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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和社会空间转型，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挑战，亟待从制度和行动等维度进行整合探索。近年来，以北京

等特大城市为代表，我国社区规划逐步从“活动组织模式”转向“制度引领模式”，体现为通过社区规划师的制度创新推动系统的、全域的社区规

划行动，进而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和场所品质提升。本文以北京责任规划师的制度建设和社区规划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结构—行动”互动

视角，总结了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和实施路径。研究发现：从结构视角看，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以整体性治理机制推

进基层空间治理创新，呈现出政府主导制度化、政策支持系统化和嵌入形式多元化等特征；从行动视角看，责任规划师团队依托制度授权的权力

资本和信任资本，聚焦社区公共领域发展，秉持人本关怀理念，在行政、社会和生活三大场域中开展了灵活多样的社区规划行动策略，在搭建跨

域沟通平台，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共识，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和空间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较显著成果。文末针对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推行中的主要问

题提出改进建议，包括进一步明确团队的身份定位和责权范畴，提升团队社会协调和参与动员的工作职能，以及完善学科交叉和层级延伸的团队

架构。

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urban grassroots space governance is facing complex challenges, 
and it is urgent to integrate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ction strategies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some Chinese megacities like Beij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lanning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ctivity organization mode” to “institution leading mode”. It is reflected in promoting 
systematic and all around community plann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planner, so as to promote grassroots space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Taking the principal planner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planning practice in Beijing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tructure-actio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nd probes into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path. It reveal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principal planner institution i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space 
governance with the idea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led, systematic institution support, and diversified embedded 
work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the principal planner teams rely on institution authorized power and trust capital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domain,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carry out flexible and diverse community planning action strategies within the three fields of 
grassroots administration, society and life. Finally, in view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Beijing principal planner institution,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identity positioning and responsibility and power scope of the team, promote its work functions of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participation 
mobilization, and improve the team structure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hierarchical extension.

关键词：  北京；基层空间治理；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结构—行动”视角

Keywords:  Beijing; Grassroots Space Governance; Principal Planner; Community Planning; “Structure-Action” Perspective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2020-R-010）、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UDC202002111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SRC014）

资助



41 2021 Vol.36, No.6国际城市规划

刘佳燕  邓翔宇    北京基层空间治理的创新实践 —— 责任规划师制度与社区规划行动策略

1  研究背景

1.1  北京城市空间治理面临复杂挑战
特大城市不仅体现为巨量人口、资源高度聚集的空间形

态，其复杂、动态和多样化的特征更带来发展机遇、矛盾和

风险的倍数级提升，全面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面对规模剧

增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特大城市的发展出路“不

只是控制规模”，从治理视角而言，更应优化巨系统的要素

结构和建构要素间的协作与良性关联 [1]。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特大城市，围绕新总规提出的“建

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和“四个中心”的

城市定位，如何协调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的

关系，成为新时期规划建设的重点。

当前北京城市空间治理存在着诸多局限，为实现全面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如复杂化和跨

域性的城市问题加大了跨域治理、系统治理的难度，多样化

和高流动性的治理对象加剧了需求分异和社会空间发展的不

平衡现象，多元分化和矛盾碎片化的治理主体增加了跨层级、

部门与主体间的协作成本，基层政府繁重的管理工作与有限

的资源和职权配置之间高度失衡，等等 [2-3]。

1.2  基层空间治理亟须制度与行动的整合探索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步入“下半场”，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日益得到强化，城市规划建设更多聚焦于基层生

活空间的营造，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高品质社区环境和

服务的重要价值。在此背景下，北京基层空间治理面临的

挑战更是集中显露，“回归基层”成为新时期城市空间治理

的关键命题 [4]。

推进基层空间治理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将其纳入我国

基层治理体系改革的总体进程中。1980 年代，“社区服务”

的发展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从单位转为社区，走向“社会

资源配置的社区化”；1990 年代，“社区建设”理念被提出，

突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

强化社区功能”，以实现“社区发展的全面化”[5-6]。不过以

上两者都带有浓厚的管理色彩，强调运用行政资源和手段来

管理社区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空间单元。2012 年党的十八大

提出“社区治理”理念，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五位一体”思路，对基

层规划建设全面对接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基层空间治理亟须突破“做大基层投入”的

简单化认知，系统探索从制度到行动的整合路径。近年来大

量微更新项目涌现，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微观人居环境品质，

但同时暴露出项目碎片化、品质欠佳和失管失修等问题。究

其原因，一是来自基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制度局限。包括

传统技术体系在应对微尺度、多元化的社区生活空间营造时，

难以提供有效的实施路径和管控机制；基层规划建设人才短

缺，制约上位规划与地方建设有效对接；基层项目、资金等

管理制度不合理，导致难以吸引高水平团队和设计智慧 ；部

门条线管理和项目化运行机制致使地方规建管脱节，统筹性

和持续性欠缺。二是来自跨域问题的行动挑战。传统的基于

工具理性和理想蓝图的空间规划方法和行政规制手段，已难

以有效应对基层日益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实施挑战，亟须跨学

科团队因地制宜地探索社会治理与空间治理互动共进的行动

策略 [7-9]。

可见，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并非简单聚焦在微观层面上

把项目做小做精，而需从制度和行动等维度进行整合探索。

2  研究对象和视角

为应对社区微更新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2010 年

代以来，社区规划活动在我国各地迅速发展，呈现出多学科

参与、多领域开花的盛况 [10]。区别于传统聚焦物质空间的住

区规划，社区规划以系统和发展的视角关注社区的人文、经

济、环境、服务和治理等多维度的互动和协同发展，强调社

区作为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家园，力求通过各方主体共谋共建

共享，实现社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11]。

2018 年以来，我国社区规划呈现出“模式递进”的发

展态势，即从以基层探索性支持、跨界团队推动、单个项目

为特征的“活动组织模式”，转向通过社区规划师制度创新

推动系统和全域社区规划行动的“制度引领模式”。以北京、

上海、成都、武汉等特大城市为代表，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社

区规划师相关制度建设，培育和扶持专业团队，建立扎根地

方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推进社区规划实践活动。例如：北

京全市开展责任规划师（下称责师）工作；上海杨浦区搭建

社区规划师与街道结对平台，嘉定区以社区为主体培育“愿

景社区规划师”团队；武汉武昌区和汉江区依托“三微”改

造，组建规划师、居民和社区组织的“众创组”；成都成华

区创设“导师团（区级）—规划师（街道）—众创组（社

区）”三级社区规划师队伍① [7]。全面推进社区规划师制度建

① 作为新生事物，社区规划师在我国不同城市和地区有不同的特定称谓，例如：北京市、区层面有“责任规划师”，某些街镇、社区有专聘的 

“社区规划师”；上海、成都、武汉等地将其称为“社区规划师”或“社区规划（众创组）团队”等。为便于城市间比较，文中统一采用“社

区规划师”的称谓，在专门提及北京“责任规划师”时用其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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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为当前我国社区规划发展的一大特色。而这其中，北京

的责师工作从制度建设和行动规模上都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

代表性。

2.1  研究对象：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与实践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首次提出建立

责师制度，贯彻落实城市规划工作向基层下沉。为了打通规

划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开展“区域

化党建”“街巷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和网格化管理

等一系列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2019 年《关于加强新

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和《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公布，

进一步明确了街道办事处的职权和职责，贯彻落实治理重心

下移的精神。上述政策文件和行动为推进向基层放权赋能奠

定了制度基础，进而引发基层空间治理创新的需求，包括急

需一类专业技术团队作为联结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纽带，推

动基层治理与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整合发展。

北京责师制度实践始于 2017 年东城区结合“百街千

巷”环境整治提升和之后西城区与海淀区结合街区整治的工

作探索。2018—2020 年，北京市规自委先后颁布《关于推

进北京市核心区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关

于推进北京市乡村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北

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实施办法》）、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指南（试行）》（下称《工作指南》）

和《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并

牵头成立“责任规划师工作专班”；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组建

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委会，组织跨学科专家开展责

师工作机制研究并搭建对话交流平台。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

全市已有 15 个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了责师工作方案

并完成聘任工作，签约了 301 个责师团队，覆盖全市 318 个

街镇和片区，责师覆盖率达 95% 以上。责师团队围绕各自

的责任片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实践工作。

本文以北京责师制度建设与社区规划实践为主要研究对

象，从基层空间治理创新的角度，结合与国内其他城市的相

关比较，探讨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实施路径和发展展望。

2.2  研究视角：“结构—行动”互动视角
既有关于社会治理和社区转型问题的研究多从结构主义

理论出发，基于“国家—社会”二元视角或“国家—市场—

社会”三元视角展开。但面对基层实践时容易陷入两难的解

释困境：一方面治理主体被泛化、抽象化；另一方面治理问

题又被分散、琐碎化。两者之间缺乏对话机制，进而制约了

对行动的指导效力。

在日常实践中，上述二元或三元分析框架中的主体往往

被解构为多元行动者，而很难仅用某个统一体来表征 [12]。各

主体间既有共生合作，也有冲突妥协。例如：行政主体可被

细分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居委会通常身兼

政府代表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双重角色；社区居民和辖区机构

多呈现“选择性参与”的松散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社区规

划师和社会组织等各种进入社区的外部力量 [13]。

根据吉登斯（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理论，静态

结构与动态行动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结构制约行动，

或赋予行动者能动性和主动性 ；反之，行动者又通过互动过

程对结构施加影响 [14-15]。基于此，本文建构“结构—行动”

互动视角：从结构视角探讨社区规划师制度如何形塑政府、

社会与市场的协动网络，培育团队成长和规划工作的土壤 ；

从行动视角探讨社区规划师如何依托制度授权和资本支持，

秉持人文情怀并借助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实现制度目标应对

多元社区的灵活落地。

3  整体性治理：结构视角下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创新

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建立，使得社区规划跳出单个、碎片

化的项目活动，转向依托社区规划师这类职责明确、扎根

地方的专业群体，并通过政策机制保障其工作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纵观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地的社区规划师

制度实践，均具有政府主导制度化、政策支持系统化和嵌

入形式多元化等共同的特征，北京还呈现出“整体性治理”

的特色。

3.1  政府主导：国家元治理特色下的制度化推进
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实践普遍呈现显著的政府主导特

征，尤其强调政府的系统性推动和保障作用，可视为国家元

治理特点的向下传导，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7]。

（1）市、区级政府大力推动。社区规划作为一个新生事

物，涉及对现有行政体制、工作方式、资金政策等的突破，

如能获得市、区级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基层将拥有更大的实

施动力。北京《实施办法》中规定，责师由区政府选聘，领

导小组组长通常由区长、区委书记担任。

（2）基层干部强烈认同。社区规划师作为外来者进入社

区，工作才能的施展和工作效果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

地基层干部的理念水平、社区的参与意识，以及团队的合作

与行动能力。在社区规划成果显著的地区，地方政府普遍高

度重视基层队伍的培养，推进各方理解并认同社区规划相关

理念；基层工作者拥有较好的社区动员、协调和组织水平；

社区拥有较强的自组织、再学习和互助发展的能力。

（3）地方战略特色融入。北京结合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将责师工作与新总规和分区规划的实施进行全面整合。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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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身特色和发展定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责师团队架构

和主要职能。如海淀区结合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的特点，为

每个街镇配置由专职责师、高校合伙人和项目规划师组成的

“1+1+N”街镇责师团队 ；朝阳区结合国际化发展战略，为

特定街区增配外籍责师团队，实现国际视野与本土发展的结

合；密云区组建生态责师团队，重点推进城乡统筹，促进山

水林田湖草全要素发展和生态空间品质的提升。

3.2  政策支持：从基础性到实施性政策的系统保障
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能够影响和调节个体行

为，激励行动者广泛地与资源场域和关系网络等发生连接与

互动 [16]。社区规划师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一系列政策体

系的支持。

首先是基础性政策。通过向基层放权和赋能，为社区规

划提供坚实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支持。北京在新总规

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中明确提出推行责师制度，《关

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和《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

例》强调为基层赋权减负，推进基层专业和志愿服务队伍建

设，为社区规划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其次是具体实施性政策，涉及社区规划师的队伍构成、

主要职责、资金来源、工作方式、聘用考核和奖退机制等内容。

《实施办法》规定，责师是“区政府组织选聘，为责任范围

内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的独立第三

方人员”，其“责任范围以街道、镇（乡）、片区或村庄为单

元”；《工作指南》确定了各参与方的职能定位，以及责师的

工作内容、重点、目标和流程；各区制定具体工作细则。

3.3  工作嵌入：社区规划师工作的多元模式
依托制度设计，社区规划师的工作不再是碎片化或临时

性的，而是以明确、持续的任务“嵌入”基层规划建设和治

理工作中。根据其主要职责和介入形式的不同，有以下四种

主要模式 [7]。

（1）规划统筹型。此种模式下，责师主要在区县与街镇

层级开展工作，关注地方建设与上位规划的协调对接，提升

基层规划与发展的整体性和战略性，对基层重大项目发挥专

业把关、实施推进和监督等职能。

（2）社区协动型。此类责师主要在街镇与社区层级开展

工作，推动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开展，收集社区需求，发

现问题，研提计划，组织项目监督和评估，是社区参与的重

要动员者和组织者。

（3）项目介入型。从规划项目入手，但区别于单个项目

委托的形式，而是通过引入高水平专业团队持续承担地方项

目，深入了解地方需求并挖掘特色，保障项目之间的良好呼

应，同步推进地方品质提升和社区赋能。

（4）事件参与型。以公共活动为触媒，搭建参与平台，

吸引社会力量关注社区问题并投身地方发展，进而将其培育

成为社区规划师。鼓励专业团队和地方的双向选择，避免行

政指派可能带来的合作不适。

总体而言，北京的责师主要为规划统筹型。根据《工作

指南》，责师团队的主要工作包括调研摸底、上传下达、技

术咨询、规划评估和总结宣传。依托“市级统筹—区级管理—

街镇对接”的运作机制，以嵌入式的工作形式深度参与控规

编制、城市体检、街区更新和重大项目方案审查等工作，以

应对特大城市政府多级治理的挑战。在市级层面，专委会和

工作专班提供专业支持和技术指导，如组建“街区治理和责

师交流群”，举办培训课程和工作交流会。在区级层面，授

权和提供资源支持，统筹管理具体工作，如西城区组建“西

师联盟”，采取轮值主席制，交流经验，并及时向区、市反

映突出问题 ；海淀区围绕京张铁路遗址、清河的生态修复和

环境提升等跨域行动，组织沿线各街镇责师团队共同推进工

作。在街镇层面，责任单元与责师团队对接具体工作。

与此同时，各区和街镇又结合工作需要和自身特色，灵

活采用或结合其他模式。如海淀区清河街道组建“1（名规

划师）+1（名社工）+N（名居民和志愿者）”的社区规划师

团队，推进参与式社区规划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视为社

区协动型 ；朝阳区、石景山区的责师团队承担重点公共空间

改造、老旧小区更新等特色项目，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可视

为项目介入型；朝阳区与中社社区培育基金发起“微空间·

向阳而生——朝阳区小微空间再生计划”，助力责师团队参

与微空间改造，可视为事件参与型。

3.4  整体治理：北京责师介入基层空间治理的创新路径
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责师制度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

整体治理色彩。整体治理指基于公众需求，以协调、整合和责

任为治理策略，强调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之间的

整合，并重视以制度化、专业化的治理方式进行科学治理 [17]。 

该制度可视为以整体性治理机制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创新的重

要实践路径，并体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核心价值诉求。根据《实施办

法》，责师负责“推进责任范围内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编制、

实施和监督”，并以“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了解城市历

史文化，愿意扎根基层，热心公益服务”为必备条件。

二是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通过“两级政府、三级

联动”落实制度实施，即市政府颁布纲领性文件，区政府具

体执行和组建工作团队，街镇作为行政主管和具体工作对接

部门。政府不仅是跨界整合的发起者，更是策划者、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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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导者。

三是跨界整合多元主体和资源。这既指政府内部跨层级、

跨职能、跨部门的整合，也包括对社会和市场主体的整合 [18-19]。

工作专班从市级层面统筹协调总体工作，专委会搭建多专业、

跨行业的人才智库，规自委各区分局协助责师团队与相关处

室、委办局和街镇之间进行对接，实现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源

的全面动员和整合。

四是以制度化、专业化力量推进基层空间治理。针对基

层规划建设专业力量不足、技术与实践对接不畅等制度性障

碍，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和项目化运作等方

式，组建责师团队作为第三方专业技术力量，并通过系列制

度文件规范和保障其具体工作。

4  扎根基层三大场域：行动视角下的社区规划行
动策略

社区规划师制度推动社区规划工作嵌入基层规划建设

和治理结构中，规划师团队则通过在基层的行政、社会和

生活三大场域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和行动力来实现制度目标

（图 1）。

4.1  行政场域：依托权力和信任资本，搭建跨域沟通平台
行政场域为责师赋予了两大优势资源：权力资本和信

任资本。这来自其工作的行政主导特质，以及空间规划的制

度性力量。权力资本保障了强大的统筹协调力，以及较高的

资源投放水平和空间改造效率，为责师赋予了更强的行动力

（如与同在基层工作的社会组织相比）；信任资本使责师工

作的正式性和公正性较易得到社区认可，从而降低了进入基

层的门槛。

进而，责师通过建立跨域沟通平台和对话机制，增进规

划专业技术人员、行政部门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一方面，强化规划引领，使基层干部、辖区机构和居民更好

地理解和实施相关规划，促进基层规划技术与规划治理的衔

接。如海淀区西北旺镇建立责师普法讲规的常态交流会制度，

建设规划展厅向居民、企业宣讲地区发展思路，梳理全镇空

间台账，制定服务基层工作的《西北旺镇规划工作手册》。

另一方面，提倡在传统工具理性的规划工作中增添更多的烟

火气和人情味，打破空间治理中的专业壁垒和行政壁垒。例

如：海淀区清河街道结合“新清河实验”，采用趣味性游戏

和生活性语言，以及线上扎针等图示化工具，吸引居民积极

表达需求和建议（图 2）；学院路街道通过“城事设计节”、

社区营造工作坊等开放活泼的活动形式，推进基层议事协商

（图 3）。

4.2  社会场域：聚焦社区公共领域议题，促进公民意识

和社会共识
公众参与是社区规划的核心内容，涉及街道办事处、社

区两委、居民、社会组织、物业等多元主体，目前普遍存在

总体参与率低以及参与主体构成不均衡、途径单一、能力不

图 1  责任规划师在基层三大场域中的行动策略

图 2  北京清河街道采用游戏闯关形式开展参与式社区规划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提供

图 3  北京学院路街道“城事设计节”社区花园创建沙龙
资料来源：学院路街道城事设计节云摄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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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热情不高等问题，加上社区层面各主体利益诉求常呈现

出细碎化、短视化的特点 [20]，为社区规划提出了挑战——如

何找到有吸引力的参与议题，激发各方参与意愿并开展协商，

推进从聚焦个体利益和个性化诉求向关注公共利益和形成社

会共识的转变。

在实践中，各责师团队以聚焦社区公共领域作为介入社

会场域的重要行动策略。它包含物质性和社会性公共领域两

个维度，既是规划的主要对象，也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空

间治理效能、促进公民意识和社区认同感的重要抓手。例如：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以兴趣导向促参与，引导居民兴趣组织转

向对互助服务、志愿服务、问题协商等公共性议题的关注，

帮助其建立规则，提升能力，增进参与（图 4）；西城区大栅

栏街道以公共环境改善凝共识，在共同制定和实施改善计划

的过程中，推进社区共识，提升设计和议事协商能力；海淀

区紫竹院街道以资源联动建网络，发动辖区单位、中小学师生、

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形成儿童友好社区共建网络（图 5）。

4.3  生活场域：秉持人本关怀理念，提升社区社会资本

和空间价值
在生活场域，责师带着来自行政场域的权力资本和信任

资本和来自社会场域的公共议题进入社区，在自上而下的发

展策略、工具理性的专业术语与细碎而多元的在地化生活诉

求之间，用人本关怀的价值导向搭建桥梁——议题的选择来

自真实的需求挖掘，注重社会公正和为弱势群体发声 ；议题

的表述尊重地方性知识和生活性话语，注重特色文化的传承；

议题的实施来自社区为主体的共同推动，注重社区主体性的

培育。最终实现社区社会资本和空间价值的全面提升。

基于人本关怀的视角，责师工作呈现出多样化的行动路

径，包括改善提升绿地网络、慢行体系、街道家具等邻里环

境；更新活化地下室、小广场、菜市场、微花园等重要公共

空间触媒；优化医卫、文体、养老等社区设施和打造邻里中

心；围绕健康、安全、绿色等主题打造特色社区；基于资产

挖掘、资源整合和特色塑造开展社区文化规划 ；聚焦整体福

祉提升和特殊群体服务的社区服务供给等。例如：朝阳区双

井街道基于行为监测和大数据分析，对活动小广场进行更新

改造，形成集儿童趣味游戏、年轻人自拍打卡、老人休憩健

身于一体的全龄友好活动空间（图 6）；海淀区花园路街道

在慢行空间更新中，结合居民行为习惯增设活动座椅，并融

入地方特色的电影文化元素；清河街道通过吸引社区、企业、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参与设计、建造和维护，使老旧小区

中的闲置空地变身为美丽的共建花园，将既有建筑改造为融

党群服务、图书阅览、社区养老、居委办公、便民商业和社

区花园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综合体“清河生活馆”[21]。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我国社区规划从“活动组织模式”转向“制度引领

模式”，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创新和实践成为广泛、深远和持

续开展社区规划工作的重要保障，激励和引导多方主体参与

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

本文以北京的责师制度为例，系统阐释了该制度正式推

行两年多以来的发展历程、制度架构和实施成果。北京责师

工作开展力度大，覆盖面广，制度建设全面，在全国乃至全

球均属前沿 ；更重要的是，为破解特大城市基层空间治理困

境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从结构视角看，通过在全市层面建立责师制度，强化了

整体治理的特色。以“两级政府、三级联动”落实制度实施，

依托工作专班、专委会、轮值制度等搭建市、区层级制度型

平台，推进了跨级、跨部门协作；明确责师岗位，将专业力

量引入基层，通过制度化授权，使其高度嵌入基层规划和治

理体系，实现服务的连续性和持续性 ；以财政资金保障团队

服务，打破传统资金投入聚焦工程项目的单一路径，支持团

队长期扎根地方并提供品质化服务。

从行动视角看，责师团队因地制宜地采取灵活多样的行

动策略，在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工具理性的专业术语与真

图 4  北京朝阳门街道居民志愿者在史家胡同
博物馆为访客讲解
资料来源：彭登峰拍摄

图 6  北京双井街道改造后的活动小广场
资料来源：北京社区研究中心提供

图 5  北京紫竹院街道儿童参与活动空间设计
资料来源：唐燕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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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多元的社会需求之间促进对接与融合。依托来自行政场

域的权力资本和信任资本，搭建跨域沟通平台 ；聚焦社会场

域中社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议题，增强公民意识和增进社会共

识；在生活场域中秉持人本关怀理念，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和

空间价值（图 7）。
与此同时，北京责师制度目前尚处于全面推行的初期阶

段，仍存在一些问题，也是未来发展必须正视的挑战。

一是责师的身份定位和责权范畴尚待进一步明确。由于

不同区、街镇的发展状况和规划诉求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基

层领导和干部对于责师的工作和责权范畴并不清晰，导致一

些责师团队或无事可做，或“整天跑腿开会”，难以有效发

挥专业作用 ；此外，责师的工作内容或专业建议受制于相关

部门的“选择性纳入”，导致工作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未

来亟须推进社区规划与法定空间规划体系、责师工作与基层

管理体制之间的紧密对接，进一步明晰责师在基层治理工作

中的定位，并加以宣贯和落实。

二是责师在社会协调和参与动员方面的工作职能有待强

化。《实施办法》中明确了责师作为“独立第三方”的身份，

其中一大职责应是作为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重要纽带。但

实际工作中责师更多地呈现出行政依附的身份特征，花大量

时间精力服务于规划开会和协调行政事务，而在推进基层治

理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相对欠缺。未来有待在激发和整合社会

力量、完善基层协商机制、为社区赋能等基础性和制度性领

域发挥更大效能，如协助搭建基层议事协商平台，培育社区

社会组织和社区规划师等在地社会力量，整合辖区资源建立

社区基金、社区合伙人等可持续运营机制 [22]。

三是责师团队架构在学科交叉和层级延伸方面有待完

善。学科背景方面，责师绝大部分来自城乡规划、建筑学、

风景园林等设计专业，面对日趋复杂和综合的社区规划工作，

在协调沟通、解决冲突、社会动员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专业能

力瓶颈。未来有待进一步强化学科交叉的团队建设，引入社

会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文化传媒等相关领域的人员，

同时提升团队成员的跨专业对话和协作能力。层级架构方面，

目前责师的责任单元主要是街镇，面对覆盖数万甚至数十万

人口的基层事务，其主要工作集中在街镇层级，而难有机会

和精力走进社区，对话居民。建议未来加强团队的层级延伸，

建立责师“区—街镇—社区”三级联动的组织形式和协作

机制，向上强化区级的跨域统筹和团队协作，向下加强社区

层级社会组织和社区规划师等更基层力量的培育和协作，以

更好地应对特大城市基层治理的多层级性、复杂性和跨域性 

问题。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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