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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正义”作为规划议题

当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成为全球城市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与

挑战。前现代时期，受“生存伦理”约束，传统经济呈现出强烈的

道义色彩 [1]。在小农理性自发选择下，整体经济在道义约束下按照

均衡、互助、相对公正的方式运行，保持了均衡而稳定的“无发展

增长”状态 [2]。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人类总产出急速扩展，财

富分配日益分化并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20 世纪中叶，以库兹涅

茨（Kuznet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财富分配不平等只是工业

化初期的暂时性现象，这种现象将在随后的阶段里大幅减少，最终

达到相对平衡的分配状态①。这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美国 20 世纪上

半叶社会收入差距缩小的现象，但之后的实际发展偏移了库兹涅茨

的预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城市中

间群体逐渐消失 [3]。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近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不

平等的加剧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4]。既有制度框架下，除非极端情况，

城市不会主动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 [5]。换言之，在缺乏必要干预的

前提下，城市发展中的平等分配和均衡发展不会自动出现。

因此，在全球性城市发展差异加剧语境下，“正义”成为重要

议题。由于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很多情况下通过空间呈现出来，

“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的概念应运而生。我们可以识别出两

类关于空间正义的观念，一类被建构出来的“空间正义”理论，起

源于 1970 年代以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另一

类则是作为规划师“本能”或“潜意识”的空间正义理念，尽管后

者并未得到学者的清晰阐明，但是从现代规划诞生之时起就存在的

历史性概念，来源于现实世界②语境下规划实践的持续积累与影响。

作者：   陈昭，硕士，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chenzhaoup@gmail.com
① 即倒“U”型曲线。

② 现实世界是规划产生的根源和变革的目的 [6]。现实中城市问题源自理想的城市景观与现实城市生活的反差。实际上回望历史，城市规划学科的

产生正是致力于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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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差异加剧”的城市化语境下，空间正义日益成为

城市规划领域中的重要概念，但理论世界与规划实践对这一概

念的诠释存在分歧。本文认为，分歧的本质在于现有空间正义

理论研究中的“集体潜意识”对现实世界中空间正义复杂性的

判断较为片面，亟须探求实践性空间正义理论，以更好地引导

面向空间正义的规划实践。在回顾正义及空间正义理论哲学演

进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空间正义理论的三个共性要素，即情

境、福利层次和系统，并从中剥离出“基本福利”概念作为实

践性空间正义的核心。本文提出实现空间正义的规划应当是基

本福利的空间再分配，包括对基本福利的确认、再分配和对机

制的修复。

Abstract: With the exacerbate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space 
justic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urban 
planning but there is the divergence about this conception between 
planning research and planning practical fiel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imary cause of this divergence lies in the collective sub 
consciousness of existing planning research while ignoring the 
complexity of spatial justice in the practical contex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practical spatial justice theory for planning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philosophical evolution of 
justice and spatial justice, this paper defines three components of 
the conception of practical spatial justice, which are the scenario, 
the hierarchy and the system. It also identifies fundamental welfare 
as the core conception of practical spatial justice. Furth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ole of planning should be the spatial re-
distribution of fundamental welfare, including the recognition, 
re-distribution of welfare, and the fix of unjust space production 
mechanism.

关键词：空间正义；社会正义；基本福利；规划实践；现实改善

Keywords:  Spat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Fundamental Welfare; 
Planning Practices; Practical Improvement



74  2021 Vol.36, No.4

规划研究 

起源于不同背景的两种空间正义观念之间的分歧，导致空间

正义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存在断裂与隔阂。本文试图初探两

种正义分歧的原因，找寻能与规划实践相吻合的理论，即现

实世界中的实践性“空间正义”的理论原型与基本原则，这

对于作为实践性学科的城市规划意义重大。

2  从理论批判到现实情境 ：关于空间正义的理论
困惑

2.1  理论世界中空间非正义“遍在”的成因
既有空间正义研究往往将空间正义作为规划的理想标准，

对城市和规划的空间非正义现象进行识别和批判，包括整体空

间的非正义 [7]、居住空间的非正义 [8-11] 和城市更新 [12]、公共服

务设施分布 [13] 和城镇化过程中的非正义 [14] 等。上述研究的共

同出发点，是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以来差异加剧的城市化发展

模式及其后果的批判。1980 年代—1990 年代中国令世界瞩目

的经济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出口导向

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 [15]。彼时的现代化及城市化模式均以

迅速提高低收入水平格局为目标，以经济增长、“少部分人先

富起来”、GDP 竞赛为基本发展导向，关注效率而非公平或正

义。随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效率优先发展模式的弊端

逐步暴露出来，形成了以空间不均衡发展为特征的“差异加剧

城市”，成为城市规划领域关注和批判的焦点。从最早对“重

城轻乡”的批判到对“增长机器”“增长联盟”“资本与空间异

化”等增长主义模式的批判，再到对空间资本化和空间非正义

的批判，本质都是对“差异加剧城市”弊端的抨击。

维护公共利益是城市规划的核心职能之一，因而“维护

弱者利益，为弱者代言”成为规划话语中天然的政治正确。

这种逻辑往往导致一种惯性推论，即只要规划内容对空间弱

势要素比如乡村、城中村原住民等有损害，就一定存在空间

的非正义，且这种非正义来源于资本和政府的权力合谋，因

此城乡规划需要扮演一个制衡的角色，始终站在弱势群体一

侧或权力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上，对“非正义”的现有批判

集中在以下三方面：非正义的初始立场、非正义的空间结果

和非正义的规划过程。且形成了一套几乎可以与当下大多数

城市开发和建设情形对应的批判框架（图 1）：资本和政府以

获得空间或资源价值为目的，以非正义的规划为媒介，剥夺

了弱势人群的空间或资源，使得弱势人群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从初始的城市状态 I 转变为城市状态 II）。这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遍在非正义”的产生。

2.2  对照真实世界 ：对“遍在非正义”批判的三个质疑
面对理论世界中遍在的空间非正义，直觉的疑问是难道

规划界真的存在如此显著的“非正义”而不自知？王红扬对

增长主义本质的剖析，暗示了规划领域内某种政治正确的先

验判断可能影响对城市问题实质的判断，从而导致一个预设

视角的分析结果产生 [16]。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空间非正义

的理论批判中。以对城市更新中居住正义（living justice）批

判为例，其主要逻辑演绎过程为：先验判断是城市更新的本

质即为对原住民利益的剥夺；推理过程是原住民多属于并不

富裕的工薪阶层乃至“新城市贫民”（new poverty）；迁移方

式为“非自愿性”移民 [17]。在这一过程中，原住民中的贫困

人群被安置到郊区或更远的地方，在通勤成本大量增加的同

时，所得到的发展机会却急剧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迁出人口的贫困与隔离 [18]。

事实果真如此吗？若以现实世界的视角检验这一分析过

程，在对“非正义”的现有批判的三方面内容中，都存在疑

点（图 2）。
第一，非正义初始立场批判中的疑点。若将整个更新

过程的主体按照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和高收

入居民划分，这种二分法很容易成为一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价

值判断基础，得出原住民处于“正义”境地而外来的“绅士

化”人群处于“非正义”境地的结论，或者低收入者即正义，

高收入者即非正义的结论。但考虑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

图 1  非正义空间规划的普遍性判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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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正义空间分析框架的矛盾性 ：以非正义的旧城更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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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绅士”人群在整个以原农村人口为主体的新增城镇化

人群中的比重，这种划分并不具普遍性。

第二，非正义空间结果批判中的疑点。这一逻辑下，正

义的城市更新只能采取两种行动。一是停止更新。这样做的

结果是低收入的原住民只能继续居住在原址，但改善的难度

极大，同时新市民很难获得进入城市空间居住的机会。这是

我们想要的正义吗？二是为原住民提供较高的补偿。这样操

作的结果是原住民获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补偿后，出现了一

系列“拆迁暴富”现象。而所谓新市民，也就是绅士化的主

体，由于支付了高房价反而成为被剥夺者。此外，原住民的

搬离会不会一定导致其受损？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区位并

非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外围地区只

是相对就业机会少或设施配套不足，但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在

于城市更新导致的“空间非正义”，而恰恰是我们规划实践

中的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导致了非市中心就业与设施的不均

等。而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新市民，在这样的地点居住都是一

种空间非正义。

第三，非正义空间规划批判中的疑点。在城市更新成果

的利益分配中，假设政府和市场是单一剩余价值的攫取者，

规划则成为其工具。这种矛盾不仅与中国政府的角色和职责

相悖，也与规划师在规划实践和技术要求中所规定的内容相

悖。暂时搁置具体情境下的考量，笔者更倾向于“改变式”

的行动。稳定不变当然可以是一种美好，但空间更新、居民

迁移等变化也是伴随文明进步的一种普遍现象，至少并不一

定是邪恶的 [16]。由于中国的土地空间大多“一次性”分配，

缺乏类似房产税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因此只有依赖空间更新

才有可能实现主动的再分配或释放新的城市红利。城镇化过

程本身就意味着资源再分配，中国的城镇化包含了一个巨大

体量的居住空间转移过程，因此有几亿人的人口迁移和空间

转换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政府将这种空间变迁所获得的财

富作为公共财政，进一步改善了居民的整体生活品质，也最

终反映到城市中。

2.3  理论与现实的分歧缘由 ：规划的“集体潜意识”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理论自洽，但当这种判断被应用到

现实世界中，矛盾随之产生——相较于理论世界中的固定角

色，现实世界更复杂，角色更加多元，受损者和获益者的角

色也不再二元固定，甚至受损和获益本身都很难界定。

笔者并不试图否定空间正义的批判本身，而是指出在真

实世界中判别空间正义问题的复杂性，并审慎指出某种先验

理论立场和分析逻辑的扩大化导致的对空间正义问题的不真

实判断。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缘于规划界的“集体无意识”。

正如费恩斯坦所言：“我们几乎是从本能的角度理解非正义

这一概念的”[19]。这种根植于规划师职业的本能坚守，可以

追溯到彼得·霍尔所说的现代规划的“无政府主义根源”[20]

或者是约翰·弗里德曼所言的“乌托邦”传统 [21]，其表现是

将维护个人自由以及普通公众的利益和正义奉为圭臬，对利

益剥夺保持高度警惕，从而将政府、资本、市场及其对公众

的改变“标签化”理解为某种负面力量的入侵，同时也将资

本、市场、利益、绅士化等中性词语负面化解读。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某些空间非正义问题，

但这种“一刀切”的价值判断也同样有值得警醒的负面效

应。一方面，对“遍在非正义”的批判并不能直接作为实践

的指导，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在现实世界中结合

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判断的意识。这种“本能”的正义，是学

术视野中“遍在非正义”现象的直接来源，也导致了规划职

业本身的分裂——一方面站在学术角度批判非正义，另一方

面却又在实践中不断重复、推动和加剧这种非正义。

2.4  追寻现实世界的空间正义 ：一致性标准
现实世界语境中，规划永远面临资源短缺和空间不平衡

的问题，同时也时刻面对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缺乏能够将

“空间正义”从理论世界迁移到现实世界的价值标准，或缺

乏一套有关空间正义理论的实践性工具，使得空间正义难以

真正落实于实践之中。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批判”的

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实践性空间正义”的规划准则，既

包括对空间正义本质的认识（即识别与判断），也包含针对

实践的可操作方法（即消除不正义的方式）。现实世界空间

正义问题的复杂，致使很难有一套明确的规划工具来真正实

现空间正义，但可能存在一个方向性的框架，作为实现空间

正义的基本方向。而能否成功建立起这个框架，首先依赖于

对正义本身的正确解读与详细考察。

3  哲学途径 ：正义和空间正义的观念演进

对空间正义的思考起点应追溯到元概念即“正义”

（justice）①本身。尽管从最纯粹的角度出发——如亚里士

多德和康德所言，正义是一种美德②，但“实践性”正义建

立在现实世界而非理想世界，因此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在不依

① 正义通常分为两部分，包括报应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前者关乎惩罚；而后者涉及物品和资源的分配，且与规划直接相关。

②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公民共同体，人们互相尊重、服从规则，人丁兴旺，不为犯罪和贫穷问题所困扰，个人

幸福的获得无须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康德则认为人具备理性的能力和自由的能力，认为公正来源于理想化道德而非幸福和利益之上的社

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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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人的美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值得探

讨。将规划理论与哲学理论并置，成为近年来规划理论的新

认识 [22]。借助哲学途径，有助于重新理解空间正义观点。

3.1  传统正义观与朴素空间正义 ：分配均等的“格网”
传统正义观包含基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基于

直觉两种模式 [23]。休谟、边沁和密尔等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

将正义解释为集体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的结果 [24]。尽

管这一观念后来遭到批判，其却是对正义“可度量”的尝试。

除了功利主义，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正义观念来源于直觉。如

康德认为人具备理性的能力和自由的能力，公正来源于理想

化的道德 [25]。由于功利主义的主导地位，传统正义观着眼于

如何实现分配结果的均等。

从现代规划诞生起，规划师就自觉坚守了一种朴素的空

间正义观。霍华德等早期规划先驱的思想中，贯穿着大众精

神、恪守社会公平、维护公共福祉等内容，以及社会改革（革

命）、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理想 [26]。而凭借技术与理

性带来的精英角色与地位，成为规划师恪守和维护城市空间

正义的保障。

受传统正义观的影响，在早期城市规划的话语体系中，

空间正义被转译为一种“秩序”引导下的均一单元构成的

空间图式，意图通过均衡的空间安排来实现公平。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是美国《1785 年土地条例》（Land Ordinance 

of 1785）中构建的从国家到社区尺度、用模数控制用地划

分的“格网”系统（图 3a）。根据该条例，每个城镇划定

边长 6 英里（约合 9.66 km）、总面积 36 平方英里（约合

93.24 km2）的方形用地，并将其进一步细分为 36 个面积为

1 平方英里（约合 2.59 km2）的地段（section）且依次编号。

每个城镇的最中心地段为政府或公共目的保留（图 3b）[27]。

此后曼哈顿式网格街区（the Manhattan grid）和郊区化时期

典型的邻里住区等均延续了这种格网模式。正如柯布西耶在

《明日之城市》中写道：“细节就是整个城市。城市的细节，

是一千次重复的单栋住宅，因而才是整个城市……一旦有

统一的秩序对各种基本单元加以支配，混乱将得以避免”[28]。

这种覆盖一切的总体规划，要对规划提出的每一设想进行

有效的实施和监督是极其困难的 [29]，因此，通过复制秩序

引导下的单一细节，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人自身的多样性需

求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正如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死亡”

标志的普鲁伊特·伊戈（Pruitt Igoe）项目①所暗示的，单

一技术上提供的可行解决方案，因为忽视了实际使用中个

体多元需求的差异而没能实现空间正义，甚至产生了负面

效果。这种实践空间正义失败的根源并非在规划技术层面，

① 由日本建筑师山崎实（Yamasaki）设计，为 2 800 户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廉价住房社区，系美国政府“住房运动”的代表作品。山崎实将现代主
义发挥到极致，通过技术手段在紧凑的空间进行了人性化的设计，为不同人群设计了多样性的公共空间和人性化的开敞空间，也获得了国际现

代建筑协会（CIAM: 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设计奖。但该项目在其实际使用中完全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逐渐沦为混

乱和犯罪的温床，已于 1972 年 7 月被拆除。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其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开篇写道：“现代建筑

于 1972 年 7 月 15 日下午 3 点 32 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死去”。

图 3  《1785 年土地条例》中的格网体系与城镇分区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d_Ordinance_of_1785绘制

a  土地条例的格网体系 b  城镇分区方式

地块 8, 11, 26, 29 为保留地块；地块 16 为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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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为其脱离了人的真实需求来谈人性，因此无法在现

实世界中取得成功。

 

3.2  现代正义理论 ：“基本品”概念的浮现
传统的正义观采用了结果导向的直接分配思路，只适用

于某些简单物品分配的情景（如土地划分），而忽略了现实

世界中因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导致的复杂性。现代正义理论正

是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出发，形成了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两种正义

实现模式，分别是“制度模式”和“补救模式”。制度模式

将整个社会的公正制度描绘为正义理论的主要使命，旨在建

立一套自上而下的保障正义的先验社会制度。补救模式则基

于现实的比较（realization-focused comparison），着眼于自下

而上地识别并消除现实中明显的不公正。

罗尔斯清晰区分了“基本的”和“差别的”两个不同层

次的正义。他使用了“基本品”（primary goods）的概念，其

中包括权力、自由与机会、收入、财富与自尊的社会基础等 [23]，

进而提出了正义社会的两个原则。第一是“自由原则”，即

将所有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或者享有基本物品的平等性作为

正义的基础。第二是“差别原则”，即对于机会、财富和收

益的差别，也应适当安排，使全体受益。通过各种制度性安

排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为其增加希望，缩小其与他

人的差距 [30]。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沿用了罗尔斯

的分类方法，在考察了成员资格、安全与福利、教育、闲暇等

重要物品基础上，认为现实世界中分配正义体现为一种多元主

义的复杂平等（complex equality），不同的物品可遵循自由交换、

应得和需要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 [31]。

以森为代表的学者则采取了另一种理论路径。他认为

罗尔斯“以制度为中心”的正义理论无助于消除现实的不正

义，因此森并不强调建立一个彻底完美的正义世界，而是

尽其所能地消除显而易见的不公不义，寻求一套能作为实

践理性基础的正义理论 [32]。在此基础上，森将自由的内涵

从罗尔斯的政治意义的自由（liberty）扩展到更广泛的自由

（freedom），并在罗尔斯“基本品”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概念。可行能力指人们有能

力做的事情，更强调做某件事的机会而非某种实质性的表现

（状态），并且在实践途径上更关注建设性的正义实践路径，

即关注提升人的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

3.3  现代空间正义 ：“位置 / 分布”和“过程 / 机制”
传统正义观本质是“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

正义与空间并不直接相关。受罗尔斯和森等的现代正义

理论影响，加上 1970 年以来将正义的空间“前景化”

（foregrounding）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33]，使得对

空间正义的认识开始走向另一维度。空间不再是正义的背景，

而逐渐成为正义的一部分或者正义本身。大卫·哈维 1973
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City）一书中提

出了“领土正义”（territorial justice），首次提倡使用空间或

地理方法来研究社会正义①。此后关于空间正义理论的争论

基本从“位置 / 分布”与“过程 / 机制”两个角度展开。

“位置 / 分布”的观点认为，空间的正义和非正义可以

被看作无数与位置相关的决定产生的结果，而分布的不平

等则是非正义的来源 [33]。哈维基于罗尔斯的视角进一步延

伸，指出在社会正义的原则中，与空间相关的最重要的三个

准则是“需求”“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和“价值”②。因此

当社会正义的原则被应用到空间场景中，空间组织和区域投

资应当满足人的需要；应当利用更优的空间组织和分布为其

他区域带来增益，产生溢出效应、乘数效应；如果是为了解

决某种阻碍整个系统进步的环境问题，可以容忍空间投资形

式出现偏离。基于上述原则，哈维提出了“空间社会正义”

（territorial social justice）概念，涵盖收入分配和机制两方面。

首先，他认为收入分配应该满足每个地区中的人的需求，最

大化跨地区的乘数效应，且能够利用剩余资源解决社会环境

中的特殊困难；而在机制层面，他提出制度体系、组织结构、

政治和经济应尽可能向“最不利”的地区倾斜 [34]。哈维的空

间正义观兼顾了罗尔斯的两个原则，并且关注到空间的外部

性特征。

“过程 / 机制”则沿袭了森的“能力路径”，关注对“能

力和自由”的保障，进而关注对空间非正义现象及其产生机

制的改善。扬（Young）指出社会正义并不需要消融差异，

而是需要消除对自由的压迫 [35]。洛杉矶学派提出“空间—社

会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认为空间上的不公正缘于

社会行为，城市和空间被视为不平等的产物和再生产者 [36]。

城市日常空间生产导致非正义的城市地理出现，而资本主义

工业城市自身则不间断地制造并维持这种非正义，但也同样

可以通过社会干预来解决这种非正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费

因斯坦具体实践了森的路径，从纽约、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

都市实践中归纳出正义城市范式（just city approach），包含

① 西方现代的“社会正义”价值观主要来源于三个主要流派，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主流（新自由主义）、右派（社群主义 / 后现代主义）和左派（新

马克思主义）。

② 需求包括对食物、住房、医疗、教育、交通、设施、政治等“基本品”的需求；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包括地理外部性和对区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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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多样性”与“民主”三个核心要素以及一些实践

性原则（表 1），包括优先关注公共利益，改善规划的某些

弊端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 [19]。但费因斯坦也坦承这些原则只

是一个粗略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工具来面临突发

的内部冲突与挑战。

4  实践性空间正义的初步建构 ：理论原型和规划
启示

4.1  实践性空间正义的理论原型
上述理论分析展示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空间正义的全面

探索。从上述理论中可以抽象出现实世界空间语境下实践性

空间正义的基本原型，包括“情境”“层次”与“系统”三

个内涵，以及一个核心概念——基本福利①。

4.1.1  情境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对正义的概念（concept of 

justice）与正义的理念（conceptions of justice）作了区分。

前者立足于正义的理想，是针对正义的应然价值判断；后

者立足于正义的实践，是社会全体形成的对正义的公共意

识（public sense of justice），既包含社会对正义“美德”的

追求，也包含基于彼时社会情境对“最大化幸福”的功利

计算。空间正义亦然。由于所有的社会正义现象都内嵌和

物化于一定的时空关系中，因而每种实践性空间正义都对

应于一个特定的“时空情境”[37]。因此，所有对实践性空间

正义内涵的具体讨论都需要首先明确其所处的情境。例如：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资源相对短缺，

导致“差异加剧”发展模式是当时的必经路径，彼时的发展

模式可以认为是正义的；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

有的发展模式就转变为亟待改善的非正义。空间正义并不

是一套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与社会情境紧密关

联的准则。

4.1.2  层次

尽管社会物质与资源条件日益富足，但其相对于人的差

异化需求依然是稀缺的，因此无论是罗尔斯还是森的理论都

暗示了现实条件下正义必须限定在“基本品”的范围内。对

空间正义而言更是如此，空间资源相对其他资源更为有限，

尤其对于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城市空间已经从增量资源转

为存量资源。前述的“位置 / 分布”和“过程 / 机制”两种

空间正义理论路径均体现出对“基本品”的关注，前者直接

继承了“基本品”的观点并将满足基本需求作为衡量空间正

义实践的重要标准，后者则在具体实践原则上体现了对空间

正义基本品的关注。

因此，实践性的空间正义也必然需要区分其“基本”福

利与“高级”福利。除了稀缺性，公共品本身的性质也决定

有必要将基本福利区分出来。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

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提出公共品普

遍面临“搭便车”困境（free-rider problem），即公共品作为

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无论哪个社会成员对

其产生作出过贡献，所有人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处。

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

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努力以

实现目标，而自己则坐享其成，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喝”的

局面 [38]。因此需要依据“不平等原理”设计制度，拒绝权力、

利益、贡献和分配的平均主义，采取选择性激励机制（selective 

incentive），提高个人为获得权力和荣誉而为组织多作贡献的

可能性与积极性 [39]。层次化的福利安排能够有效激励个人且

能保障基本公平。更重要的是，如果将部分人获得高级福利

时的付费通过恰当方式回收成为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就可以

有效提升基本福利，如通过“租税归公”的方式获取土地的

自然增值（land value capture）并将其转化为城市集体财富，

将会有效保障城市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基本福利”的内容也受制于一定的时空情境，其既从

① 本文使用“福利”一词，统一“基本物品”“可行能力”等相关概念。

表 1  费因斯坦“正义城市”规划原则

平等 多样性 民主

所有新建住宅都需要包含低收入群体保障性住宅，旨在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舒适的

居住环境；

不以经济目的随意迁出非自愿搬迁的居民和已有商户；

经济发展应当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和提高大众福祉；

大型城市建设项目应考量其社会福利效应，尤其是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保持低廉的公共交通费；

规划师应当促进平等并改善既有的不公正环境

区划不可有歧视性；

地区的边界应该是可渗透的；

充足的公共空间和高可达性；

土地混合利用

规划编制应咨询相关者，并在城市尺度

上考虑；

对于新空间的开发应进行广泛的咨询，

综合考虑周边地区代表的意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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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美德的认定，也受制于现有发

展条件下社会所能供给的水平。熊秉元借用科斯（Coase）

“社会成本”（social cost）的概念，认为实践性的正义应当

是综合性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最优组合 [40]。回到前文对

于理论世界中“遍在非正义”居住现象的讨论，可以得到一

种解释：在理论批判中，我们总是以高级福利的标准（即更

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正义，却常把超出基本福利而未达高级

福利的现象理解为“不正义”（图 4）。比如前文所述的旧城

更新及其绅士化问题，理论认为“原住民”也需要实现居住

在市中心的权利，现实情境下的社会正义曲线则可分为以下

两段：保障“原住民”或是“新市民”应当享有同样水平的

基本居住条件和配套设施，这两者可以被纳入“基本福利”

范畴，任何人一旦低于这一标准均会得到规划的强制性安排；

而“原住民”一定要居住在原址或者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改

变，则是一个相对高级福利的标准，因为现有的技术条件无

法让所有人都实现这一目标，而这种超出基本福利之外的内

容并非“不正义”。

4.1.3  系统

空间正义本身是一个“集体性”概念，但一般现实情境

中的具体空间正义问题只涉及有限人群，相对于城市或者整

个系统而言依然只是“局部”。因此，正如罗尔斯的“改善

最不利者境地”和哈维的“跨地区乘数效应最大化”，局部

空间正义实现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局部与整体空间正义的关

系。尤其在当前整体空间规划和治理中，对于空间正义的修

正总是按照“政策补丁”的局部方式进行。如果缺乏系统性

的评估，那么原本旨在消除非正义的政策补丁可能又会引起

新的非正义，从而背离了实践性空间正义的初衷。

4.2  对城乡规划启示 ：基本福利的空间修复
理想状况下对现实空间正义的精确考量必须依赖无穷的

计量和比较，但借助对“基本福利”的界定，我们可以简化

现实空间正义的考量过程。笔者认为，实践空间正义过程中，

城乡规划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对基本福利的空间修复，在

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寻求对更高级层次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

上述实践性空间正义概念的进一步推演，城乡规划的主要任

务包括对情境的定义、对基本福利的界定、基本福利的再分

配和空间正义的机制修复。其中情境是一定发展时期内的定

量①，因此后三者成为城乡规划实践空间正义的主要内容。

4.2.1  基本福利的界定

对基本福利的界定是空间正义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而

如何找到适合这一环节的行动者与行动机制是实践性方案的

难点。笔者认为，城乡规划可能恰好是既有条件下界定基本

福利的潜在理想工具。一方面，按照现有的规划法律法规，

城乡规划的制定已经是一个完善的凝聚共识的过程，既体现

了政府、专业人员的意见，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和个体的诉求。

另一方面，现有的城乡规划实践已经在形式上包含了对基本

福利界定的类似内容，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总体规划发

展目标体系中对于民生相关目标的设定等。

但对照基本福利的内涵与要求，城乡规划在现有内容和

机制上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规划中对于基本福利的界定内

容仍然停留在自上而下的“指标赋予”或简单统计学意义上

的分配，与空间的相关性不高。真正可操作的基本福利界定，

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并与空间相关联。同样，这

种基本福利的界定本身也是非固定性的，如开篇提及的“全

球财富分配差异加剧”。陈志武认为，与传统时期靠纯粹积

累形成的财富不同，当前的财富包含了资本化的、对未来收

入预期的贴现结果，财富构成的变化使得正义水平的最佳衡

量指标应当由“消费均等”替代“分配均等”[41]。因此，对

基本福利的界定需保持开放性，不断寻求更优的界定方式，

并以公共利益作为其核心以凝聚各方共识。

4.2.2  基本福利的空间再分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空间再开发运动本质是一段争

夺空间，以空间为载体对资源与利益再分配的政治博弈的历

史 [42]，因此需要通过规划干预实现空间资源与设施的再分配，

来修复非正义的空间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增量规划时期的再分配可以借助新增空

间实现，但在存量规划阶段，由于增量空间的缺乏，帕累托

① 相对于空间规划的周期，问题情境的变化周期更长，因此在具体某一规划实践中可以认为“情境”是一个定量。

图 4  “遍在非正义”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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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续存空间将缩减，从而导致获益者和受损者的关系更

加紧张复杂，并导致潜在冲突出现。全球以“空间占领”为

主题的运动，往往体现为对抗性的集体冲突和阶层对立，需

要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泰

国曼谷包帕素棉堡（Pom Mahakan Fort）旁历史社区的斗争

等①。当前中国城镇化条件下，寻求减少冲突和损耗的“和

平路径”是基本要求和主题 [43]。因此需要以规划为平台，通

过教育、引导的方式促进城市各主体对话并参与规划之中，

以基本福利为底线，保证所有空间尽可能达到基本福利水平，

同时减少和消除空间再分配过程中潜在利益的冲突和社会

对立。

4.2.3  空间正义的机制修复

当下，正义往往被简单表述为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某种

物品，而不是对社会不正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提出质疑和

挑战 [37]。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本身不可持续，又极易导致新

的非正义产生。因此，在保障基本福利的空间分配基础上，

需要通过城乡规划引导修复面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机制，

从根源上形成可持续的空间正义。

这种机制的修复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上，需

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实现在城市整体的空间正义框架下评

估局部规划建设，判断局部建设是否符合整体基本福利水平

以及是否会对整体空间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对于不符合要求

的建设行动和政策再予以修正。宏观上，通过持续地对基本

福利再分配，不断优化并重新定义整体基本福利水平，形成

“界定基本福利—再分配基本福利—提升基本福利—界定更

高的基本福利”的城乡规划循环（图 5），引导空间生产机制

不断向正义方向演化。如此，既能够扩展和提升公共福祉的

覆盖内容，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也能够减少仅享受“基

本福利”的“底线”人群和“底线”空间，增加城市中间层

① “占领华尔街”运动内容参见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曼谷包帕素棉堡旁历史社区运动参见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的《精神的围城：曼谷的社区与政治》（Siege of the Spirits: Community and Polity in Bangkok）。

图 5  空间正义的机制修复过程

a  界定基本福利

c  提升基本福利

b  再分配基本福利

d  界定更高的基本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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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    基本福利的空间再分配 —— 试论实践性空间正义及其规划应对

次人群（即中产人群）和空间的比重，优化整个城市的社会

和空间结构。

5  结语 ：更进一步的挑战

基于对空间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歧”的困惑，本文对

如何弥合此类“分歧”进行了初步理论尝试。“分歧”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空间正义从理论到现实落地的落差与解决难

度，但问题之难不代表可以忽视“集体潜意识”。理解了“分

歧”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并建构起初步的理论原型是实现

实践性空间正义的第一步，也是本文的核心着力点。未来如

何从这一理论原型出发创建更具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和规划

工具，还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当下社会语境，在更细致的理

论结构与实践中进行检验。

再次回顾理论批判和现实世界中“空间正义”问题产生

的根源，其本质是规划理论在应对复杂现实世界时不恰当的

理论抽象。在日趋多元化、动态和复杂的城市规划中，更需

要反思和修正规划理论中的基础性假设和思维方式，寻求理

论与实践之间“实践性”的规划理论接口。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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