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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来源于我们 2014 年出版的著作——《非正规美国城市：超越快餐车与计时工》（The Informal American City: Beyond Taco Trucks and Day 

Labor）中的前言与结论部分。该著作审视了美国城市生活中的“非正规变革”。我们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从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探讨了（美国城市）

非正规现象的增长，而这种现象通常被视为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非工业化国家。尽管一直以来非正规城市主义被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视为

边缘甚至是犯罪行为而不加考虑，但是我们通过包括洛杉矶、萨克拉门托、西雅图、波特兰、菲尼克斯、堪萨斯、亚特兰大和纽约在内的一系列

案例研究，对这一狭隘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非正规城市主义出现迅猛，规划与城市设计领域的学术文献却甚少提及。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抛开传统的观点，审视在

美国不同环境与城市中非正规活动的出现、增长与活力。我们倾向于采取更加复杂的方法去认知、理解和处理非正规活动，而非仅仅浪漫化地去

赞扬它；我们也将争取对非正规性及其环境有一个明确的空间理解，并讨论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城市设计者和社区应如何应对这种新出现的、

蕴含着机会与挑战的城市景观。

  美国城市中的非正规活动普遍且多样。其中的大多数活动在本质上并非犯罪，也超出了经济上的谋生范畴。虽然非正规性通常与移民相联系，

但是非正规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团体、多样的城市环境和全国不同的地理区域中。正规与非正规活动可能时而冲突、时而交叠或相互依

存。非正规活动的案例研究帮助揭示了非正规性的逻辑、潜在合理性，以及非正规活动与城市和法规中更大的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结构性联系。

这些案例通过非正规活动中潜在的获益者与失意者间的联系，展示了这类活动的矛盾本质。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非正规性的迷思和错误观念。迷思之一是非正规性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部分，且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城市中极度贫困

和边缘化的社区。然而，不同类型城市的非正规性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了发达国家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富裕的邻里。第二种迷思认为正规和非正规的

活动与环境之间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在一些城市的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之间，我们并未发现明显的分界线。第三种迷思是非正规性是一种暂时的现

象和短暂的构造，然而非正规活动的空间广泛性与时间延续性所展现出的恰恰相反。最后，非正规活动总是被视为一种美德，或是一种消极的现象，

这种认识掩盖了非正规活动并非同质的，而是依赖于具体的背景和环境的事实。在对非正规城市主义的挑战与机遇作出回应之前，规划者和政策

制定者与其坚持这些迷思，不如深化对于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理解，并仔细思考它们的社会和物质背景。

Abstract: This article draws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chapters of our edited book, The Informal American City: Beyond Taco Trucks and Day Labor 
(Mukhija and Loukaitou-Sideris 2014), which examines the “inform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urban life. Through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we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explore a growing phenomenon mo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with industrialized ones. While informal urbanism is usually 
dismissed by planners and policymakers as marginal or even criminal, our case studi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including Los Angles, Sacramento, Seattle, 
Portland, Phoenix, Kansas City, Atlantic City, and New York City, challenge such narrow conceptions.
  Surprisingly, even the scholarly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literature rarely addresses informal urbanism despite its increasing presence. Therefore, we wish 
to depart from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examine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proliferation, and vibrancy of informal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U.S. settings and 
cities. But rather than romantically celebrating informality, we are keen to develop more sophisticated ways to recognize, understand, and address it. We also 
argue for an explicitly spatial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lity and its settings; and discuss how planners, policy makers, urban designers, and communities can 
respond to the new emerging landscape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formal activities in U.S. cities are widespread and varied. Most of them are not criminal in nature, nor are they limited to instances of economic survival. 
And while informality has often been associated with immigrants, informal activities are pervasive and spread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diverse urban 
settings, and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of the country. Formal and informal activities may at times conflict and at times overlap or depend on one another. 
Case studies of such activities help reveal the logic and underlying rationality of informality, and the structural linkages between informal activities and the 
larger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ies and regulations. They also show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informality, with both potential winners and losers associated with 
inform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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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informality have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One 
such myth is that urban informality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only appears 
in very poor and marginalized neighborhoods 
of cities of the Global North.  However, urban 
informality of different types is now quite visible 
even in middle-class and affluent neighborhoods 
of the Global North. A second myth assumes that 
formal and informal activities and settings are 
always distinct and rigidly separated. However, we 
do not find such drastic separation between some 
formal and informal settings in cities. A third myth 
is that informality is a temporary phenomenon 
and an ephemeral construct; however, the ubiquity 
and persistence of many informal activities and 
settings tells us otherwise. Lastly, notions that 
informality is always a virtue, or the opposite—
it is always negative, belie the fact that informal 
activities are not homogenous but rather depend 
on context and circumstance. Rather than 
perpetuating these myths, planners and policy 
makers shoul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l urbanism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ir specific social and physical context, before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informal urb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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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The MIT 

Press）出版的《非正规美国城市：超越快餐车

与计时工》（The Informal American City: Beyond 

Taco Trucks and Day Labor）的引言与结论，麻

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授权我刊发表中译文节选。

引言

街头小贩沿着人行道推着冰棍小车，定期敲打一个小铃铛以显示她的存在。在

街角，当有汽车经过，一些计时工举起“待雇劳动力”的标志来招揽工作。在下一

个街区，路人看着住家前院展示的一系列衣服、工具和玩具，一些人停下来询问房

主谁组织销售，并买下一个物品。在另一个单户住宅街区中，一个大家庭为了扩大

生活空间，将他们的车库改造成未获批准的自建公寓。这些发生在管制之外的大量

活动构成了非正规性，而这种非正规性通常与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①城市相

联系。但是上述的邻里景观并不是来自于基多、拉各斯或艾哈迈达巴德，而是来自

于这个星球上最为工业化、规范化和经济发达的区域之一 ——美国的城市。

大量的证据表明：非正规性已成为发达国家（Global North）城市不可或缺和

日益增长的部分。或是由于全球化、去管制化以及持续增加的移民流，或是由于

经济不稳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加剧，或是由于现有的管制措施不能充分处理

当代多元文化生活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美国城市的非正规活动急速增长并清晰地

反映在建成环境中。然而，与其他富裕和发达世界的状况一样，美国的非正规城

市主义并未得到充分研究并经常被误解。规划者与政策制定者通常将非正规活动

视作未组织的、边缘化的企业，可以被直接忽视（最好的情况）；或是将其视作不

合法的活动，应当被禁止和起诉（最坏的情况）。与之相似，即使这些活动所发生

的物质环境——人行道和街角、前院、车库公寓、停车场、社区公园和快餐车——

对于大量的社会团体来说已经日益可见且息息相关，同样未得到充分研究。

将非正规性视为边缘和无关紧要的空间是一种惯常但狭隘的观念，我们希望

对这一观念提出质疑，并通过实例综合考察美国城市及其环境中的非正规城市主

义的萌芽。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关注在美国城市中普遍发生的大量城市非正规活动；

从理论上阐述这些活动的性质和基本逻辑，包括利益相关者的组织策略；明确要

求对非正规性及其环境有一个空间理解 ；并讨论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城市设计

者和社区应如何应对这一新出现的、蕴含着机会与挑战的城市现象。

我们先前的研究已经考察了美国城市中非正规性的多个方面，尤其是在保障性

住房获取上（Mukhija & Monkkonen, 2006, 2007），也包括通常被忽视的人行道在内

的公共空间使用的冲突（Loukaitou-Sideris, Blumenberg, Ehrenfeucht, 2005; Loukaitou-

Sideris, Ehrenfeucht, 2009）等方面。作为南加州的居民，我们处在通常被称为美国

的“非正规变革”中心，并受到了来自从事洛杉矶相关研究的朋友与同事的学术工

作的影响。例如：埃布尔·巴伦苏埃拉（Abel Valenzuela）对于城市街角计时工的重

要研究强调了非正规工作内部的不稳定性和剥削性，进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去增加

工作者的稳定、安全和公平的补偿（Valenzuela, 2003; Valenzuela et al., 2006）。玛格丽

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的知识贡献在于日常都市主义，这一理念强调

了通常城市社会生活中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非正规、未经规划和自发活动的

重要性（Crawford, 2008）。南加州通常、日常的生活正是克劳福德和巴伦苏埃拉工

作的核心，并展示出了一种矛盾的需求：既要警惕非正规性的不稳定性，又要颂扬

其活力。

作者：  威尼·穆西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副教授

  阿纳斯塔西娅·卢卡图 - 塞德里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教授

译者：  陈瑞，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Global South 是一个发端于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的术语，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与此相对，Global 

North 可指“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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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详细阐述非正规性的这种矛盾，我们在书中采用了

案例研究的方法，所选取的城市横跨美国，包括洛杉矶、萨

克拉门托、波特兰、西雅图、菲尼克斯、堪萨斯、亚特兰大

和纽约，以对美国城市的非正规性做细致的案例研究。书的

章节聚焦于非正规的行动者（街贩、计时工、邻里居民和无

家可归者）、他们所处的环境（食物手推车和人行道、车库

公寓、前院、社区花园），以及公共政策响应（合法化、调解、

临时担保等等）。本章不仅考察美国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性

基础和本质，也考察了规划和政策反馈、干预和管制的实际

问题。此外，本书采取了明确的空间视角和社会正义框架来

理解和应对非正规性。

我们首先详叙了这项工作的意义以及研究美国城市非

正规性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考察了包括有关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关注非正规性与都市主义的现有文献。再次，我们将

讨论采取案例研究方法的认知策略和组织案例分析的内在逻

辑。最后，我们将讨论关于非正规城市主义的一些潜在的错

误观点和迷思，以便为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经验。

1  理解美国城市非正规性的必要性

在传统智慧中，规划的标准和要求整齐地安排、规定

和定义了美国城市的建成环境、经济活动和住房机会（Ben-

Joseph & Szold, 2005）。即便未管制的或非正规的活动在发展

中国家广泛存在，美国城市通常并未考虑这些活动在本地发

生的可能性。大多数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要么认为非正规性

活动范围有限，基本安全到可以忽略不计 ；要么认为其在本

质上是犯罪行为，需要被限制或禁止。此外，对非正规活动

的管制往往具有一定难度。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非正规性出

现迅猛，规划和设计领域的学术文献却很少关注这一议题。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揭示美国城市中的非正规都市主义，并

探索更加综合的方法去认知、理解和应对它。

除了利用一系列案例来证明美国城市中非正规活动的普

遍性之外，我们的另一个主要意图是勾勒和揭示非正规性的

复杂本质。综合来看，本书的各章节展现出：非正规活动并

不罕见，反而是广泛和多样的。其中的大多数活动在本质上

既非犯罪，也并不局限于经济上的谋生范畴。虽然非正规性

通常与移民联系在一起，但非正规活动普遍而广泛地存在于

各类不同的社会团体、多样化的城市环境和该国不同的地理

区域之中。案例研究显示 ：正规和非正规活动有时可能会发

生冲突，但有时会互相重叠或互相依赖。同时，案例帮助揭

示了非正规性的逻辑和潜在的理性，以及在非正规活动与城

市及法规中更大的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结构性联系。最后，

我们的案例以非正规活动中潜在的获益者与利益受损者来展

示非正规性活动的矛盾本质。

非正规性理念已在城市设计领域引起共鸣，对建成环境

进行弹出式或暂时性植入和干预的热情日益增长。非正规活

动的活力和瞬时性启发了这些“弹出式”（pop-up）设计。总

的来说，这些设计成为许多美国城市严格的秩序和单调中受

人欢迎的“调剂品”。然而，在弹出式设计不断上升的激情

中有时会有一种滑稽的肤浅现象。对非正规都市主义的严肃

审查不应仅仅出于美学考量，还必须包括对其活动所蕴含的

严重经济和公平问题及其影响的全面理解。以复杂的方式解

决非正规问题，并认识到其对城市、建成环境和空间正义的

影响，规划者和决策者有必要对这种活动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我们希望通过揭示美国城市的非正规性，打开美国规划

者和政策制定者新的视野，去向那些有着更深入的非正规活

动认知和更长政策反馈历程的发展中国家学习。相应的，我

们希望通过对发达富裕城市的非正规活动的扎实和深入了

解，为处理发展中国家非正规活动的学者和规划者提供建设

性的见解。美国非正规城市的经验将使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

的传统文献得到补充，并提出新的政策途径。因此，关于非

正规性的研究可以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间积极

交流思想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下一节，将简要总结我们

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我们的研究。

2  关于非正规活动，我们知道些什么？

英国人类学家凯思·哈特（Keith Hart）首先使用了“非

正规部门”这一术语来描述加纳未被官方登记的就业机会

（1973）。哈特的这一概念奠定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

易斯（Arthur Lewis, 1954）有关经济发展和二元部门模型的

理论，以及更早时候由美国的专家团队（Averitt, 1968）和国

际劳工组织（ILO）所做的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ILO, 1972; 

Moser, 1978）的基础之上。与这些更早的研究者一样，哈特

区分了非正规部门中自雇与通常的有偿劳动的不同。与其余

二元模型类似，他将非正规性与被他形容为理性的、有规划

的、有组织的和管制化的正规化部门相对立。但是，不同于

之前的大多数方法，他强调了非正规部门中潜在的生产价值，

并质疑了传统的致力于将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转移到正规部门

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可行性和适宜性。他认识到，在绝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不能被轻

易正规化，并且贫困的国家也缺少制度能力去充分地监察非

正规活动。此外，正如哈特所言，非正规部门为最穷困者提

供了他们为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机会。

在哈特提出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的同期，帕特里夏·费

曼（Patricia Ferman）和路易斯·费曼（Louis Ferman）使用

了“未管制经济”这一术语来描述在美国出现的类似活动。

正如哈特所描述的那些未被记录和统计的活动，他们关注于



10  2019 Vol.34, No.2

本期主题 

内城社区中未被测度和监控的经济活动。不过，哈特和其他

二元主义者集中于用结构性经济问题去解释非正规部门，而

费曼认为“种族”是造成美国非正规经济的主要结构性社会

问题。他们认为，由于种族歧视，内城居民无法获得那些基

础的服务，也无法获取提供这些服务的许可。因此，诸如管

道、电力维修、出租车等服务的供给者和消费者，都开始依

赖于非正规经济。与哈特所认为的非正规部门包括了合法与

非法活动的观点类似，费曼认为虽然非正规经济中的所有活

动都不合法，但很少是犯罪活动（Ferman & Ferman, 1973）。
虽然费曼的研究并未获得如同哈特关于经济发展的工作那么

多的关注，但是由于他们对于种族的强调，他们对美国内城

社区中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洞察仍然值得注意。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哈特关于非正规部门的观念作为

国际发展规划中的常识而流行起来（Peattie, 1987），并超越

了就业和生计（的范畴）而被扩展至城市发展的形式之中，

尤其以“庇护所”的形式存在（Turner, 1976, 1978）。因此，

非正规经济这一更加宽泛的术语（有时被称为地下经济）变

得愈加常见（Peattie, 1987; Portes, Castells, Benton, 1989）。虽

然这一概念更多地与发展中世界相关联，但一些学者始终

强调其在发达世界中的存在与相关性，尤其涉及少数族群

和移民群体的生活（Hondagneu-Sotelo, 2001; Gowan, 2009; 

Morales, 2010; Venkatesh, 2009）。随着学者对全球化和从贫

困国家向富裕国家移民的关注增加，这些文献也日益增多

（Sassen, 1991; Valenzuela, 2003）。
此外，学者认识到，一方面福利国家日益式微，例如对

流浪汉供应基础设施服务的去制度化等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减

即证明了这一点（Hopper, 2003）；另一方面，某些方面又被

强化，例如对公共界限更加严厉的管制和出台更加严格的公

共空间条例（Loukaitou-Sideris & Ehrenfeucht, 2009）。这些同

时发生却相互矛盾的走向促使了非正规活动的增多，关于非

正规性的研究文献也日益增加。

非正规性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且不局限于穷人。例如：

研究发达国家地下经济的税收政策学者通过税务损失来测度

非正规性，指出非正规性在富有社会中十分常见（Schneider, 

2011）。一些评估显示 ：美国经济中未经报道的数额高达 2
万亿美元（Cebula & Feige, 2011）。在对非正规性的学术理解

扩展的同时，批判者质疑了哈特观念中固有的经济二元逻辑

（Bromley, 1978; Moser, 1978; Rakowski, 1994）。这一观点现

在已被广泛接受 ：虽然非正规活动未被政府制度管制，但其

与正规活动之间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经济中的一

部分，并通常互相重叠。这一观点使得非正规性很难被狭义

地定义（Peattie, 1987; Portes, Castells, Benton, 1989; Portes & 

Sassen-Koob, 1987）。因此，现有文献建议未来的学术工作应

当详细解释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及其更广泛的

经济背景，包括管制的制度框架（Peattie, 1987）。
如何处理非正规性这一问题更具争议。我们将文献中的做

法大致归为三类。第一，遵循结构主义方法的学者认为，非正

规活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化、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政府管制

执行力的弱化、雇主热衷于规避政府对工作环境和工资的管制

有关（Bernhardt et al., 2008; Portes, Castells, Benton, 1989; Portes & 

Sassen-Koob, 1987; Roy, 2005; Roy & AlSayyad, 2004; Sassen, 1991; 

Sassen-Koob, 1989）。他们因此强调经济的结构性改变、具有保

障劳工权益的新社会契约以及加强管制的必要性。

第二，与第一种做法相反，遵循新自由主义方法的学者

认为：问题的根本就是管制过多，从而提升了做生意的成本

（de Soto, 1989）。对于非正规经济的增长，他们指责过度的

国家管制和不切实际的标准，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其企业家精

神，并呼吁解除管制政策。

第三，在结构主义与自由主义方法之外，还有第三条

道路——改革主义方法。这一方法看到了非正规性存在的结

构性经济原因，不支持消灭非正规经济，而是提倡在支持

和升级非正规活动中发挥政府管控和民间社会的积极作用

（Iskander & Lowe, 2010; Peattie, 1987; Piore & Sabel, 1984）。
改革主义方法认识到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并提倡通过培训、

信贷和市场协助等政府项目支持他们。关于发展中国家非

正规住房政策的大量文献都赞成这类方法（Mukhija, 2003; 

Payne, 1977; Peattie, 1979）。彼得·沃德（Peter Ward, 1999）
对得克萨斯州非正规住房尝试的开创性研究也可归于此类。

他记录了非正规住房市场对于增加贫困家庭住房所有权可获

得性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应在土地发展管制和住房财政条例

中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他也指出为了解决非正规聚居区

中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应当改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除了

强调政府的积极支持，改革主义方法建议有必要在战略性加

强某些管制与放松某些政策之间进行仔细权衡。对于非正规

性的政策回应，我们的立场与改革主义方法基本一致。

最后，虽然批评城市设计中过于强调秩序的著作，并不

是典型的关于城市非正规性的文献，但我们认为是相关的，

因为这些研究强调了城市非正规活动的重要性。诸如简·雅

各布斯（Jane Jacobs, 1961）、蔡司等（Chase et al., 2008）、西

蒙·萨德勒（Simon Sadler, 1998）、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 2008）、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 1991）
等学者，他们主张在建成环境中少强调秩序，而多为计划外

活动留出空间。这些学者赞赏非正规的、临时的和日常活动

对丰富城市环境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呼吁改变传统的城市

规划方式以包容和鼓励此类活动。

同样，我们认为：城市中非正规性的广泛存在表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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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规则有必要被重新评估，因为其无法满足

社会的复杂需求。但是，这并不是呼吁回到放任自流的城市。

某些非正规活动将会带来严重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为了

防范此类危险，管制是必需的。因此，我们提倡展开与以往

方式不同的管制。森尼特的经典著作《无序的用处》（The 

Uses of Disorder, 2008: 81-82）中有一段文字简明地表明了我

们的立场：

“沿着一条被称为‘贫民窟的浪漫’的道路，改变的进程……

很容易被误读。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艰难的、旧的城市

生活方式上，而是试图去展示在一个富裕和繁荣的时代，新

城市生活的涌现侵蚀了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生活的可能性，

而后者正是城市生活的本质。为了创造复杂的、多元体验的

新形式，我们需要对富有城市生活的既有秩序作出改变。”

3  研究途径与组织

借鉴已有的文献，我们的学术研究及所采取的途径需要

借由四个重要前提或观点来解释。首先，我们并非试图重新

定义非正规性，也并非要将其理论化，而只是遵循卡斯特和

波特斯（Castells & Portes, 1989）的引领，在实践中将非正

规性视为不受国家管制的活动。我们认为，给予非正规性固

定的定义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但之前的研究表明，这既不

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也不是一种特别有效或有用的努力。这

种尝试总是难以避免因采纳二元主义方法而被批判。因此，

我们更热忠于探索和阐释非正规性的本质，逐渐对美国城市

非正规性特征形成清晰的、理论性的深刻理解。我们认为这

是一种理解非正规性的本体论方法。

其次，作为城市规划者与城市设计者，我们非常在意非

正规性的空间特征，包括开展非正规活动的场所位置和物质

属性。我们的重要观点之一即是 ：建成环境的连接和使用在

很大程度上对于理解非正规性如何发挥功能以及制定相应的

应对措施十分重要。因此，除了贯常地强调法律应对之外，

我们希望论证 ：物质环境规划者和城市设计者所采用的空间

视角在解释和管理非正规性方面也能够扮演关键角色。

第三，我们认识并接受非正规性的矛盾或悖论式的本质，

包括其生产能力或是剥削能力。我们警惕并担心非正规性对

穷人的伤害，但我们也认识到非正规性策略能够帮助穷人生

存。我们的认知策略是：探索在何种情况下，穷人更可能从

非正规性中受益，以及针对非正规性的何种政策行为可以使

穷人享有权益。

第四，我们是在政策导向的兴趣驱动下去认知和研究非

正规性的。我们这一计划的最初目的就是去探寻规划者、政

策制定者和城市设计者如何对城市非正规性及其空间环境作

出更好的理解和应对。考虑到我们学术方法的这些基础，我

们采取了基于案例研究的归纳法去理解美国城市中非正规性

的本质、复杂性和潜力。

将上述观点牢记于心，本书的每一章都在对以下问题作

出回答：

（1）美国城市非正规性的本质是什么（包括其普遍性、

特点、原理、利弊和社会空间含义）？ 

（2）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设计者应当如何处理和

管理城市非正规性的各种状况？

（3）为了应对美国城市非正规性，传统的管制和规划实

践应当作出怎样的改变？

这些指导性的问题能够使我们的撰稿人在案例研究中关

注细节，关注非正规性的应对措施和对今后规划设计的启示。

总之，本书的章节勾勒了美国城市非正规性和非正规城

市主义的轮廓。虽然这本书并未涵盖城市非正规性的所有背

景，或是提供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去处理每一个问题和挑战，

但我们仍然希望呈现在案例研究中的背景、尺度和反响的多

样化，可以为认知、理解和应对非正规城市迈出第一步。接

下来，我们将讨论一些主要发现，包括我们试图挑战的错误

观念和所得的经验。

4  深化对非正规城市化的理解 ：误解和神话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即提出目标——更好地理解美国城

市非正规性及其环境。我们的兴趣来源于一种信念，即如果

没有对非正规性景观的记录和解读，就无法充分理解 21 世

纪初期的城市。非正规性现象在我们的城市中无处不在，往

往在违反规则、条例和规章的情况下发生。即使在富裕和管

制成熟的西方城市，非正规性现象出现的频率也显示了它们

既非异像也非偏差。实际上，它们与正规化部分以共存、交

互、竞争、重叠的方式互补性地构成了非正规城市。一些热

衷于解读当代城市以及它们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学者，都必须

对非正规城市化及其社会空间重要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作为城市规划教育者，我们还认为，我们的职业对非正

规性的应对，或者说是应对缺失，常常被粗浅的理解和各种

误解所误导。可以肯定，非正规性对规划者的理性实践和管

理传统提出了挑战，但规划者终将无法忽视、消灭甚至浪漫

化非正规性。他们既不能以同质的方式对待非正规城市主义

多样的环境与活动，也不能仅简单的采用通用的政策和规则

去处理它们。城市规划中背景问题十分关键，在处理非正规

活动时可能更是如此。

全国范围城市的各种非正规活动和场景的案例研究，为

洞察非正规城市的多面性提供了机会。总体而言，这些观察

不断充实现有的研究文献，有助于解除许多关于非正规性的

误解，并为规划者、城市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经验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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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经对许多关于非正规性的说法提出质

疑，但业界仍然顽固地坚持传统认知。在本节的剩余部分，

我们将会强调这些错误观点，并总结我们从本书的编纂者处

学到的东西，其中包括非正规城市主义对于规划教育和研究

的影响。

关于非正规性的第一个常见误解是它主要与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相联系。即使它出现在发达国家，也总是与贫困社区

和边缘化人群相关联。然而，在我们的认知中，这是一则神话。

在大多数美国人生活的城市中，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环境和现

象十分常见：在周末，前院被变作迷你集市；快餐车在路边

售卖；日雇劳动者聚集在街角一起寻找工作 ；邻居在社区花

园中种植农作物；以及将车库改造成居住或商业空间；等等。

的确，由于非正规性为贫困社区和边缘人群提供了生存机会，

两者通常被联系在一起。但是，非正规性同样存在于更广泛

的社区范围和多样化的城市环境中，并同时有益于或困扰着

贫困和富裕的家庭。

第二则神话即是正规活动通常与非正规活动及环境泾渭

分明。正如我们之前解释的，非正规性理论家很长时间都在

质疑正规与非正规经济对立的二元主义观念，并强调这两者

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和重叠性质（Bromley, 1978）。一种相

似的相关性存在于正规与非正规城市主义之间。例如：正规

城市中建成环境的元素有助于支撑城市的非正规性。第三个

误解是非正规性是一种暂时现象和短暂建构，因此，非正规

环境比较脆弱 ,容易消解。然而，非正规活动的广泛存在说明，

即便一些非正规环境是暂时的，非正规实践也并不是过渡性

的。许多原因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第一，当非正规性可以让

某人获得正规市场所不能提供的资产时，非正规性就可以被

视为一种理性的应对。第二，非正规性得以持续的原因在于

它提供了经济机会（正如街头摊贩、日雇劳动力或城市农业

的案例所讲），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生存机会，为被剥夺了

权利的人提供了享有城市权利的机会。第三，在正规与非正

规的活动和空间之间存在协同作用，例如：通过将废弃或过

时的地块重新利用为社区花园或街头食品区，或者通过在单

一用途区域引入混合用途，非正规性可以在城市环境中创造

活力。

虽然前面的例子指出了非正规性的若干正面结果，但

认为非正规性都是好的或只会产生正面结果的观念也是错误

的。超出监管和政府监督的范围，不仅会给国家带来税收损

失，而且会导致从事非正规活动或消费其产品的人愈加处于

弱势地位，面对剥削、不卫生和不健康的条件，并滋扰邻里。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团体占用空间开展非正规活动会导致对

其他使用者的排斥。因此，对于非正规的活动和情况，正规

化和规范化也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前景。

但是，即便通过法令和许可证的正规化可能在相同的背

景下带来积极的结果，认为合法化和管制可以充分应对非正

规性的所有方面，也是错误的。首先，从无管制、非正规到

完全管制、正规的转变，往往充满了支持者和反对者、获益

者和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冲突。其次，适用于正规活动的常规

管制规范可能会对非正规活动产生破坏性影响。这是因为监

管行动有时会表现出一种“不可调和的紧张气氛”，可能伤

害那些从事非正规活动的人。此外，正规化会带来合法性和

保护，但对于从事非正规经济的许多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

没有经济收益。最后，规章制度并不总是万能药，因为当局

有选择性地执行规章制度，有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例如：

一个卖水果或橙汁的“有色”移民摊贩可能比在附近人行道

上卖柠檬水的“白色”年轻人更容易引来当局的监管和惩

罚。在这里，管制的动机更多地与参与者的社会—种族属性

有关，而不是在于非正规活动本身的特性。

5  经验教训

最后的几点言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规划者、

城市设计者和决策者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城市非正规性及

其空间环境？正如上文所述，我们的认知立场与改革主义方

法基本一致，并主张政府和公民社会在促进非正规活动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的观点是，规划者不能继续忽视非正规

性，而应当在理解和公正地、创造性地应对其不同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实际上，美国城市对非正规性的认识应该会对规

划和城市设计的学术、教育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承

认非正规就业、住房和公共空间，应有助于将传统政策重点

从强调创造就业、新住房建设和新公共空间扩大到改善就业、

适应和改造住房，以及改善现有公共空间，以更好地适应非

正规活动。我们也希望，除了传统地强调法律应对之外，物

质空间规划者和城市设计者惯用的空间视角在处理和管理非

正规性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从各种各样的非正规活动以及各种环境和问题中汲取的

一个重要经验是 ：非正规城市主义是复杂的，有时也是矛盾

的，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的获益者和利益受损者。非

正规活动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与正规机构（包括地方法

规和市场）的互动和关系。这些互动和当地情况有助于确定

非正规性的复杂性。在决定设计、行动或政策之前，对规划

者、设计者和决策者来说，理解正在处理的特定社会空间环

境的细微差别十分重要。

为了解决多方利益和冲突问题的复杂性，规划者和决策

者可以成为调解人，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搭建起桥梁。除

了提升调解技能之外，规划者还需要理解正规条例的复杂性

和非正规活动的本质，以便真正打破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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阂，并帮助依赖非正规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生存。

将非正规性视为非法或犯罪行为的措施很少成功。虽

然有些规定对于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是必要的，但许多

现行法律和法令完全没有为非正规活动和其他计划外活动

留有余地。规划者、决策者和社区还需要考虑其他制度安排，

例如工人中心，帮助管理非正规活动而不是阻止它们。

6  理解非正规性的空间视角

非正规活动本质上是空间性的（Ogbu, 2012），个人或团

体需要占用空间来开展各种重要活动。然而，大部分城市设

计者并未关注城市的非正规性并为其付出努力，甚至大多并

未从空间视角来看待这类问题（Mukhija, 2011）。人们除了

采用自己的应对方法和手段外别无他法。无法容纳各种非正

规活动的空间需求将导致冲突（例如某一群体占据另一群体

的空间）或者不稳定、危险和边缘化的环境。

1980 年代，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森（Amartya Sen）率先提出了“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认为人的福祉不应只在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还

应在于他们以自己所珍视的方式进行生活的机会（Sen, 1985; 

Robeyns, 2006）。但是，现有的空间布局是否能帮助从事非

正规活动的人提高他们的能力？我们的一个基本认知是 ：空

间视角不仅是记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非正规性作出应对所

必需的。换言之，规划者和城市设计者应该提供创造性的空

间解决方案，以适应、整合或允许非正规性环境共存，甚至

促使正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设计和设计者如何才能作用

于非正规城市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进步的城市设计者需

要事先明确支持一种审美观，即接受非正规性及其感知的无

序性。下面，我们将简述规划者和城市设计者可以采用的几

种方法，即通过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公共场所来应对非正

规性，进而增强参与者的能力。

首先，设计和建造支持性的公共基础设施能大大减少参

与非正规活动的人所遇到的困难，以及非正规性带来的滋扰

和负面外部效应。例如：建造带有淋浴和厕所的公共休息站，

在帮助那些无家可归者的同时，可保持城市人行道的清洁免

受排泄物的影响 ；将移民区与市政供水系统连接起来，不仅

减少了移民区居民的巨大经济负担和健康隐患，还保护了公

众健康，使其免受污水导致的疾病传播；建造工人中心，为

日间工作者提供安全、无扰的空间，易于他们聚集、接受培

训或使用其他资源，既有利于日间工作者，又使潜在的雇主

受益，并减少当地居民与日间工作者之间的冲突。虽然提供

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价格不菲，但它的缺位可能需要付出更

大代价。

其次，在正规和非正规活动共存的情况下，设计和政策

应力求减少冲突。通常，冲突是由于非正规活动缺乏适当或

可用的空间，继而去占据正规活动所用的空间而造成的。当

非正规活动被认为会对他人造成麻烦时，也会引发冲突。创

造性地找出未被充分利用的、能够开展非正规活动的空间，

通过设计提升此空间的价值，同时调整监管框架以适应这些

活动，也许不仅可以缓和冲突，甚至可以创造如波特兰的“豆

荚”案例所展示的公共性场所。而诸如垃圾、噪音和气味等

滋扰行为可以通过一系列合乎情理的规章来解决——让非正

规活动的参与者负责清洁、清除垃圾，维持良好的卫生状况，

并在协商好的固定经营时段营业。

第三，在正规和非正规活动严格分离的地方，可以通

过创造性设计软化边界，建造桥梁和中间地带。21 世纪初，

由于城市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正规和非正规之间的分野加大，

而设计往往进一步突出了这种分野，例如建造划分明确的

边界，突然的不连续，有墙、栅栏或门禁的边界（Loukaitou-

Sideris, 2012）。以过渡区的形式形成较软的边缘和边界，如

允许正规和非正规活动并存的小型公共公园，可以成为连接

的纽带。虽然设计方案本身无法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但

它们不应进一步助推贬低贫困和不平等。

最后，由于非正规活动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不同，会对

不同的邻里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可能因不同的邻里社会背

景和物质环境而被欣赏、容忍或贬低，因此空间分散的决策

方法可能比区域范围或全市范围的伞状政策更合适。因此，

在全市范围内禁止流动摊贩在某些街区可能没有意义，因为

流动摊贩提供重要的零售服务。类似的，车库销售、二手房

或都市农业可能在一些社区受到高度评价，却在其他社区不

受欢迎。虽然全市的规章制度对于相关非正规活动和设施的

健康与安全事宜十分重要，但是关于非正规活动和设施在何

处和何时发生等问题，有时可以由社区委员会或其他地方团

体在邻里一级更好地解决。然而，居民的特权也可能存在问

题——它可以延续排他性倾向和不平衡的权力动态。例如：

社区不太可能同意为无家可归者创造空间。分散的、社区层

面的政策只有在社区从非正规活动中明显获益的情况下才能

发挥作用。

7  未来的学术研究

本节我们来谈谈未来学术研究的责任和可能的贡献。通

过研究以及向更广泛的公众解释城市非正规性的特点、内在

逻辑和多样性，研究者可以帮助搭建正规和非正规城市主义

之间的桥梁。目前，规划与设计领域的学者仍未能充分挖掘

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现象。在大众的印象中，它们经常是负面

的 , 最好状况是将其忽视，最差则是质疑与谩骂。我们需要

更深入地调查不同非正规活动的特征和社会空间属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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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估非正规活动的位置和规模（出现的地点、频率和强

度），并开展更多的归纳研究以确定在特定条件下非正规性

对于弱势群体的利弊。研究人员需要帮助解释非正规性，并

帮助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为此，我们需要展开更多的研

究，探讨针对非正规活动的不同政策响应（如提供正规化以

外的可选途径），以及何种空间解决办法能更好地容纳非正

规活动。来自国内、国际不同城市的比较分析和经验教训，

将有助于发现那些好的做法。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建议的，

这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之间一个丰富的合作 

领域。

最后，由于非正规城市占据了日常生活的空间，与正规

城市的环境和制度相互影响和重叠，因此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城市的非正规性是美国城市的固有部分，并且已经与日益增

长的社区群体息息相关，这些社区群体在正负两方面都受到

非正规城市化的影响。这种状况理应被所有规划者、决策者

和城市设计者所承认、理解和回应，以减少冲突和提高生活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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