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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实中的城市设计是渐进的，其形式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呈现。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技术理性框架源自早期西方城市形

态学理论，经过多年实践，在管控方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区别于技术理性，西方城市设计中人文内涵的意义表达和创作一直未能得

到实质性的关注，导致设计一味追求纯粹、抽象的概念，与丰富、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成为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基本矛盾。

针对这一点，“日常”与“都市主义”这两个词——一个普通常见，一个抽象晦涩——被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通过城市生活来接近城市设计的

新起点。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和实践案例调查来探讨日常都市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和在中国实践的现状，试图将日常都市主义理论与中国城市的日

常生活联系起来。结论指出中国蕴含了大量而丰富的日常实践知识库，这些知识远远超越现有专业技术知识的研究范畴，值得欣赏和分析。日常

都市主义是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框架的补充，为现有城市设计提供灵感的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

Abstract: Urban design in reality is gradual and is the form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e technical rational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design originated from the early Western urban morphology theory. Recently, Chinese urban design has achieved impressive result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anagement. However, different from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expression and creation of humanistic connotation 
in Western urban design has not been able to receive substantial attention. They have neglected som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urbanism such as China's rich 
civic and social life and its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design pursues the rational pursuit of pure abstract concepts, and the everyday life is highly specific 
and diverse, which has become a basic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urban design. In response to this, the words “everyday” and “urbanism” that one common and the 
othe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reat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urban design through urban life. This study combines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contextual map of daily 
urbanism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bines field research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urban design in China, trying to link Western theory 
with the daily life practices of Chinese cities. The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at China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everyday practice knowledge, which is worthy of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Everyday urbanism is a complement to current Chinese urban design, providing inspiration for existing urban design, while also presenting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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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设计的人本内涵

1938 年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其著作中对用城

市物质空间来识别城市主义进行了评判，强调城市主义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数十年来关于城市设计

定义的讨论。这些定义用尽了所有学科发展中用于描述城市

形式的词汇，如库克（Cook）将城市设计作为实现视觉、功

能、环境、城市体验品质的过程；林奇（Lynch）的五个表

现维度；本特利（Bentley）对城市七个品质的理解；威尔士

（Wales）亲王的十大原则等等。这一切都起源于视觉和体验，

目的仅仅是寻找一个理想化的美丽英国田园，这一愿景后来

发展成为英国城市设计控制和美国分区控制的主要目标 [1]。

而后以新城市主义者为代表的实践者认为回归传统“社区混

居”规划模式可以解决公正问题；并意图依赖当地衍生的、

统一风格的建筑，以及美国小镇标配的复古审美、技术指标

等重构物质形态，进而统筹城市设计。这一切恰好适用于当

时城市设计工作中所需求的控制理论 [1-2]。另一方面，自 1970
年代开始，后现代都市主义举旗批判控制理论下所形成的国

际风格缺乏人文内涵，建筑师发现人们越来越需要“第三场

所”“第四景观”所形成的特殊性场所文脉和地域性文化来

倡导城市多元性、差异性等精神内容，但其并没有指出行为

体验所应蕴含的场所结构体系。它带有含混的消费文化指向，

最终成为设计师个人的实践，因日益脱离公众而遭遇失败。

直至 1999 年由约翰·蔡斯（John Chase）、玛格丽特·克劳

福德（Margaret Crawford）、约翰·卡利斯基（John Kaliski）

所著的《日常都市主义》[3] 出版，日常都市主义、新城市主

义、后现代都市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对现代城市设计的批判

路径，并回应了政治经济导向下的美国城市的城市化问题 [4]。

三种城市主义学派代表了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固有的几种

类型——非正规地方的、正规经典的、前卫革新的，它们分

别激发了人们对于人文、传统文化、差异的关注。

2017 年住建部颁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
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应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逐步

推进的方针。在当下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化的时代语境中，

城市设计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

所营造 [5]，其在人文、社会、艺术交互空间的作用将日益凸 

显 [6-7]。通过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和谋划

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8]，“以人为本”也常常在“综合设计”

的过程中沦为口号 [9]。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自己的城市设
计理论开始浮出水面，尤其在生态技术、计算机智能技术、

网络平台等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且领先于世的背景下，试图回

应形体“美学语言”与人类集体生活的“空间逻辑”整合路

径 [5,8]。然而从“上帝视角”转向“蚂蚁视角”，人本主义的

城市设计需反映城市在地域文化、风土民俗、生活习惯上的

差异 [10]，亟须增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1,11-15]。这些

内容如何通过城市设计实践来完成？我们的答案是需进一步

加强对日常都市主义的理解。

1  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摒弃

从思想研究和实践活动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当代城市设

计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都市计划、苏联模式到欧美模

式，再到本土实践、制度化等等一系列宏观历程 [9]。结合其

引介欧美思想的本源来看，价值维度始终绕不开空间美学语

汇，并与现代技术理性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公共空间

的一部分又被普通民众参与创作。因此想要理解我们自以为

清楚看到的真实场景，需要基于上述“技术—价值”维度，

并将其嵌入欧美思想源头去阐述其中的缺失。

1.1  城市设计聚焦审美目标与地域性生活产生冲突
梳理中国历年来品目繁多的城市设计类型，如总体城

市设计、片区城市设计、地块城市设计，发现它们包括了大

量基于空间美学语汇的内容，如天际线、景观风貌、历史风

貌、色彩、界面、视线廊道、景观大道 [16] 等，其形式包括了

概念设计、提质改造、景观修复等。从这些项目包含的语汇

可以窥探到，中国历经 20年的城市设计一直承载着城市设计
师对空间美学揣测的梦想。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城市依旧在逐

渐失去其特色并变得日益陌生，继大轴线、大广场、大马路

之后，越来越壮观和集中的购物街、大型商场、主题公园，

以及耗费巨资、标新立异的公共文化建筑等随之而来。这些

千篇一律的城市设计组织起了壮观的城市空间，却忽略了城

市设计应基于人的尺度进行细腻的创造，其快速、简单的逻

辑使地方政府愈加将城市设计作为吸引资金的手段，且备受 

认可 [17-18]。它们当中有一些成功了，但大部分失败了，因其

无不展现出设计思想越来越偏离城市设计公共性的本质内涵，

并一味地摒弃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 [10]，使得民众熟悉的日

常生活空间被严重割裂和破碎化，将中国灿烂的地域性生活

文化隔绝在固定的美学空间模式之外。而在现实中，这些城

市公共空间实际上在不断地被居民以新的方式重新居住、重

新利用、重新创造，并以一种自我建设的方式参与到设计之中。

例如：那些秩序井然的广场、人行道等都可能成为老百姓的

迷你公园，大学城附近的街巷总能成为极具学生气质的街道，

而大多数普通住宅区里都存在着非正规的菜市场。

自 19 世纪晚期以来，设计师开始试图将城市中的趣味
性直接转化为城市设计固定原则、标配式城市美学语言、纯

粹概念等。直到 20 世纪中期，多数观点仍支撑了“城市设
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学问题”这一观点，如“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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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三维的空间艺术”[19]，“城市设计涉及城市规划美学

的部分”[20]，“城市设计决定了城市的秩序、形式和连续视

觉作为组织原则的观念” [21]，“城市设计是制作或塑造城市景

观的艺术”等 [22]。这些早期城市设计理论将空间形式与社会

内容剥离开来，认为城市设计与其他过程无关，从而饱受争

议和批判 [1]。当今城市设计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人的城

市化，而其中地域性生活及其文化特征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1.2  城市设计秉持纯理性技术难以反映空间差异
区别于传统的视觉美学，开启现代主义运动的勒·柯布

西耶（Le Corbusier）在 1935 年提出的光辉城市中所期望的
乌托邦秩序图景粗暴地废除了城市中的情景节奏，坚定地推

行着功能、人群、建筑和自然的严格区分，奠定了之后西方

国家广泛采用理性设计方法的基础，专注于开发控制规划和

设计指导的监管体系。之后，城市设计纯理性技术也迅速成

为主导中国城市可控发展的主要方法，一方面以设计控制辅

助分区控制规划来完成各地块的形态指标，建筑群的高度、

天际线、色彩等内容基本形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形态 [23] ；另

一方面交通工程师制定的绝对标准限定了专业实践 [5]。进入

2010 年代后，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设计逐步形
成了“社会经济—建筑工程—方法技术”三足鼎立的结构，

培育了大量“超级街区”“孪生建筑”“兵营式城区”等城市

空间，其增长的势头似乎难以控制 [7]。而利用纯理性统计的

人本量化、经验量化使得城市设计再次异军突起，将定量研

究和定性判断结合起来，包括量化感知、量化历史、量化生

活、量化图景等数字化集成术将不同量纲、坐标、单位、格

式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得到了用于城市设计的统一时空数

据。这一切看似完美无缺，但是如果仅将群体性的大尺度数

据运用到个体的治疗方案中，就会再次忽略个体的独立性和

特殊性，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①。现实的图景是，大量因差

异化生活所呈现的空间被冠以非正规或者非法而遭遇整改或

驱逐 [24-25]。即便如此，城市人仍固守着自己的习惯，数百万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累积，使得彼此独立的隔离空

间联系起来，修改着设计师一直逃避的现有城市生活现实 [26]，

反映出差异化的空间活动与体验（图 1）。

2  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在美国的产生

2.1  理论背景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由胡塞尔（Husserl）

在 1936 年《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先验现象学》中提出，他认
为站在科学对立面的日常生活是针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解决良

药。随后这一概念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兼社会学家亨利·列

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先锋导演和潜在的革命者居伊· 

德波（Guy Debord）、人类学家兼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图

（Michel de Certeau）所关注并发展成为世纪性话题。他们

是调查那些完全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经验领域的先驱，坚持将

理论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将思想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列

斐伏尔指出，“正是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社会体验的

所有基础，也是空间争论展开的真正范畴”[3]13。德塞图更是

在无意识重复进行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区分出战略和战术，

强调日常生活是早已存在于文化中的规则和产品，只是尚未

得到认可；并倡导将城市地方文化作为总体规划的另一个方

面来考虑，如一个地域性的即兴创作等战术性的努力 [3]。玛

格丽特·克劳福德将“日常”与“都市主义”这两个词结合

起来，为理解城市化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试图与其他众多

的都市主义区别开来，用以表达一种地域性城市生活所带来

的社会语言和地方文化，也概述了一个广为流传但尚未系统

化的城市设计态度。

2.2  问题背景
概念涌现源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主要是《日常都市主义》

作者本身对 1990年代洛杉矶城市空间变化的观察和实践调
查——这些设计“完好”的空间不断地被居民以新的方式重

新居住、重新创造，作者认为洛杉矶的民众以一种建设性的方

式参与其中，似乎在控诉着对现行城市设计论述局限性的不

满，挑战着设计的专家和学者。首先，日常生活的空间超越传

统意义上边界分明的居住、工作和商业机构等物理空间类型，

与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没有定形，甚至难以察觉，却极具

城市生活的活力。其次，它是一个能涵盖更多不同活动的概

念，而不限于狭义的、规范化的空间控制。我们以每日、每周、

每年的常规重复性活动在环境中创造了大量极具美学意义的

社会空间，但它们很少成为主流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关注焦点。

另外，世界各地已有许多建筑师、规划师、学生开始积极关

注现有城市的日常生活，并逐步调整他们的设计策略 [27]。

① https://news.berkeley.edu/2018/06/18/big-data-flaws/

图1  城市广场白天（左）与黑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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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解日常都市主义概念的几个维度
“日常”代表了普通人经验中的元素。在常识层面，“日

常”概括了城市居民共有的生活，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普通

行为，如通勤、工作、逛街、购物、吃饭等。日常生活是围

绕日常行程按时间和空间组织的，通过工作和休闲的模式，

在工作日和周末以重复的通勤和消费的形式发生。列斐伏尔

警告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是模糊性，它难以被解读。我们

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分析理解。

（1）平凡和现代的二元关系下潜在维度的挖掘
列斐伏尔区分了日常生活中两个同时存在的状态：平凡

和现代。平凡——一种永恒的、谦虚的、自然重复的生活节

奏；现代——因物欲和科技产生的不断变化更新的习惯。围

绕这个二元性，列斐伏尔构建了他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寻找

过去被遗忘的潜在维度，努力挖掘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深

刻人性要素。他努力尝试将目光集中到二元论的另一方面，

重现那些被隐藏在城市角落和缝隙中的平凡的品质。这些要

素的品质常常与日常生活一起隐藏在街道、人行道、城市空

地、城市公园或者相交的边界地带。

（2）差异性和模糊性的呈现
日常生活像一个现实屏幕，社会将人们无意识或者潜意

识的自发性活动都投射在这块屏幕上，它常常发生在个人、

群体以及城市间的交汇点——进行多种社会交易与经济交易

的场所，在那里可以积累各种生活的经验。它们的重叠构成

了城市中社会交换的主要形式，也常常发生在新兴的具有争

议的公共场所，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有潜能进行调整，从而形

成更好、更合乎道德的设计。日常都市主义认为这些差异相

互碰撞或相互影响的地点往往就是释放城市生活活力的地

点。它体现出城市生活的差异性和模糊性，在中国广泛存在

但并未被完全理解或认可。

（3）时间的动态切换
日常生活是与时间紧密结合并通过时间建构起来的，这

既包括自然的时间——白天与黑夜的轮转，四季、周年以及

气候的循环，也包括被现代性强加的时间表，如工作时间、

周期性固定日程、节假日等。它是思想、实践在不同时间灵

活的集合，可根据特定的环境重新配置，并通过具体事件得

以呈现。在这些日常的行为背后隐藏了由社会实践所建构的

复杂领域——具有时空特征的意外、欲望和习惯的结合。

3  美国城市的“日常”实践

3.1  实践场所多主体的参与
日常空间的概念描绘了日常公共活动的物质形式，与一

连串的日常生活活动结合在一起，并存在于这些可以识别的

物质空间领域之间。如洛杉矶车库销售和街头售货活动所构

建的新型公共空间（图 2）；摊贩非正规地占用街角和人行道
边缘以便接触驾驶者和行人，通过他们的商品销售为城市空

间带去有地区特征的家庭生活；洛杉矶移民不断发展自己的

花园，并丰富了花园的园艺文化内容。丹尼斯·凯利（Dennis 

Keeley）的专题摄影揭示了罗森塔尔花园的美丽和幽默，二

手交易市场用便宜的地毯覆盖了废弃的粗糙铁链，大量悬挂

的衣服与明亮图案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女性身份的壁画。以上

种种定义了一个集体的城市客厅，唤醒了许多场所，建立起

了人们内心之间的亲密关系。

城市活动本身就富有建构空间的内涵，因城市活动而形

成的空间是流动且与邻里不断发生互动的。建筑形式相对于

永久的形式而言，更多地取决于在实践场所中不同主题的参

与再利用所制定和更新的形式。如在表演中构成的新建筑，

曼哈顿唐人街街头舞狮队的游行，人们自发活动所形成的空

间不同于将城市刻意设置成剧院。近年纽约街道的表演俨然

已成为城市空间利用的新形式，街头表演者、摊贩、小孩、

城市移民、小型的企业、家庭主妇等都成为其实践的主体 

（表 1）。这些实践主体之间的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跨越
了单一的部门和空间，从而使其具有社会的含义。

3.2  打破固有边界的适时积累重组
与大多数城市设计技巧不同，日常都市主义认为，空

间在没有自己独特身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应现实短暂活

动来塑造和重新定义。如举办车库销售活动时（洛杉矶限

制每年两次家庭车库销售的条例），往日空荡的前院草坪被

激活，房屋内部空间被展现在公众眼前，公众可直接购买

展示的物品，公共空间与房屋非常私密的空间融合在一起形

成了新的交接（图 3）。此外，洛杉矶市中心的中央市场改
造将原有道路空间局部划分出服务于市中心人们的就餐空间 

（图 4）；纽约的商务中心区在洛克菲勒中心开辟了午餐市场

图 2  洛杉矶街头销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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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图 5）；旧金山的星期天街道计划在周日这天将旧金
山众多的公共交通干道转变为城市生活街道（图 6）；而洛
杉矶海滨自发形成的各种活动空间打破了原有设计对于空间

的划分，重新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类型。可见，这些尝试首

先会打破公私产权边界，或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重新界定产权

和管理边界、社会形态和经济形式，对原有空间再发现，并

使其彼此之间发生对话（表 1）。它的实践是谦逊的，常常
是对已存在的某些区域进行微调，在现有城市环境角落和缝

隙中操作并对现有元素重组、重新解释和发明，从而获得不

断变化的意义。从小的变化开始积累从而改变更大的城市状

况。它不寻求取代其他城市设计实践，而是与它们一起、在

它们之上或在它们之后协同工作，进行地方叙事以加强和展

示城市生活中更多的普通故事。

3.3  地方集体生活文化的行动呼吁
日常生活是重复性潜在意识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当地民

众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包含地方文化风俗。它通

过行动进行呼吁，如在美国广为流传的民间音乐节，受普通

老百姓喜欢的临时性农夫市场和跳蚤市场等（图 7），街道
和广场的涂鸦等暖化了原来冰冷的城市墙面，表达了当地人

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向往和集体文化的表达，还有为纪念社区

重要人物所进行的追忆活动等，开始迈向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所谓的“对话主义”。城市对话主义作为

城市文化分析的一种模式，需通过不断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观

点来形成特定的认知，使其形成具有地方集体生活的文化。

我们希冀在现有的规划和监管框架下回应整个社区的多重需

求，为那些每天为生计奔波于城市建筑之间的人们创造具有

图 3  洛杉矶车库销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图 4  洛杉矶中央市场改
造出就餐空间

表 1  日常都市主义城市实践的类型、做法与实例

实践类型 空间类型 实践主体 做法解释 频率

车库销售 私宅、庭院 低收入家庭 将前院（私人住宅和公共街道之间的缓冲区）作为家庭物品

销售区

季节性

路边摊 街角、人行道 城市移民 对街头贩卖合法化管理 每天

迷你商城 常常与加油站结合 城市移民 简单便利设施（含停车、咖啡、面包、干洗等）的集合为消

费者提供一个类似公共空间的城市环境

每日

城市表演与即兴

创作

公共、私人空间、小型

公园街道

表演者、私人企业、居民 在表演的短期时间段内封闭街道，鼓励节日服饰、节日习俗；

使用现有的手段创造、制作和组合

非固定的周期性

城市能人 城市废弃地、住宅 城市里的能工巧匠、城市拾荒者 场地营造；收集城市、社区的废弃物或进行循环利用 每日

城市涂鸦 城市街道、广场 艺术工作者、居民 利用墙面、环境中可利用空间、植物等进行涂鸦创作 非固定的周期性

服务站项目 利用社区小广场或空地 建筑师团队、当地兴趣小组合作 为建筑工、服装工、无家可归者、幼童、老年人、摊贩提供

继续学习的站点，作为培训场所、借贷维修站、社区信息站

非固定的周期性

共享后院 私宅、已建成建筑遗产 环保人士、艺术家、居民、企业家 举行小型的展览、学校派对 非固定的周期性

周日街道 城市马路 民间组织、城市交通局 在不同的社区开展周日限时段封街活动，为城市企业、机构、

个人提供交流机会

非固定的周期性

午餐广场、街道 城市、私人广场 企业、城市交通局 在中心区局部街道段、空置的广场开展午餐销售，为办公人

群提供交流机会

每日限时段

民间音乐节 公园、广场 公园管理局、社区 利用社区不同场所为歌手、乐队提供表演和交流机会 季节性

社区纪念日 街道 社区 挖掘社区故事进行街道装饰，表达纪念 特定时间

图 6  旧金山星期天街道计划图 5  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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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理念的公共空间。

4  日常都市主义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挑战

如前文所述，当代城市设计过于标准化从而抑制了城市

活力的增长，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义的蓝图、网络化的公路运

输网、数据化的流动示意图 [28]。这很难为当前城市丰富多样

的活动创造空间，但城市设计仍然是保持设计处于社会艺术

地位的主要方法，并希望在模糊不清、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创

造空间。

4.1  接受“无序”的中间地带，促成城市对话
近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内容包含了城市广场、公

园、绿地、街道、公共建筑以及私人产权所有者提供的公共

空间等等，除街道外它们分别有着清晰的空间边界和明确的

行政治理主体。而伴随日常生活而生的现实公共空间是真实

的、琐碎的、丰富的、变化的，常跨越了不同的功能分区、

不同的产权主体，并在不断变化的时间中产生或者临时性地

存在，因不同城市人群的对话而精彩。而对于这样的中间地

带很少有设计理论会涉及，同时在具体的行政治理框架中因

找不到对应的行政责任主体而无从深入。基于此，接受视觉

的“无序”性并不断尝试促进城市对话非常重要。

（1）理解并接受视觉的“无序”性
如列斐伏尔所言，专家和知识分子虽身处日常生活中，

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相信日常生

活微不足道，无需在意，因而在方案设计中更喜欢使用华丽

的修辞和元语言代替“经验的永恒性”，以至于忽略了这些

平凡的中间地带。日常都市主义相信在定义城市时，生活经

验比明晰的物理形式更重要，因而城市设计的真正任务不是

美化城市或创造管理完美的城市，而是服务于普通民众，创

造日常生活空间。这种理解批判了那些基于抽象原则建立的

专业设计技术成果，它任意大量繁殖的抽象概念设计不仅仅

是不断的复制推衍，更是在浅薄地批判人们在日常使用中所

带来的无序。不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对

空间进行日益均质而专业的划分，都无法包容城市真实生活

的差异性和视觉上的多维性，包括来自自然、时间、历史的

差异以及那些来自不同职业、年龄、性别、人群、种族的文

化差异。这种差异多维性常常被城市设计师理解为“无序”，

接受并理解这种“无序”需要我们转而面对城市使用的基本

需求，以及普通居民在城市中间地带中的挣扎，比如我们熟

悉的流动摊贩所面临的挑战。

（2）促成城市对话，而不仅限于城市设计控制
与历史街区、博物馆、城市广场、绿化带等被解释为示

范性的公共空间不同，日常都市主义更强调和要求在不同层

面形成公开意见表达的场所。这些场所的设计不能套用设计

控制、风格引导、历史保护等固有形式，而需要有选择性地

回应人们作为不同公共角色的需求，并促使其发生“对话”。

这挑战了大多数设计专业人员惯用的概念，而日常生活为这

种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因为它基于常识而非权威解

释，站在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一边，是反复出现而非独特的现象。

这要求城市设计师彻底重新定位，将专家权力转交给普通人，

或者说普通人对于空间的话语权不仅仅限制在意见征求阶

段。城市设计需要从近处解决社会生活的矛盾，追寻并重新

研究中国地方民众的行为习惯、习俗节庆所产生的特殊空间

形式。如中国城市广泛出现的屋顶晾晒、中心区室外就餐广

场、社区菜地、早市、夜市、路边摊、菜市场、学生街批发

市场等空间应成为城市居民理解和参与自身环境建设的一种

媒介，让普通民众得以交流、休憩、共享、团聚等。忽略这

些日常活动，努力尝试进行规划控制或管理在现实看来不可

靠且徒劳。关注当下的城市生活，关注如何通过城市设计促

进其获得合理的空间形态，并在社会活动中寻找存在再造的

机遇，需要让城市居民成为周边环境的主要设计师、转译员、

演绎者。这些类型的城市设计创作没有固定的形式，在操作

的过程中也常常跨界，对中国城市设计的思考逻辑提出了 

巨大挑战。

4.2  固定的空间设计框架无法积极发挥人的动态能动性
城市设计涉及每个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

和经济状况 [12]，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达方法和内容大不相同。

现实中不管城市规划发挥或不发挥作用，城市始终在那里并

呈现渐进发展，但这个过程可能并不被认为是城市设计。区

别于一般城市设计的简要框架，日常都市主义认为城市设计

的共同基础应该是人，并要求设计师研究人们如何生活、工

作，图绘（mapping）出城市的社会地理形态，将其作为设

计的起点去建构设计的维度，寻找普通场所未被预见的可能

性，通过创造释放日常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并将设计重新连接到人类、社会和政治关怀上。图 7  旧金山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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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固定的空间理想模型常无法支持城市的“自发展”，

更遑论创造出高质量的建筑环境。因此城市设计可能需要一

个模糊动态的设计框架——根据不同时间和地点作出多样化

的反应，其对策首先应消除上下之间一些可以明确看到的界

限，其内容应该既是战术性的（非官方授权的行动，不是政

府或任何官方权力机构授权的正式行动）也是战略性的（由

权力人士自上而下形成的规划），打破城市中独立的、专业

化的和等级化的结构。其次需调整固定的设计周期，使得其

能适应不同城市设计项目的时间要求。再次将参与设计的主

体扩展为广义的社会主体，对其参与城市设计的时间、阶段、

内容进行赋权，并通过不同时段的社会行动尝试促进相关利

益人交流并达成共识。最后，它可能跨越了常规的界限，因

为设计内容和方式不限于单一的正式空间产品，而是既包括

能涵盖人、场所和活动的共存所创造的条件和政策，又包括

因为文化需求而产生的具体行动策略等等，确保项目在特定

城市需求下呈现其不同的生命。

5  日常都市主义在中国的未来

《日常都市主义》1998 年出版，2008 年再版，一直在

积极影响美国城市空间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如果说日常都市

主义仍然被当作一种设计策略，那么它在极具生活智慧的中

国城市却已是广泛存在的，并可以成为未来开展城市设计

的切入点。在中国，本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指向一项学术

研究或评论工作，而是发出对城市行动的呼吁：理解在过去

以及当下一直以矛盾的、不稳定的方式发生，尚未定形甚至

难以察觉的空间类型，积极面对被社会行动和被社会想象力

激活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说，日常都市主义实际上可能比任

何其他形式的当代城市主义都更有远见，因而也更加迫切需

要被引介，尤其是通过对空间“人文”的关注，在实践创作

过程中寻到设计项目的特殊含义并为使用者赋权。这需要在

中国找到比现有城市设计方法更为灵活的实施机制，允许其

在一些地方不受限于原有规划、建筑形式、条例等规范性

规定，因为当代中国城市设计所发生的一切故事都告诉我

们：灵活性和模糊性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运行的根本 

需要。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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