规划的空间特征，其在每个

阶段均是以一个极度理想的规划方案开端，然后逐步走向现

实与可实施，是一个“理想—折中—理想—折中”曲折的循

环上升过程（图 8）。埃塞俄比亚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密

切联系，在保障规划技术先进性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发展水

平与规划实施实际脱离。在此条件下，出现高度可实施型的

方案对理想空间方案进行“纠偏”，进而出现了方案技术特

征的波动的趋势性规律，其本质是先进的规划思想与落后的

发展与实施水平矛盾的集中体现。

7  结语

百年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发展在近现代经历了曲折

变化——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逐步演化为如今的蓬勃上升但

又面临巨大挑战的现代国家。其城市规划体系源起于柯布西

耶带来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又在各个时期接受了世界

先进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一直在先进的规划理念与当地落

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设水平之间曲折发展。其城市规划思

表 2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各规划案例的规划性质比较

规划案例 勒·柯布西耶方案 吉迪与瓦尔方案 阿伯克隆比方案 博尔顿方案 勒·德·莫里方案 博兰尼方案 现行总体规划

国家政治状态 法西斯殖民统治阶段 战后重建与发展阶段 军委会统治阶段 新改革与现代化阶段

规划价值导向 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权利空间塑造 城市物质空间建设与环境优化 计划经济引导下的城乡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3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主要技术特征比较

规划案例 勒·柯布西耶方案 吉迪与瓦尔方案 阿伯克隆比方案 博尔顿方案 勒 · 德 · 莫里方案 博兰尼方案 现行总体规划

同期国际前

沿规划理论

或实践

“300 万人口的当代城市”巴黎改建

方案（1922）

《雅典宪章》的制定（1933）

大伦敦规划（1944）

有机疏散理论的兴起（二战后）

第三代卫星城镇建设

理性主义规划理论（1960 年

代—1970 年代）

《马丘比丘宪章》制定（1978）

《伊斯坦布尔宣言》和

《人居议程》的制定

（1996）

对亚的斯亚

贝巴规划的

影响

严格的功能分区，几何化与机械严整

的城市空间架构

“环形放射”的城市总体路网骨架布局

卫星城镇的规划建设

组团式的城市内部空间组织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规划与建

设受西方主流理论影响较少

规划更关注可持续的经

济增长的议题，更加关

注产业空间和住房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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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直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但规划法律、行政、运作系统

的水平十分落后，导致理念与当地实际情况脱节，规划方案

无法转化为实际建设中的效益。究其根本，是因为城市规划

理想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存在着短期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

1990 年代以来，其规划系统逐步走上了立足国情自力更生

的本土化路径，如何在吸纳先进国际经验的同时，又能在有

限的经济水平下实现城市规划效益的最大化，培育出符合当

地情况的规划体系，是其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命题。

同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其经济社会发展导向的规划思维

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未来

的对非工作中，如何总结我国城乡规划制度与技术发展有效

助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并思考其如何在非洲

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也是研究其

百年来城市规划历史的必要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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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脉络简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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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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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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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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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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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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