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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的权利!

理论' 应用及其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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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视角引入城市研究# 致力于探索空间% 权力%

表征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空间生产的视角赋予社区权力研究以一个载体# 能
够清晰直观地窥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关系$ 基于对空间的生产的内在
矛盾的分析# 列斐伏尔进一步提出城市的权利的主张# 即空间生产的过程同时
也是城市居民追求城市权利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把握列斐伏尔理论的最新进展#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以及该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应用$ 论
文认为空间生产的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特别是为考察中国快速
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土地开发% 城市规划% 动拆迁和业主维权等研究课题提供
了有效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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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昂利.列斐伏尔$Q<2@1M<P<I?@<% 将空间的视角引入了城市研究' 致力于
探索空间+ 权力+ 表征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为理解城市社会空间变迁提供了
理论和分析框架"

, 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了理解二战后随着
全球化加速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 西方工业资本从老工业城市向新
兴工业城市转移而导致的老工业区的城市衰败和经济萧条的社会变迁的过程
$吴宁' *##%% , 这个过程使列斐伏尔认识到以往的社会理论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城市空间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 即空间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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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思想的研究述评可参见!c1<B<21</# *##(" $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更是其重要的工具和目标, 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生产理论完成了从(空间中事
物的生产) 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 的转变$A<@@1P1<B=' *###% , 空间生产
的视角赋予社区权力$N566;217:E5f<@% 研究以一个载体' 通过考察国家+ 资
本家和城市居民对空间利益的定义和争夺' 研究者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地窥视空
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关系, 空间的生产的内在矛盾意味着空间生产的过程
同时也是城市居民追求城市的权利的过程, 城市的权利既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

同时也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力, 这一分析性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城市冲突与
城市不公正现象的研究,

由于列斐伏尔的理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 如何将列斐伏尔的理论应
用于实证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西方文献对此作了不少努力' 广泛地将空间
生产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城市规划+ 城市开发和重建+ 城市治理以及城市运动等
研究领域$K577=1<2<@' )ZZ+- K570.6' )ZZZ- A/N.22' )ZZZ % , 相对的' 中文
文献对列斐伏尔的考察则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郑震' *#)#- 何雪松' *##&-

司敏' *##+- 汪民安' *##&- 包亚明' *##"% ' 只有少数研究关注该理论在经验
层面的具体应用$孙小逸+ 黄荣贵' *#)+% , 为了更好地把握列斐伏尔理论的最
新进展'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内涵和该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
应用, 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提供了重要启
示' 特别是为考察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土地开发+ 城市规划+ 动拆迁
和业主维权等研究课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由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蕴含了城市社会不公正以及对城市居民的排斥过程' 城市的权利的分析视角对
我们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特别地' 该理论强调城市
居民作为主体参与城市发展的过程' 这对于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立更加开放
包容的城市权利的话语体系及其推进方式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首先回顾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辩证思想及其三元空间分析框架, 在此基
础上' 对列斐伏尔的理论解读从两个维度进行深入, 一是空间和国家权力之间
的关系' 即国家是如何通过对知识+ 想象和感知的塑造来生产出一个占统治地
位的国家空间' 以及如何进一步通过权力运作来实现其空间利益, 二是列斐伏
尔对城市的权利的呐喊' 即城市的权利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城市居民感知和
定义' 以及城市居民如何采用不同的策略来抵抗和挑战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空间,

文章的最后讨论空间生产的理论对理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空间变迁和冲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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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斐伏尔和空间的生产

'一( 社会,空间辩证

列斐伏尔的空间包含了一系列国家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 改变+ 冲突和
斗争, 对列斐伏尔而言' 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容纳各种社会互动发生的容器' 还
是物理空间+ 历史遗产+ 象征意义和生活经验的结合体' 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
力量生产而成的, 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 不同的利益群体
试图将各自的社会版本镌刻到空间上' 从而形成和维持一种文化, 列斐伏尔
$M<P<I?@<' )ZZ)

!

+)& '+)(% 在"空间的生产# 一书中写道! (思想+ 表征或价
值如果不能成功地在空间上留下痕迹并从而生成一种合适的形态' 他们就会失
去内在精髓' 仅仅变成一些符号+ 抽象的描述+ 甚至是幻想,)

! 列斐伏尔的社
会&空间辩证主要强调了空间的五种特性,

第一' 空间的本质是政治的$M<P<I?@<' )ZZ)% , 空间的政治工具性体现在
其对社会的控制上, 这只要简单观察从中央+ 省级到地方政府的空间安排中所
包含的等级制的权力关系便可知, 同时' 空间也是各种权力关系斗争的产物,

列斐伏尔用抽象的空间$也称同质化空间% 来指代不同性质的空间形式被压缩
到同一个量化指标! 交换价值, 抽象的空间是用来促进资本积累的$M<P<I?@<'

)ZZ)% , 相对抽象的空间而言' 列斐伏尔提出了差异的空间$也称生活空间% '

这种空间是基于人们日常生活而产生的' 因而充满差异性和独特性, 抽象空间
是每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空间' 并且这个空间努力压制差异空间的生产,

第二' 由于空间被不同的行动者所定义' 因而空间的爆炸' 即不同层级的
社会关系对空间的多重定义' 就不可避免, 每一个社会空间都倾向于拓展自身
的领地' 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社会空间发生冲突, (我们看到空间的爆炸在
不同层级发生, 在生活领域' 空间往各个方面爆炸' 无论是居住空间+ 个人空
间+ 学校空间+ 监狱空间+ 军队空间或是医院空间, 每一个地方' 人们都意识
到空间关系就是社会关系, 在城市领域' 我们不仅看到历史城市的爆炸' 也看
到意图涵盖整个城市现象的行政体系的爆炸,) $M<P<I?@<' )Z(Z

!

*Z#%

第三' 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 国家是独立的行动者, 列斐伏尔$M<P<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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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认为国家并不仅仅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 更有其自身的统治利益, 国家
本身也是权力实施的主体' 通过采用同质化+ 层级化和碎片化等方式来塑造空
间' 作为其社会统治活动的制度和地域基础,

第四' 列斐伏尔强调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在抽象空间试图压制差异空间的
同时' 差异空间所根基的日常生活会奋起反抗, 城市居民' 尤其是弱势群体'

会努力生产一个适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空间, 这种通往更好的生活和差异的生
活的权利已经成为将日常生活从抽象空间中解救出来的政治日程$M<P<I?@<'

)ZZ)

!

$Z% ,

第五' 历史在空间的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空间是被生产的' 那就必
然有一个生产的过程' 那个过程就是历史,) $M<P<I?@<' )ZZ)

!

+&% 人们的空间
实践给予空间特定的结构和意义' 而这个空间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想象,

空间的历史有两重涵义' 一是符号$或上层建筑% 的形成或衰弱过程中的某些
特殊时期' 二是生产模式作为宏观时代背景对某些社会的历史和结构影响
$M<P<I?@<' )ZZ)% ,

'二( 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分析框架

在社会&空间辩证思想的基础上' 列斐伏尔$M<P<I?@<' )ZZ)% 进而讨论空
间是如何形成的, 在列斐伏尔看来' 具体的空间形式诸如房屋+ 纪念碑和艺术
品是由相互竞争的表征和权力关系互动而成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 列
斐伏尔提出三元空间分析框架! 空间的表征+ 表征的空间和空间实践,

空间的表征$V<-@<9<27.715295PH-./<% 是官僚+ 规划师+ 建筑师通过话语+

知识建构而成的空间, 这是一个抽象空间' 因为它的产生更多是基于构想而非
实际生活, 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空间' 因为它(与生产关系和生产
关系所强加的秩序紧密相关) $M<P<I?@<' )ZZ)

!

""% ' 也就是说' 这个空间主要
是为交换价值服务的, 空间的表征' 诸如城市规划图和地图' 用自身的象征意
义定义物质空间结构' 塑造人们对空间的理解' 从而在空间的生产中发挥作用,

表征的空间$V<-@<9<27.7152.BH-./<% 是基于日常生活而形成的对空间的感
知和想象, (这个空间是其4居住者5 和4使用者5 通过复杂的符号和经历而
产生的,) $M<P<I?@<' )ZZ)

!

""% 这个空间包含了激情和生活' 因而与历史紧密
相连, 这是一个被统治的空间' 被动地随着时间和空间使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这也是一个想象力试图去改变现状的革命空间, 艺术品+ 作家+ 诗人通过
他们对象征主义的运用来形成反话语' 开启并激发对空间不同认知的可能性,

空间实践$ H-.71.BE@./71/<9% 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感知和使用空间的经历, 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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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践经常性地在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之间进行调和' 然而更靠近表征的
空间' 因为空间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空间实践和空间能力使人们能够维
持特定的空间认同' 排除其他空间定义' 并生产属于自己的空间,

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分析框架超越了马克思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和结构功能
主义' 同时强调结构和能动性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 一方面' 社会结构的变迁
决定了城市空间生产的总体方向' 使得空间的表征总体上有很强的抽象性和同
质性, 国家作为空间生产中的独立行动者' 对改变固有的政治经济版图与形成
地方的+ 国家的乃至全球范围的社会空间架构起到重要的作用, 列斐伏尔
$M<P<I?@<' *##Z

!

**$ '**&% 在其著作中致力于揭示国家权力与空间形态之间的
关系! (国家不仅想要更新工业化生产所需的社会关系' 同时也想更新层级化的
组织和地域所需的统治关系, 在个人+ 组织+ 阶级派系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 国家试图施加其自身的合理性' 并以空间作为其特有的工具,) 这段话给我
们两个启示, 第一' 国家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 并非仅仅屈从
于资本积累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利益之外' 国家也有合法性的考虑' 确保其对
整个社会的统治, 第二' 列斐伏尔认为国家以空间为政治工具直接向社会行使
权力, 国家所生产的抽象空间致力于消除空间内任何可能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
差异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制度创新和空间策略' 列斐伏尔$M<P<I?@<'

*##Z

!

**&' *"( '*+#% 提出了国家生产模式$ H7.7<A5=<5PE@5=;/7152% 的概念,

这个模式的精髓在于国家竭力生产一个同质化+ 碎片化和科层化的空间, 同质
化使得所有空间都是等价的以便交换' 碎片化使得空间可以分解成一块块包裹
的方式进行处理和买卖' 而同时空间又是科层化的' 以从中心到边缘的方式被
赋予不同的价值,

另一方面' 城市空间生产的具体路径由于受到不同空间利益和行动者的影
响而呈现差异化, 表征的空间是一个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空间' 这种差异性来源
于城市居民基于日常生活而形成的对空间的不同的理解和定义$M<P<I?@<'

)ZZ)% , 抽象的空间的表征虽然占统治地位' 但不可能将表征的空间中的差异性
完全压制, 差异化的日常经历和多样化的生活需求让城市居民努力对抗充满压
抑的抽象空间' 通过空间实践生产出可以称之为(家) 的生活空间, 在此基础
上' 列斐伏尔引入城市的权利$S0<V1U077570<N17:% 的概念' 并将它定义为
(获取信息的权利+ 使用多种服务的权利+ 使用者表达对空间的想法并在城市空
间中活动的权利' 同时也包括使用中心的权利) $M<P<I?@<' )ZZ)

!

"+% , 城市的
权利是对表征的空间进一步的阐述和延伸' 将表征的空间从多样化的生活空间'

扩展到城市居民对城市空间进行参与和改造的革命空间, 下文第三+ 第四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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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回顾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

三& 空间生产的应用! 表征& 权力和国家空间

列斐伏尔一直强调国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对列斐伏尔而言'

空间的生产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益' 同时也是服务于国家本身的
统治利益, 国家权力通过生产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空间来实
现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 国家空间是一个同质化+ 层级化和碎片化的空间' 是
国家用来实现社会统治活动的制度和地域基础, 国家权力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关
系是继列斐伏尔之后的城市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 具体来说有两个主要的研究
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关于表征和话语在生产具有统治性地位的国家空间中的角
色和作用, 表征和话语主要通过不断形塑人们的想象和认知' 从而实现其空间
生产的目的, 第二个方向是关于空间的表征是如何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在城市
空间得以实现的, 制度重构和治理转型等都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空间机制和策略,

'一( 国家空间的表征

城市研究学者指出空间的表征有助于巩固和加强现有的权力关系, 一方面'

国家通过建构抽象同质的空间表征' 引导公共资源的分配' 生产出一个有利于
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空间, 约翰.艾伦$O502 YBB<2% 和麦克.普莱克$A1/0.<B

E@:J<% $YBB<2 [E@:J<' )ZZ+% 考察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空间的表征的生产过
程, )(&)Z世纪' 伦敦被构建成一个纪念碑式的空间' 绅士资本主义要求严格
控制整个金融活动的节奏, 维持和筛选上流社会的交际网络至关重要' 权贵关
心的重点不在于金钱' 而在于保证圈子里的人是合适的, 在全球化转型的过程
中' 圈子的重要性开始衰弱' 转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建筑环境和金融市场的
运行方式, 伦敦开始体现出正式的+ 抽象的和同质的全球金融中心的表征, 而
另一方面' 国家用空间概念和城市规划等为工具来合理化空间隔离和空间排斥'

进一步强化空间和社会不平等$X@1U07' )ZZ(- X@1U07[Q;7/01952' )ZZ(% , 凯
文.哥谭$L.?12 K570.6% $K570.6' )ZZZ% 发现二战以来美国堪萨斯城的城市
规划看似为了促进城市的发展与进步' 而实际上是加强对非裔少数种族的空间
隔离, 城市精英通过(城市萎缩) $C@I.2 >B1U07% 与(城市疏散) $C@I.2

\</<27@.B1̂.7152% 等概念构建了堪萨斯城面临的严重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城
市更新和公屋建设等政策工具' 而这些政策工具的最终后果是强化了对非裔少
数种族的隔离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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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 空间并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 而是充满着政治+ 权力和意识
形态, 国家精英对空间的阐述并不完全是科学和中立的, 相反' 国家精英通过
对空间的表征的话语建构' 来塑造和改变人们对空间的认知' 从而合法化国家
对城市空间的介入, 哥谭等$K570.6<7.Bb' *##)% 的研究发现国家对空间话语
的运用有助于其城市政策的实施, 在推进一个城市重建项目的过程中' 政府一
边运用规划文件和数字指标来描述项目重建后的美好愿景' 一边通过污名化现
有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来改变居民对居住空间的认知, 对空间的表征的建构
使得政府成功地将原本具有使用价值的居住空间改变成了以交换为目的的抽象
空间,

然而国家通过表征和话语来生产同质化的城市空间的意图并不总能取得成
功, 一方面因为国家本身并非铁板一块' 其各个层级和部门的代理人追逐各自
的空间利益' 使得国家所生产的同质化空间出现断裂和分化, 安娜.塞克
$Y22.H</5@% $ H</5@' *##(% 的研究发现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所建构的抽象空
间与城市居民所生活和感知的空间之间存在很大的落差, 土耳其国家在奥斯曼
帝国的传统下被建构成一个强国家' 国家精英和官僚体系从很大程度上控制并
压抑市民社会的力量, 然而在生活的空间' 国家的概念被碎片化为一个个追求
自身利益甚至受贿的国家代理人' 从而在城市居民眼中是一个冷漠且不公正的
地方, 同样地' 泰利.麦吉$S<@@:A/K<<% $A/K<<' *##Z% 在比较两个社会主
义国家&&&中国和越南&&&城市化过程的异同时发现' 尽管城市化在两个国家都
被视为以国家构想为主导的发展项目' 政府通过定义+ 规划和管制城市空间来
实现空间的表征' 但与此同时' 城市化过程也被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个人+ 家庭
和社会团体所影响, 中国的中央控制传统使得企业家官僚在整个过程中作用彰
显' 而越南民间非正式经济的发达对城市化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 城市居民基于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对空间的理解和想象会使国家
建立同质化空间的愿望落空, 丽贝卡.艾姆赫斯特$ V<I<//.]B601@97%

$]B601@97' )ZZZ% 对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移民项目的研究发现' 国家为了将资本
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国家军事安全范围扩展到偏远地区而启动移民项目' 并
试图以印度尼西亚所象征的先进理念更好地统治当地居民, 然而国家的移民项
目遭到了当地居民显性或隐性的抵抗' 因为对当地居民而言' 他们更想要在自
己的土地上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 同样地' 布莱杰特.富兰克林
$>@1=U<7d@.2JB12% $d@.2JB12' *##&% 发现英国一个由政府和建筑师主导的住宅
项目在不同时期受到居民不同的感受和评价, 支持者认为大规模的小区为工人
阶级提供了更舒适的住宅环境' 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外国引进的住宅形式有着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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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共产主义风格' 只有穷人和没有声望的人才住在里面$d@.2JB12' *##&

!

)) '

"*% ,

'二( 国家权力的空间实践

列斐伏尔非常强调空间和权力的关系' 特别是权力如何在空间中得以生产
和再生产, 三元空间分析框架中所包含的空间实践的概念就是为了考察空间形
态和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c1<B<21</' *##(

!

%# '%+% , 当然' 列斐伏尔的三元
空间分析框架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 特别是对空间实践的定义以及空间实践与
其他两个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的论述模糊' 与经验研究脱节
$A<@@1P1<B=' *###- YBB<2 [E@:J<' )ZZ+% , 后来的城市学家对这一点进行了补
充' 主要贡献来源于以空间视角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理论,

国家将城市治理视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平台来平衡城市空间中经济发展和福
利分配的目标, 大卫.哈维$\.?1= Q.@?<:' )Z%Z% 提出城市治理由管理主义
$A.2.U<@1.B196% 向企业家主义$]27@<-@<2<;@1.B196% 转型' 意味着城市治理精
英将注意力从城市的福利和社会功能向地方的经济发展转移, 在对西欧)Z&#&

*###年间的城市治理政体和国家空间策略进行系统性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 尼
尔.布伦纳$T<1B>@<22<@% $>@<22<@' *##+% 认为城市治理的形态与国家空间
管制策略紧密相关, 在)Z$# 年代至)Z(# 年代中期' 民族国家主要负责社会服
务供给和集体消费' 管理&福利主义作为主导的城市治理模式' 进一步巩固和
加强了民族国家的统治, 在城市治理向企业家主义的转型过程中' 地方政权在
地方经济增长和城市竞争中开始发挥主要作用' 从而促进了民族国家在空间上
的根本性的重新调节$V<9/.B12U% 和全球本土化$KB5/.B1̂.7152% 趋势的出现和
蔓延,

城市治理从管理主义向企业家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对城市
空间的权力运作方式, 首先' 由于城市管制权逐渐从民族国家层面下移到区域
和城市层面' 地方政权开始在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服务提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承担主要责任$E.127<@' )ZZ$% , 其次' 全球化和日趋激烈的城市间竞争使
得地方政权越来越具有企业家精神' 更加积极地通过经济和政策手段来促进城
市开发, 最后' 随着城市治理从再分配为主向经济发展和城市间竞争转变' 地
方政府开始通过建立准公共机构或公私合营等方式将公共服务甚至社会管理职
能外包以实现更好的管理弹性和效率$A./B<5=' *#))% , 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之
外的城市治理主体开始出现' 治理决策由越来越多并不受到选举和其他民主制
约的行动者做出$ Hf:2U<=5;f' *##$% , 这些变化彰显了城市治理中国家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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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趋势$Q<.B<:' *##&- Q<.B<:<7.Bb' *##*% , 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逐步减
少' 国家层面的城市发展蓝图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减少, 城市管制的权力
更多分散到地方政府+ 个体官员和市场当中, 因而对一个特定城市的空间生产
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不仅仅看到国家的总体规划蓝图' 同时也要考察权力在
不同层级政府和官员中以及非公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具体运作机制,

四& 城市的权利! 主张及实践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不仅看到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同质化
的国家空间对城市的影响' 同时也强调每一个城市居民对城市的使用在空间生
产中的变革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交换价值的
抽象空间' 也是城市居民用来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的生活空间$也称表征的空
间% , 城市居民追求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生活空间' 并用自己的方式来参与和改变
现有的空间&社会秩序, 在这个基础上' 列斐伏尔$M<P<I?@<' )ZZ)% 引入了城
市的权利的概念, 城市的权利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 更是一组具有理论前瞻
性的城市需求的总和, 随着新自由都市主义$T<5B1I<@.BC@I.2196% 的兴起' 城
市的权利被学者们用来考察城市社会和空间不平等以及对城市居民的赋权等,

这个概念包含了对异构的$Q<7<@5U<2<5;9% + 混合的城市空间的追求, 差异性的
空间不仅用来满足城市居民复杂而多样化的需求' 并且在重新推进城市民主的
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E;@/<BB' *##*% , 城市的权利这个主题被城市研究者们
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第一个角度是城市使用者是如何感知和定义城市的
权利的, 研究显示城市的权利的涵义包含了宽广的纬度' 从对物理空间的权利
诸如居住+ 房屋和生活环境' 到对公共空间的权利诸如参与和改变城市空间,

城市居民对城市的权利的理解各异' 并且不同的权利诉求也会交错重叠, 第二
个角度是城市居民是如何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城市的权利, 研究发现城市居民
对权威的反抗有不同的程度和方式' 从创造性地适应居住空间到大规模的城市
运动都被认为是城市居民对城市权利的伸张,

'一( 探索城市权利的涵义

城市居民对居住空间的权利一直是列斐伏尔关注的焦点, 对列斐伏尔而言'

空间的私有化和商品化改变了其固有的使用价值' 转而成为资本主义对交换价
值追求的工具和载体, 对空间的交换价值的追求限制了城市居民对空间的日常
使用' 并使弱势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莫娜.法瓦兹$A52.d.f.̂%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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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的研究发现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了低收入居民在城市生产中
想象和参与的机会,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被引入之前' 黎巴嫩城市的新移民根据
自己的想象通过非正式的土地获取+ 分割+ 买卖+ 建屋+ 提供生活配套设施等
方式来使用城市空间' 获得在城市的存在感, 后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引入而导
致土地价格升高+ 保安措施加强+ 社会服务外包和城市开发加快等大大限制和
降低了新移民参与空间建设和社区服务的能力,

随着全球范围内住房自有率的提高' 城市的权利的意义从无家可归者对居
住空间的需求' 扩展至中产业主对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向往$E;@/<BB' *##)-

A.@712' *##+% , 马克.普塞尔$A.@J E;@/<BB% $E;@/<BB' )ZZ(% 在美国洛杉矶
的研究发现' 业主对居住环境的权利意识是导致长时间业主抗争' 要求将圣费
尔南多谷从洛杉矶市中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 当地的业主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建
构他们的城市的权利, 第一' 他们认为市政府规模过大+ 回应性差且态度傲慢,

第二' 业主和政府对于城市空间应如何使用持不同见解, 不同于政府和开发商
想要不断地推进城市增长' 业主们更希望他们的社区是一个安全+ 有序+ 整洁
的居住空间' 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第三' 业主们抱怨自己对市政府纳税
过高' 又得不到相应的公共服务, 从普塞尔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中产业主和
底层弱势群体所理解的城市权利有一定差距' 中产业主要求的不仅仅是有一个
栖身之所' 还重视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但同时' 中产业主和底层居民
的权利诉求又存在共通之处' 即反抗占统治地位的空间的表征' 参与和改变城
市空间生产的权利,

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升进一步拓宽了城市的权利的意义' 从参
与物理空间的生产延伸到对公共空间$E;IB1/H-./<% 的占有和使用, 这种延伸
将城市居民对物质空间的需求转向对政治权利的需求' 比如在公共空间中与持
不同意见者讨论协商等, 莉娜.列昂提都$M12.M<5271=5;% $M<5271=5;' *#)#%

的研究发现公民社会的发展会影响人们对城市的权利的理解和诉求, 在*# 世纪
的南欧城市' 非法占有土地是公民抗争的主要形式' 表现了城市居民对于栖身
之所的权利诉求, 到了*)世纪' 随着欧洲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 南欧城市的社会运动变得更加组织化' 抗争诉求也从对私人空间的占有转
向更为普世的公共空间民主化的推进,

公共空间的权利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 对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 的定
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公共空间能够为持不同观点者提供
交流和协商的平台' 通过无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公民意识的养成'

因而在参与式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共空间同时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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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展示的空间' 因为只有在这个空间里' 政治运动才能变得明显可见' 公民组
织才能将自己展现给普通大众, 第二种看法认为公共空间应该是干净有序的空
间' 来供大众娱乐+ 休闲和消费' 并且只有行为适当的人才能被允许进入
$Y7J12952' *##"%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公共空间是私人空间的延伸, 随着城市
化和商业化的发展' 公共空间有被商业资本不断私有化和同质化的趋势
$T<6<70' *##Z% ' 甚至有学者喊出(公共空间已死) $N@1BB<:' )ZZ"% 的呼声,

唐.米切尔$\52 A17/0<BB% $A17/0<BB' )ZZ$% 借用大学公园的案例来探讨公共
空间的意义, 作为公园所有者的大学认为公园应当是一个主要供学生休息和娱
乐的空间' 只有合适的公众才能被准许入内, 而露宿者和社运人士则认为基于
公园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体验' 公园应当是一个不具有排斥性+ 供所有人自由
互动的空间, 两种不同的观点最终引发了暴力冲突' 露宿者们用自己的方式向
大众展示了他们的存在和对权威的抗争,

'二( 参与和占用的权利

根据列斐伏尔$M<P<I?@<' )ZZ)% 所说' 声张城市的权利有两种途径, 参与
的权利$S0<V1U0775E.@71/1-.7<% 是指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空间生产的构想+ 设计
和执行等环节的权利, 参与的权利强调对空间的生产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
重构' 把控制权从国家转移到城市居民, 占用的权利$S0<V1U0775Y--@5-@1.7<%

是指城市居民在城市中展现自身并获得关注的权利, 通过对城市的进入+ 占有
和使用' 城市居民得以生产一个符合他们多样化和差异化需求的空间, 占有的
权利呼应了列斐伏尔看重空间的使用价值多于交换价值+ 反对将空间抽象成一
种商品的一贯立场, 参与和占有的权利不仅仅是无家可归者在城市中寻找栖身
之所' 更是城市居民挑战占统治地位的空间生产模式及其所对应的权力关系'

并根据自身多样化的需求来生产城市空间的能力,

城市空间从来都不只是国家意志和权力运作的结果' 相反' 空间生产的过
程时时都会受到城市居民的协商+ 挑战甚至反抗, 有时城市居民对抽象的国家
空间的反抗是缄默而微妙的, 凯文.哥谭和克里斯塔.布伦利$L@197.>@;6B<:%

$K570.6[>@;6B<:' *##*% 发现居住环境恶劣的公屋居民通过对居住空间赋予
特定的涵义来改进生活经历, 具体来说' 公屋居民有三种策略性使用空间的方
式! 创造(安全的空间) 来保障自身尊严- 回避(臭名昭著的空间) 来拒绝负
面认同- 用不同的对社区的描述和想象来表达对政府公屋重建项目的接纳或拒
绝的态度, 通过对特定的空间赋予不同的标签' 公屋居民策略性地将身份认同
与空间联系起来, 同样地' 布伦达.杨$>@<2=.R<50% 和雪莱那.黄$ H0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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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U% $R<50 [Q;.2U' )ZZ%% 发现被主流社会所疏离的社会群体通过日常的
空间实践能够改变人们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 在新加坡工作的来自东南亚的
家务女佣通过在公共空间夸张的穿着+ 谈话和跳舞等方式向公众展现自己' 反
抗当权者强加给他们的(外来者) 的身份认同' 从而生产出一个差异性和多样
性的公共空间,

日常空间实践之外' 城市居民也会采用更加激烈的城市运动$C@I.2

A5?<6<27% 的方式来试图改变现有的权力秩序' 推进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 尼
玛.库迪瓦$T<<6.L;=?.% $L;=?.' *##Z% 的研究指出空间隔离是导致城市
运动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印度两个城市的非正式经济从业者和他们所生活的贫
民窟的考察' 库迪瓦发现国家的城市规划和空间管制不断将非正式经济的活动
空间从城市中心推向边缘' 这种空间的边缘化和隔离化大大限制了非正式经济
从业者的活动能力' 压缩了他们的生活空间' 最终导致了各种形式的抗议和冲
突, 约翰.内格尔$O502 T.UB<% $T.UB<' *##Z % 则考察了在英国北爱尔兰城
市' 各种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街头游行来试图跨越北爱尔兰和英国保守党之间
的种族冲突, 规模宏大且具有包容性的街头游行有利于促进各个群体之间非正
式的社会网络的形成' 并促使人们对城市形成新的解读' 从而打破长久以来的
种族冲突和空间隔离, 尤金.麦卡恩$];U<2<A/N.22% $A/N.22' )ZZZ% 强调
人们所感知和想象的空间对城市运动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通过媒体更为彰显,

麦卡恩发现在一起美国的城市运动中' 当地报纸报道的几幅隐喻种族差别和隔
离的卡通图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些报道戳穿了当局所建构的和谐
同质的城市社区的假象, 吴美琴$A<<L.6TU% 等$TU<7.Bb' *#)#% 以由于
香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码头的拆迁而爆发的市民抗争为例' 揭示了市民社会
的力量' 包括环保组织+ 积极分子和当地居民等对空间生产的作用, 虽然最后
两个码头还是被拆迁' 然而作为妥协' 政府重建了其中一座有历史意义的钟楼'

并承诺在填海完成之后重建码头, 由此可见' 市民的抗争即使不能取得完全的
胜利' 至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空间生产的轨迹,

五& 空间生产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列斐伏尔将空间视角引入城市研究' 揭示了空间和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城市空间不仅仅是政治+ 经济+ 社会力量互动的产物' 反过来也会对社会关系
和权力格局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国家和社会力量由于追求不同的空间利益'

例如土地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对城市空间形成不同的定义' 并都试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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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运作使自身的利益和定义能在城市空间上留下记号, 一方面' 国家和其他
掌权者通过生产一个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来实现资本积累和社会控制- 另一方面'

城市居民通过生产一个多样化的差异空间来满足在城市生活的需求, 抽象空间
和生活空间之间所隐含的不可调和矛盾和冲突' 意味着空间生产的过程本身也
是一个城市居民追求城市权利的过程, 这种追求起源于城市居民对日常生活的
体验和想象' 并通过自身的方式去改变现有的空间权力秩序,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空间的生产理论为中国城市研究启发了许多
新的研究课题, 城市化一方面使得城市形态不断向郊区和农村扩展' 另一方面
使得中心城区经历剧烈的城市重建和更新, 这本身就是一个资本积累和空间扩
张的过程$M12' *##(- 吴宁' *##%% , 城市开发中伴随而来的土地和房地产开
发利益使得围绕空间利益的逐利集团开始形成, 掌握土地资源和行政权力的地
方政府和掌握资本的开发商联合成城市增长机器$A5B57/0' )Z(&- M5U.2 [

A5B57/0' )Z%(% ' 从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城市开发的方向和进程$Q<[ X;'

*##$- X;' *##"% ,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将城市土地抽象成具有交换和商业价值
的空间' 并通过城市规划+ 城市政策和城市治理等权力工具来实现其空间利益,

麦吉$A/K<<' *##Z% 的研究指出有三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僚在中国城市开
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掌握土地开发和租赁权的地方政府官员+ 在准政府的
城市开发企业中主要负责的官员和在原来单位制下拥有大量行政分配的土地的
官员, 这些官僚掌握重要的权力和资源' 他们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影响中
国城市空间的生产的方向和速度, 这个过程印证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的表征的概
念' 即商业和政治力量如何运用空间策略和政治权力' 通过生产一个抽象的城
市空间' 来实现对土地和空间的交换价值的追求,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充斥着矛盾和冲突, 城市增长机器榨取土地交换价值
的同时挤压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和他们称之为(家) 的地方, 不论是从中心
城区被动迁到城郊的底层居民+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群体' 还是在买房过
程中被开发商欺压的城市小业主' 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被挤压, 丽萨.韦
恩斯坦$B1̂.X<1297<12% 和任雪飞$ ;̀<P<1V<2% $X<1297<12 [V<2' *##Z% 的研
究发现城市更新项目动摇和损害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权$Q5;912UV1U07% , 中国的
城市化和城市更新主要服务于城市增长机器的利益' 而在此过程中被动拆迁的
居民的住房权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损害, 动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又进一步
加剧了住房权的不平等的分配, 由于拆迁补偿以城市户口为准' 没有城市户口
的居民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此外' 拆迁赔偿的谈判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拆迁户
和掌权者的私人关系' 由此导致有权势的住户更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补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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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捍卫自身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的权利' 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建构自身对空间
的感知和想象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空间' 并通过微妙或激烈的集体行动来
试图改变现有的政治和权力格局, 通过这种行动' 城市居民不仅在追求自身的
利益' 也同时在主张城市的权利' 从而逐渐改变了城市的社会构造,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 城市化和城市开发中矛盾和不平等也是孕育城市运动的公民空间,

面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国内的城市研究很大程度
上还处于分割状态' 有的从土地经济和城市增长机器的角度去研究$张磊'

*##$% ' 有的从城市运动和市民抗争的角度去探讨$陈映芳' *##%- 庄文嘉'

*#))% ' 但很少有研究将这些领域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 单向度
的研究路径割裂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中观层面的土地经济和社区权
力以及微观层面的业主和动迁户抗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无法有效地解释不
同层面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列斐伏尔的理论将城市空间的生产作为研究
的对象和议题' 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和能动性+ 表征话语和空间实践对空间生产
的影响' 为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和分析框架' 能够全面考察
空间+ 权力+ 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和互动作用, 比如' 业主抗争与国
家的社区治理制度是辩证统一的, 孙小逸和黄荣贵$*#)+% 从空间和权力的视
角出发' 考察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之间+ 治理实践和其背后的治理
话语之间的辩证互动的关系, 他们对上海邻里空间的研究发现' 为了应对业主
维权对社区治理的挑战' 国家用空间话语对社区空间矛盾进行诊断' 将社区治
理的矛盾归结为业主自治意识和经验的缺乏' 从而合法化国家权力对社区空间
的介入和管制, 实际上' 城市开发和城市增长机器跟业主和动迁户抗争之间本
身存在互相形塑的过程' 业主和动迁户的抗争可能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市
空间生产的过程, 列斐伏尔所阐述的关于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城市的权利的
概念能够很好地将这个互动的过程放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由于空间生产理论根基于*#世纪&#&(#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城市' 这个理
论在中国城市的应用必须经过本土化的修正, 西方社会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过程
中最重要的驱动力来源于资本的力量' 是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在不同城市和地区
间流动的结果, 而在中国' 虽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日益彰显'

但由于地方政府依然掌握着土地等重要资源和行政权力' 因而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地方政府来说'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两个最重要的政绩
考核指标, 因而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 不断平衡经济发展
和社会管理的模式下推进的' 其中特有的空间生产机制+ 动力和后果值得进一
步的研究考察, 另外' 对于城市权利的考察' 列斐伏尔强调的是人们对城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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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生活和居住的权利' 基本上是满足城市居民最基本的需要, 然而如果把城
市的权利看作一种居民对城市发展过程的参与权' 城市的权利的呼吁可以延伸
到更加广泛的研究话题' 比如业主对私有产权的拥有和管理+ 对周边污染性设
施的排斥+ 对更高的生活和环境质量的追求以及更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
程当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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