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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并掀起城市化的高潮，中

国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发展到 1990 年的 26.41%，并在 2016
年达到 57.35%。自 2016 年进入“十三五规划”实施期以来，城市发

展不再一味追求新城的增量扩张，对旧城的更新再开发也成为中国城

市化的重要趋势之一。城市更新的议题逐渐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

对城市更新的认知从经济目标导向下的大拆大建逐渐转变为重视文化

生态和保护历史文脉。结合文化发展的城市更新策略开始被重视并应

用于旧城的再建设。

在这样的城市发展背景下，西方城市更新的经验得到国内学者们

越来越多的关注。具体来讲，目前国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城市

更新的历史演进和发展历程 [1-5]，西方国家尤其是老牌工业城市更新经

验的总结和启示 [6-12]，以及西方城市更新相关概念、原则和方法的介

绍等 [13-15]。此外，文化在城市更新中发挥的作用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此类研究的重点主要着眼于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的解读 [16-18]，

对文化政策和文化规划的简介 [19-22]，以及对西方具体案例的总结和对

中国城市的借鉴作用 [5,7,10,17,20]。虽然这些研究都涉及西方城市更新中

运用的文化策略，但是目前我国文献中对于文化策略类型的具体内涵

和特征却缺少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西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有哪些

类型？按何标准分类？不同类型的文化策略有哪些特征、内容和侧重

点？这些问题在我国文献中还未得到系统的解答。这一缺失导致目前

国内研究中对于文化策略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认知和价值判断仍较为

笼统模糊。

在西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对于城市更新中文化策略扮演的角色

和发挥的作用有着比较明确和系统的区分。格罗达克和卢凯特 - 斯德里

斯（Grodach & Loukaitou-Sideris）归纳出城市更新的改进式（progressive 

strategy）、创意式（creative strategy）和商业式（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三种文化策略 [23]。他们对文化策略分类的标准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特

征：目标、配备设施、地理分布和受益群众（表 1）。

摘要：结合文化策略的城市更新已经出现在国内外众多城市

旧城开发中。西方学者提出了城市更新的改进式、创意式和

商业式文化策略，并提出文化策略的四方面主要特征。本文

梳理西方相关文献，将文化策略的四方面特征发展为七方面，

即：对应的空间类型、所产生的潜在效益、具体目标、参与

角色、受益群众、配备的文化项目和设施，以及文化活动。

在此基础上，结合伦敦和悉尼的相关实践案例，归纳总结城

市更新中三种文化策略的具体特征，以期补充现有的理论框

架并对中国当前城市更新的文化实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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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类文化策略被中外学者广泛

引用 [17,24]。但是，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对

文化策略的研究应该考虑更多方面的

特征，比如建筑空间类型 [25]、文化活

动 [25-26]、潜在的效益侧重 [27] 和文化项

目 [28]（表 2）。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将格罗达克

和卢凯特 - 斯德里斯提出的文化策略四

方面特征扩展为七个方面：对应的空

间类型、所产生的潜在效益、具体目标、

参与角色、受益群众、配备的文化项

目和设施，以及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

下文结合伦敦和悉尼的实践案例，对

改进式、创意式和商业式三种文化策

略的具体特征展开讨论。

1  西方城市更新的文化策略及其
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市更新

的专业术语经历了以下演变：1950 年

表 1  文化策略的类型和特征

策略 目标 配备设施 地理分布 受益群众

改进式文化

策略

促进社区发展

扩大对公众的艺术

文化教育

社区文化中心

艺术教育项目

缺少文化设施的

老城区
普通市民

创意式文化

策略

提高城市的创意文

化产业经济
艺术文化区 内城历史遗产区

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从业者和从

事创意产业的“知识型人才”

商业式文化

策略

促进经济增长

吸引私人投资

文化旗舰项目

大型文化节
城市中心

外地游客

经济富足的市民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353

表 2  西方学者对城市更新中文化策略特征的研究

学者 研究重点 类型 特征

格里菲斯 [27]

按照产生的

效益划分文

化策略

整合型
侧重公众效益，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民主的公共领

域来提高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丰富公共社会生活

文化产业型
侧重城市产业效益，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视为发

展文化经济以及突显城市特殊亲和力的重要途径

消费型
侧重商业经济效益，提供高规格的文化项目、娱乐设

施和商业环境来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

埃文斯 [25]，

蒙哥马利 [26]

文化活动的

类型

文化生产

单一的文化生产活动，即仅需自身产业和依靠垂直一

体化的生产活动，如电视、电影、音乐、新媒体、纺

织品和陶瓷生产等；

多元的文化生产活动，即需要其他产业的配合以及依

靠水平一体化的生产活动，比如视觉艺术、建筑设计、

多媒体、手工设计、行为艺术等

文化消费

包括文化产品的零售，以及在街边市场、公共文化空

间（如博物馆、剧院和电影院等）、娱乐休闲场所（如

餐馆、酒吧和咖啡馆等）的消费活动

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结合
在对外开放的艺术工作室、艺术市场、艺术节和文化

事件中发生的文化活动

袁佳萍 [28]
文化项目的

类型

标志性的文化旗舰项目 通常位于城市商业中心，邀请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

遗产保护和滨水区项目 废弃厂房和滨水工业区被改造为文化休闲区

创意产业项目 以创意产业作为区域发展的支撑

埃文斯 [25]

文化策略对

应的两种空

间类型

文化街区
重视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再利用；

保护和鼓励手工业发展

创意产业区
重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和创意旅游

（creative tourism）；鼓励和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3,25-28] 整理 

代的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

1960 年代关注现代主义的城市新生

（urban revitalization）；1970 年代强调

经济发展的城市重生（urban renewal）；

1980 年代偏向房地产的城市再开发

（urban redevelopment）和 1990—2010
年间关注经济、文化、社会多元价值

的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29]。

1980—2010 年的近 30 年中，文化在城

市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

方政府将文化发展作为城市更新的一

项重要目标，通过城市规划和城市设

计等手段将旧城或工业区转变为城市

公共空间 [23,26]。在 1980 年代，重视文

化发展的城市更新被普遍应用于欧洲、

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城市。

本文讨论的西方城市主要指西欧、

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城市，选取伦敦和悉

尼作为研究案例。伦敦和悉尼具有各自

的地理特征：伦敦是欧洲著名的河流城

市，其城市发展依托于泰晤士河；而悉

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港城市，环绕杰

克逊港口而建立，其城市发展与海港息

息相关。尽管伦敦和悉尼经历各自的发

展过程，但它们在结合文化策略进行

城市更新实践方面具有较为相似的历

史和特征。在 2012 年由英国 BOP 文化

创意产业咨询公司和伦敦国王学院联

合发布的《世界城市文化报告》（World 

Cities Cultural Report）中，伦敦和悉尼

被列为重要的文化城市。这两座城市

在城市更新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案例，

其成功经验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30-31]。

英国在 1970 年代的城市化率已高

达 85%，城市给全英国贡献了 91% 的

经济产出，提供了 89% 的就业岗位 [32]。

伦敦及其周边地区是英国人口集聚和

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自 1970 年代以

来，伦敦经历了制造业、煤矿和机械

等传统产业的凋零，以及新兴高技术产

业、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兴盛。1990
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对城市中的废弃

老工业区实施城市更新，希望能重塑



63 2020 Vol.35, No.5国际城市规划

陈洁    西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 —— 以伦敦和悉尼为例

区域的物质环境、改善生活质量和提

升经济活力 [32]。伦敦政府强调将文化

策略作为伦敦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 [33]。在千禧年计划里，伦敦政府发

起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使得伦敦

成为英国城市更新中最为活跃的城市，

闲置的工业用地和棕地（brownfields）

大多被转型为公共空间 [34]。

与伦敦类似，悉尼的发展依托于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伴随着经济、工业和文化方面的迅

速发展，悉尼从欧洲殖民聚落地转变

为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 [35]。悉尼的工

业老区记录了其制造业和运输业从辉

煌转向衰败的历史 [36]。1980 年代以来，

在悉尼政府的推动下，悉尼大量 19 世

纪和 20 世纪的工业建筑和景观被改造

再利用。

1.1  改进式文化策略
改进式文化策略源于 1960 年代发

生在西方国家的追求平等权利的公众

政治运动，其中文化是弱势群体维护

自身利益和谋求福祉的载体 [23]。社区

居民自发成立组织，比如以社区委员会

的形式向政府和开发商提出改善社区

环境、维护居民生活方式和促进邻里和

睦等诉求 [1]。该策略目前成为政府保障

公共福利的重要内容，其重点是为公民

提供、维护和争取广泛平等的公共利益，

减少经济差距和社会不公 [37]。表 3 结合

伦敦和悉尼的相关实践案例，对改进式

文化策略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

这种策略通常适用于小型的城市更新

项目，将废弃的小型码头和厂房改造

为城市公共景观空间，比如遗址公园、

社区广场、街心公园等；或者再利用

为城市公共建筑，比如博物馆、美术馆、

剧院、社区艺术中心等。该策略的主

要实施者是地方政府和政府文化部门，

其目标受益群众是本地普通市民。

1.1.1  城市公共景观空间案例 ：悉尼布

朗格鲁保护区

悉尼布朗格鲁保护区是悉尼最古

老的工业基地，早在 1830 年代被用作

运输码头并承担悉尼的商业贸易。由

于该区域曾经的工业用地性质，周边

社区缺少基础设施，尤其缺乏附近居

民日常运动、休憩、交流的公共场所。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于 2005 年决定要将

此区域改造为“属于悉尼市民的公共

场所”[38]，希望能为布朗格鲁区居民和

悉尼市民创造一个自然公园。2015 年

改造完毕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为悉

尼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图 1）。

表 3  改进式文化策略的案例以及特征总结

空间类型 城市公共景观空间 城市公共建筑

案例 悉尼布朗格鲁保护区 悉尼 BP 石油遗址公园 悉尼货运线公园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伦敦交通博物馆 悉尼动力博物馆

案例前身 码头 码头、油库 火车道 发电厂 公交厂 发电厂

当前功能 滨水广场 遗址公园 街心公园 美术馆 博物馆 博物馆

地理位置 悉尼中央商务区的西部 北悉尼威弗敦半岛 悉尼乌尔蒂莫区 伦敦市中心 伦敦市中心 悉尼乌尔蒂莫区

主要目标
创造属于悉尼市民的公共场所 为北悉尼市民提供公

共遗址公园

为居民提供街心公园 扩大公众对艺术的参与 扩大公众对艺术的

参与

扩大公众对艺术的

参与

参与部门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及部门、悉

尼市政府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悉尼市政府

悉尼市政府、悉尼海

港管理局

伦敦市政府 伦敦市政府 悉尼市政府

受益群众
悉尼市民、布朗格鲁区居民 北悉尼市民、威弗敦

区居民

悉尼市民、附近居民 伦敦市民、附近居民、

游客

伦敦市民、附近居民、

游客

悉尼市民、附近居

民、游客

配备的项

目和设施

广场、步行道、自行车道、座椅、

景观灌木、文化节等

步行栈道、观景平台、

座椅、景观灌木等

室外电影设施、步行

道、自行车道、座椅、

景观灌木等

展厅、观景平台、咖啡

厅、餐厅、游客中心、

商店、文化节等

展厅、娱乐设施、咖

啡厅、餐厅、商店等

展厅、娱乐设施、

咖啡厅、餐厅、商

店等

文化活动
澳大利亚土著生产生活展示、

教育、运动、休憩、观景等

休憩、观景、展览等 运 动、 休 憩、 展 览、

教育等

展览、教育、观景等 展 览、 教 育、 娱 

乐等

展 览、 教 育、 娱 

乐等

图 1  悉尼布朗格鲁保护区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此 外， 悉 尼 BP 石 油 遗 址 公 园

（Former BP Site）（图 2）和货运线公

园（The Goods Line）（图 3）也属于利

用了改进式策略的室外公园和广场类

型。这些案例通过将缺少文化设施的老

工业区进行改造，再利用成为城市新

公共空间，为附近社区和悉尼市民配

备日常休闲娱乐设施和提供运动、交

流和休憩的公共场所。

图 2  悉尼 BP 石油遗址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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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悉尼货运线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图 4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图 5  伦敦交通博物馆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1.1.2  城市公共建筑案例 ：伦敦泰特现

代美术馆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 

Gallery）属于利用了改进式文化策略

的城市公共建筑类型（图 4）。在 1980
年代后期，由于老泰特美术馆不能提

供足够的展览空间，伦敦市政府决定

另辟新馆。废弃 10 年之久的河岸发

电厂在地理位置、空间结构和建筑风

格方面都具有改进优势。英国政府组

织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强调河岸发电

厂的改造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

持”[39]。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

隆（Helzog & de Meuron）保留老发电

厂的造型和体量，改造再利用电厂内

部空间，使之成为集展览、办公、观

景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美术馆。泰特

现代美术馆现在伦敦是非营利性的公

共建筑，对外免费开放，在公众教育

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美术馆为伦敦

市民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比如发展青

年团体、开展青年大使计划和成立教

育研讨会来支持青少年的艺术学习。

同类案例还有伦敦交通博物馆

（London Transport Museum）（图 5）和

悉尼动力博物馆（Sydney Powerhouse 

Museum）。在这些案例中，历史老建筑

被改造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剧院等城

市公共建筑，通过引进文化教育项目

和提供文化设施来扩大公众对文化艺

术的参与度，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振

兴弱势群体社区以及加强社区影响力。

1.2  创意式文化策略
创意文化在近 30 年的城市发展中

得到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 1980 年代

出现的新社会群体和创意文化产业 [40]。

一方面，新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城市中

产阶层和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即

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从业者和创意文

化产业者。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

比例加大，并逐渐持有重要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创意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

发展和地方营销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

色。创意文化产业包括电影和视听艺

术、设计与工艺、媒体艺术、音乐表

演等产业 [41]。正如佛罗里达（Florida）

所推崇的创意城市理念 ：创意产业和

有趣独特的场所往往能吸引市民和资

本 [42]。他认为刺激城市经济增长的驱

动力不是城市的商业环境，而是城市

创意阶层集聚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

往往能包容多样化和开放的新思想。

地方政府重视并应用创意式文化策略，

通过提供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

文化设施来吸引城市中产阶级和创意

阶层。

创意式文化策略侧重文化效益，其

目标为支持城市中产阶级和创意阶层

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促进区域的文化

创意产业和提高文化经济效益（表 4）。
配备的文化设施有创意产业机构（如

艺术家工作室、创意产业公司、文化

媒体机构等）、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如

画廊、剧院、博物馆、电影院等）和

城市休闲娱乐空间（如特色餐馆、咖

啡厅、俱乐部等）。埃文斯（Evans）将

创意式文化策略的建筑空间分为文化

街区（cultural quarters）和创意产业集

聚区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两类 [25]。

文化街区是满足经济较富足的中产阶

级文化消费的区域，侧重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再利用，以及保护和鼓励手工业；

创意产业区是集聚高密度城市创意阶

层的区域，侧重创意文化产业和展示

城市文化的创造。

1.2.1  文化街区案例 ：悉尼沃尔什手指

码头

文化街区侧重城市文化效益和文

化经济的发展，为经济较富足的中产

阶级提供工作、生活和交流的场所，

并通过带动酒吧餐饮、公共展览、休

闲娱乐等行为来凸显城市的特殊亲和

力。此类案例有悉尼的沃尔什手指码头

（Walsh Finger Wharf）（图 6）、伍尔卢

莫卢手指码头（Woolloomooloo Finger 

Wharf）（图 7）和亚历山大广场（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图 8）等。

沃尔什手指码头的目标群众为悉

尼经济较富足的中产阶级。码头保留原

先的平面布局以及码头上的工业建筑

物框架，重新划分室内空间，将原先运

输和储存的功能置换为集餐饮、酒吧、

画廊、舞蹈中心、艺术创作、博物馆、

剧院等于一体的具有多元复合功能的

城市文化空间，以满足中产阶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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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消费需求。码头现容纳了悉尼

本土知名的音乐表演机构和艺术文化

组织；拥有多家特色餐馆、酒吧、精品

酒店等来带动该区域的旅游副业发展 ；

提供雕塑展览、码头历史展览、戏剧展

览等来营销码头文化影响力和调动悉

尼中产阶级对该区域艺术文化的参与。

再者，部分码头建筑被改造为私人滨

表 4  创意式文化策略的案例以及特征总结

空间类型 文化街区 创意产业区

案例 悉尼沃尔什手指码头 悉尼伍尔卢莫卢手指码头 伦敦克勒肯维尔艺术区 澳大利亚科技园

案例前身 航运码头 航运码头 工业区 机车厂房

当前功能
中产阶级生活、工作和娱乐的

场所

中产阶级生活、工作和娱乐的

场所
艺术区 教育研究中心

地理位置 悉尼沃尔什海湾 悉尼伍尔卢莫卢区 伦敦克勒肯维尔区 悉尼雷德芬区

目标
将废弃码头改造为具多元复合功

能的城市公共空间

将废弃码头改造为具多元复合

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
将工业老区改造为伦敦创意阶层的集聚地

将工业老区改造为悉尼信息科技、

生物技术、现代传媒的研究中心

参与角色 悉尼文化机构、悉尼市政府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悉尼市政

府、私营公司
私人工作室、设计机构、创意产业公司

澳大利亚科技园公司、设计机构、

创意产业公司

受益群众 悉尼中产阶级 悉尼中产阶级 伦敦创意阶层 悉尼创意阶层

配备的项

目和设施

公寓、滨海连排住宅、画廊、展

览馆、剧院、餐厅、酒吧、酒店

300 余座公寓、游艇码头、剧

院、画廊、餐厅、酒吧、酒店

艺术家工作室、设计机构、创意产业公司、画廊、

剧院、展览馆、电影院、博物馆、餐厅、酒吧

设计机构、创意产业公司、办公楼、

餐馆

文化活动 文化消费：娱乐、展览、戏剧等
文化消费 ：娱乐、展览、看

剧等

单一和多元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展览、教育、

戏剧等 ；在对外开放的艺术工作室、艺术市场、

艺术展览和艺术节中发生的文化生产与消费

单一和多元的文化生产 ；在对外

开放的工作室和文化节中发生的

文化生产与消费

图 6  悉尼沃尔什手指码头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海联排住宅，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新

型和有趣的住宿方式。

1.2.2  创意产业区案例 ：伦敦克勒肯维

尔艺术区

创意产业区通过结合创意产业更

新老工业区、吸引本土创意阶层集聚、

支持创意阶层的文化生产、展示文化

产品和鼓励举行艺术文化活动等举措，

来提高区域文化创造的影响力和促进

城市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此类案例

有伦敦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艺

术区（图 9）、伦敦南岸（Southbank）

艺术区和澳大利亚科技园（Australian 

Technology Park）（图 10）等。

克勒肯维尔艺术区的目标群众是城

市创意阶层，该人群被视为能刺激当地

文化消费、促进创意产业和提高文化经

济所必不可少的人群。伦敦克勒肯维尔

艺术区的兴起和发展的推动者有从事创

意产业的私营公司及个人，还有政府部

门和公共文化机构。在 1980 年代，伦

敦年轻的创意产业从业者、艺术家和设

计师将克勒肯维尔区部分老厂房改造成

图 7  悉尼伍尔卢莫卢手指码头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5 年

图 8  悉尼亚历山大广场入口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图 9  伦敦克勒肯维尔艺术区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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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澳大利亚科技园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图 13  伦敦金丝雀码头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图 11  悉尼环形码头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7 年

图 12  悉尼达令港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5 年

工作室。随着创意产业公司、文化机构、

餐厅及酒吧的入驻，克勒肯维尔区逐渐

成为伦敦知名的创意产业区。克勒肯维

尔艺术区定期举办一系列艺术展览和文

化节，例如伦敦建筑双年展（London 

Architecture Biennale）、克勒肯维尔设计

周（Clerkenwell Design Week）以及克勒

肯维尔节（Clerkenwell Festival）等。

1.3  商业式文化策略
商业式文化策略关注经济效益，

综合发展文化、商业和旅游产业来提

升城市经济发展。在激烈的城市竞争

背景下，城市企业化已经渗透到各地

政府的城市治理和规划中 [9]，而文化项

目则被视为建立城市品牌、营销城市

形象以及加强城市地位的重要手段 [25]。

当地政府通过一系列城市营销的策略

和规划设计，比如建设大型文化设施

和旗舰项目、提供高规格的商业综合

体、举办大型文化节等，将城市形象

营销为“可以去玩的地方”（a place to 

play）[23]，因此比安奇尼（Bianchini）

称商业式文化策略具有“消费主义至

上”的特点 [37]。

以悉尼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

（图 11）为例，该码头前身是悉尼的

交通转运站，现在是集娱乐、商务、旅

游、办公和购物等为一体的城市商业

中心区 [43]。环形码头将经济富裕的悉

尼市民和外地游客作为目标群众，提供

各类文化和商业设施以刺激这类人群

的消费和推动当地旅游。首先，强化

周边地标——悉尼歌剧院和悉尼海港

大桥，在两个地标之间的滨水地带增加

城市公共建筑以丰富区域的文化设施。

其次，环形码头保留工业厂房并再利

用为餐馆、咖啡馆和酒吧；保护码头

附近的岩石区（The Rocks）并改造为

游客观光区。第三，增加休闲娱乐场

所来提升区域的商业氛围，以及鼓励

街头艺人表演、举办大型文化节和烟

火表演等来满足不同游客消费的需求。

环形码头的城市更新在悉尼的商业和

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悉尼市在

2016 年对码头的重要区域继续实施改

造，旨在提供一个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商业办公综合

体。这些举措吸引了大量私人投资，比

如中国万达公司投资 10 亿澳元用于住

宅、酒店、商业和广场开发等 [44]。另

外，环形码头每年举行长达三周的悉尼

灯光节（Vivid Sydney）来带动旅游产

业。在 2016 年，来自 23 个国家的 150
多名艺术家参与这场盛事，提供了 190
多场音乐演出和 90 多个艺术展和吸引

了来自全球的 231 万游客 [45]。

与悉尼环形码头类似的案例还

有 悉 尼 达 令 港（Darling Harbour）

（图 12）和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图 13）。这些城市更新案例在

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的政治

影响和发展城市文化方面都起到了积

极作用。比如改造后的达令港增加了

1 000 多个门面、100 多家咖啡店和 30
家酒店，为悉尼创造了 4 000 多个就业

机会和吸引了多达 1.5 亿的旅游者 [46]。

结合这些案例，表 5 归纳了商业

式文化策略的特征：侧重商业效益，适

用于市中心和新区的大型城市更新项

目，目标群众为本地经济富足的市民、

外地游客和大型企业，推动者为地方政

府、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公司以及

大型私人房地产公司。国际知名建筑

师通常被邀请来设计标新立异的建筑

项目和打造高规格的标志性场所，以

实现城市营销的效果 [28,31]。最终目的是

吸引私人投资项目，推动城市旅游业、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和增加政府

税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类型的

城市更新备受质疑，虽然可以带来直

接的经济回报、促进城市和区域的整

体经济发展，但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

该策略过于重视商业利益，不利于城

市和社区的综合发展。彭特（P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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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莫里森（Morrison）批评这些项目

对城市有“象征性的破坏”（symbolic 

devastation），建筑的巨大尺度和奇特造

型与城市的历史文脉格格不入 [31,47]。

2  西方城市更新中文化策略对中
国的启示

结合伦敦和悉尼的实践案例，本

文归纳了城市更新的改进式、创意式

和商业式文化策略的主要特征。如表

6 所示，三类文化策略的特征包括空间

类型、效益侧重、主要目标、受益群

众、地理分布、配备的文化设施和项目、

以及主要的文化活动。

我国现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

段，旧城更新已成为城市快速扩张和城

市更新的重要途径。各地政府对城市建

设的渴求造就了城市更新实践在中国

“面广量大”的现实 [9]。与西方国家的

经历相似的是，中国城市更新项目也开

始重视文化策略的运用，而实际的情况

却是商业发展仍占主导，甚至是商业利

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社会效益和

文化价值却往往被忽略。在这些城市更

新项目里，历史文化遗产只是被当做营

销项目知名度和提高土地价值的载体。

通常的做法是保留很少量的文化遗产，

推平大部分的历史建筑来发展高经济

回报的房地产和商业地产项目。这样的

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老城区

的经济效益，但是单一追求土地价值会

导致历史脉络在大拆大建中迅速消逝。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当前对城市更新中

的文化策略的认知和判断有很大关系。

规划研究设计者和项目决策者对城市

更新中文化策略的认知单一， 并对文化

实践的价值判断缺乏标准。

结合伦敦和悉尼的经验，本文为国

内规划研究设计者和项目决策者提供

了对文化策略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认

知和价值判断。西方城市的经验表明，

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类型和内涵并

表 5  商业式文化策略的案例以及特征总结

案例 悉尼环形码头 悉尼达令港 伦敦金丝雀码头

案例前身 悉尼电车服务终站和转运站 港口 港口

当前功能 商业、购物、旅游、交通 商业、购物、旅游 金融、商业、购物

地理位置 悉尼市中心 悉尼市中心 伦敦新区

主要目标
延续交通枢纽的功能，并将交通转运站转变为商

业中心
将废弃港口改造为商业中心和旅游景点 将废弃港口改造为商务金融区

参与角色
悉尼市政府、悉尼市议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悉尼海港信托局、悉尼海港管理局

悉尼市政府、悉尼市议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达令港发展局
伦敦政府、伦敦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公司

主要受益群众 外地游客和企业、悉尼经济富足的市民 外地游客、悉尼经济富足的市民 外地游客、伦敦金融业从事者和商务人群

配备的项目和

设施

剧院、美术馆、博物馆、购物中心、酒店、商业街、

酒吧、餐馆、街头表演、节日庆典、烟火表演等

博物馆、会议中心、购物中心、电影院、城市广场、

酒吧、餐馆、街头表演、节日庆典、烟火表演等

金融机构、写字楼、购物中心、商业街、

酒店、公寓、餐馆等

文化活动
文化消费：娱乐、购物、展览等；在文化节、街

头表演、大型节日庆典中发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

文化消费 ：娱乐、购物、展览等 ；在文化节、街

头表演、大型节日庆典中发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
文化消费：娱乐、购物

表 6  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类型和特征

策略 改进式策略 创意式策略 商业式策略

空间类型
城市公共景观 文化街区 商业旅游区

城市公共建筑 创意产业区 金融商务区

效益侧重 侧重公众效益 侧重文化和经济效益 侧重商业效益

参与角色 一般是当地政府和政府部门 一般是私人部门的主导部分公私合作 一般是公私合作的主导

主要目标
加强社区发展和影响 ；扩大公众对

艺术的参与；促进市民文化生活

支持创意阶层的文化生产；满足中产阶级的文化消

费；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建立城市品牌和营销城市形象 ；提升旅游、金融、房

地产业的经济回报；吸引私人投资和增加政府税收

主要受益群众 本地普通市民 城市中产阶级、城市创意阶层 经济富足的市民、外地游客和企业

地理分布 小规模的缺少文化设施的老城区 中等规模的老工业区和文化遗产区 市中心商业区、具有良好景观和交通便利的城市新区

配备的文化项

目与设施
文化教育项目、日常休闲设施

创意产业机构、城市文化设施（如画廊、剧院等）、

城市休闲娱乐设施（如咖啡厅、俱乐部等）、文化节

标识性的文化旗舰项目（如歌剧院、大型博物馆等）、

城市商业综合体、高规格的办公楼和会展中心等、大

型文化庆典

主要的文化

活动

免费的公共教育、观景休憩、展览、

运动等

单一和多元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展览、教育、

休闲娱乐等 ；在对外开放的艺术工作室、艺术市场、

艺术展览和艺术节中发生的文化生产与消费

文化消费：娱乐、购物、展览等；在大型文化节、街

头表演、节日庆典中发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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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概而论。文化策略的应用对于社

区归属感与凝聚力的增强、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经济

提升等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策略的价

值内涵体现在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和

商业利益方面。改进式、创意式和商

业式文化策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容。

根据不同的受益群众、主要目标和侧

重的潜在效益而采用不同的文化策略，

配备相应的文化设施和项目，鼓励不同

的角色参与，支持多样化的文化活动。

总结文化策略特征对于国内城市更新

实践项目的主要启示是：发挥项目参与

者的不同作用，鼓励多样的开发机制和

建设模式。项目决策者应分析谁投资、

谁建设、谁使用、谁管理和谁受益。

（1）改进式文化策略关注普通市

民的公众效益，对应小型城市更新项

目，依靠当地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

受益者和使用者为当地居民。因此改进

式文化策略在实施时应首先考虑公众

利益，例如是否会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是否会扩大公众对艺术文化的参与等。

（2）创意式文化策略的侧重是城

市创意阶层的文化效益，对应的城市更

新项目往往是自下而上，依赖于城市

中产阶级、创意公司和艺术家的主导。

当地政府不再是该策略最重要的角色，

而是起着引导的作用，例如出台相应

的扶持政策来促进文化产业化发展，提

供良好的文化产业环境来鼓励中产阶

级和创意阶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

（3）商业式文化策略重视文化要

素带来的潜在商业效益，其开发和建

设依赖于当地政府和大型商业公司的

公私合作。这一类型的城市更新项目

通常与城市或者区域的转型息息相关。

城市政府的身份应从治理城市的“管

理者”转变为“企业者”，例如政府通

过改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文化

旗舰项目和旅游地标等一系列城市营

销的策略来吸引更多大型商业项目和

投资。

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会影响到城市

空间的更新利用。城市更新对文化策

略的重视将成为必然。本文对国外研

究文献和城市案例的总结有助于为探

索适应中国城市背景的途径提供借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总结主要基于

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实践和研究成果，

对西方城市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

化环境、发展阶段和作用机制需要有

进一步的判断分析。探索适合中国城

市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策略以解

决旧城更新出现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议

题。中国当前的旧城更新经常受到历史

文脉缺位和社会公正的质疑，在旧城

更新和改造过程中如何权衡商业发展、

文化效益和社会公正始终是当前中国

城市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在旧城

更新中保证更加包容、公共、多样的

城市空间也是城市研究者们今后亟待

考虑的问题。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表格均

为作者整理绘制。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老师

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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