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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街道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其治理水平历年来一直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当前我国街道公共空间治

理包括规划、建设、管理、社会共治等阶段，并受市区级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共同影响。在此背景下，

人民对街道生活的获得感成为地方政府执政的重要价值取向，然而现实中不同行动主体对同一政策目标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巨大差异。针对近年来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不断遭受质疑等具体问题，本研究以街道公共生活为载体，关注街道不同行动主体在公共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各主体间如

何达成治理共识。文章以纽约街道公共空间的行动策划治理为例，探讨不同行动主体如何在行动试验过程中构建对公共性的共通并进行互识反馈，

以及最终达成共识。本文结论指出，行动策划在纠正不同使用者的空间权益、认同感、参与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能真实有效地促进本地利益

的保护以及地方文化和理念的传播。在弥补我国街道公共空间治理与公众互动板块的结构性缺失上，研究建议将行动策划凝练为稳定的空间治理

技术环节，将末端的社会共治提前至设计规范和修订审批的前端，使街道公共空间的价值能够被重新认知、创造和使用。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carrier of urban public life, street public space’s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been a vital assessment target for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over the years.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of street space includes plann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co-governance. I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various actors such as municipal and district-level functionaries, streets, communities,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itizens. 
In this context, people’s sense of access to street life has become a strong value orient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govern, yet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ame policy goal by different actors in reality.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 
being questioned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interactions in public spaces and how to reach a governance 
consensus. Using the example of programming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spaces in New York’s street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different actors construct a 
process of commonality, mutual knowledge and feedback, and finally consensus in the process of action experiment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programming 
has an essential value in correcting the spatial rights, sense of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users. It can also contribute authentically and effectively 
to the protection of local interests, and disseminate local culture and ideas. In bridging the structural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ance of street 
public space and the public seg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suggests condensing programming into a stable technical aspect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advancing 
the end social co-governance to the front of the approval of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revisions, so that the value of street public space can be re-perceived, 
created and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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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11 月，习总书记在上海杨浦滨江街道公共空间考

察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为我

们在新时代推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提供了新起点。面对新时

期社会治理背景下公共空间治理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和

“精细化治理”等发展目标 [1-2]，亟须从公共领域治理群体的

多样性和使用群体的差异性角度出发，思考具体的技术性保

障路径 [3-6]。这需要城乡规划从物质空间规划向以人为本的社

会促进型规划转变，并不断拓展规划技术边界 [2,7-9]。

街道是人民有序参与治理、享受品质生活 [10] 的重要公共

空间，它将城市各类空间要素如公园、广场、建筑群等串联起

来。推动街道从交通空间向人民日常生活转型，不仅需要从规

划编制、实施提升等实践领域着手，更需要在包容社会差异、

理解多样化需求、尊重街道特征化发展 [11-13] 等方面达成共识。

为此，市／区级政府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

市民等不同行动主体需要不断进行一系列短时周期性的行动

试验、知识共享、协商协作，就公共空间使用的权责逐步达成 

共识 [14-18]。

规划领域的已有研究提出可持续性的合作型动态规划、

倡导式规划和交往规划，重视公共空间的使用者，尤其注重代

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以达成社

会共同遵守的契约；另外，已有研究将规划看作一个为建立共

识而促进社会合作的过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对不同利益

群体共识的内容和条件进行评价。街道公共空间的治理现状研

究多从社会自治 [19]、沟通协调 [20]、法律程序 [21]、网络关联 [22]

和社会公正 [6,23] 等方面评估，解释了街道公共空间需要社会

共治的原因，但尚未深入探索公共空间共识的认知和实践路

径，因此在探索如何发挥人民城市的主体力量、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具体技术路径上受阻。

1  中国街道公共空间竞争式治理和公共权益的受损

1.1  单向指令式下依各部门职能目标展开的街道建设项

目的竞争
街道在空间形态上是连续的，但空间管理职能分散于自

然资源与规划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管理局、人

居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交通警察局、

电力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图 1）。一

方面，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权属，依据地方政府管理文件、

法规条例，结合城市道路交通、城市街道景观风貌、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户外广告设置、公园绿地、电力电信、地下

管网等内容，制定了各自的规划建设标准和指令性文件，形

成了政绩考核指标，通常将治理成果与指标完成度、管理执

行严苛度挂钩 [3]。这一过程将街道公共空间的治理简化为针

对考核指标的多个建设项目，以单向指令的方式进行项目建

设，而由于不同职能部门对治理的目标和内容缺乏共识，实

践中各部门难以突破各自的职能目标。以街道绿化为例，上

述职能部门的工作分别聚焦在规模指标、种植形态、功能定

位、生活便利和日常维护等方面，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存在标

准和指标的差异，但不同职能部门的治理内容仍从各自的标

图 1  各行政职能部门街道治理职权范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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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指标出发，与街道本身存在的问题背道而驰。例如：就

市级城市街道提升项目类型而言，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注重

对历史与美景资源丰富的街道进行建筑修缮和高度控制，项

目类型包括历史街区、滨江大道、景观大道等；城市管理局

则关注街道品质和街道摊贩的跨店经营行为管控，项目类型

有街道建筑的外立面改造、道路绿化改造、建筑照明亮化提

升、环卫设施规范化建设、蓝天保卫行动、摊贩整治改造等；

社区治理的重点则是内部居民之间的矛盾和解、社区生活设

施标准化改造等。另一方面，各职能部门在具体的工作中习

惯以职权范围边界为由，在项目主导权上竞争，从而造成治

理项目本身的竞争性远大于项目执行的联动，项目内容之间

关联度低且重复建设。如历史街道更新项目、滨江景观大道

提质项目、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常常在地块上重叠，工作内容

却无法同步推进；又如历史步道的建设内容只解决历史建筑

和街区肌理问题，路面改造不能包含地下管网的综合改造、

环卫设施的增建等内容，甚至一座公共厕所因被列入不同项

目而被连续改造三次，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图 2）。

1.2  治理缺乏试错机制，导致公众使用街道公共空间的

多样性权益受损
由于地方政府对治理成果的评价仅与量化的标准和管理

的执行严苛程度相关，缺乏试错机制 [3]，导致公众使用街道

公共空间的多样性权益受损。首先，各职能部门为减少失误

和行动失败的概率，通常会选择已经具有丰厚政治资源和文

化资源基础的区域来完成上级指令 [24]。如此循环，市级街道

品质提升项目往往将大部分建设资金投入数量仅占 1% 的示

范性、门户型城市主次干道，频繁提升和细化其建设指标 ；

而那些亟待依据公众需求提升的绝大多数日常生活性街道则

因“先天资源”不足，跨店经营、居民种植和晾晒等行为造

成的高试点风险而被政府及其各部门忽略，导致公共资源空

间分配失衡加剧，公众使用街道的多样性权益也被不断简化。

其次，在少数的“示范性”街道的建设中，街道使用的具体

且多元的需求很难被允许。如上所述，职能部门选择简化目

标并制定各种标准以回避差异性街道使用需求。长期积累下

来，街道的公共空间建设内容与人民诉求长期脱节，使得

非正规性占用和“空间战术”等方式成为满足街道日常使用

的主要出口，街道空间成为使用者长期博弈的“战场”，加

剧了公共空间的无序和滥用。在不断的举报、纠纷、争吵甚

至斗殴中，街道使用者公共权益得以界定。例如：在历史街

道的建设过程中对老城区居民晾晒问题的忽视，直接导致居

民在新修建的仿古墙面、镂空的砖瓦间和街道内晾晒衣物、

鞋子和食物，引来公德争议；对地方季节性夜市需求的忽

视，导致商户占用人行道经营，引发居民投诉；老旧小区改

造中对老年人休憩需求的忽视，致使老年人私自占用社区景

观绿地和广场，不断引起邻里纠纷 [25]（图 3）。再次，公众

对公共权益认知的局限性也导致其无法合理有效地行使权力

注：从左到右分别为住建部门主导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人居环境部门主导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城管部门主导的厕所革命改造项目。

图 2  同一地块同一公共厕所被不同项目连续改造三次

注：从左到右侵占主体依次为共享单车企业、商场业主、邮政部门、电力部门、摊贩、底层商户、居民。

图 3  不同主体的使用需求被忽视导致的侵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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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权，包括老年人、儿童、周边商户、摊贩和其他弱势群

体对空间的使用权，以及公共预算决策知情权、公共治理参 

与权等 [26]。

2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在公共空间研究领域中，街道公共生活的恢复一直是一

项重要研究内容，本文研究也聚焦于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使

用过程。就全球发展的基本经验来看，巴塞罗那在其固有的

城市形态背景之中深化了集会场所的公共空间和建筑设计，

伦敦通过非政府组织建立多元主体平台进行介入和治理，以

回应使用者需求，但两者都面临着对政府计划的妥协和对公

共资金的依赖等挑战，难以实现紧缩时期的连续运作 [27]。东

京都市圈的实践关注社区成员及其使用的街道，开创了地方

化街区营造举措，但仍缺乏针对街道系统性使用过程的研

究。纽约经历了街道使用者抵制拆除重建类项目的漫长过程，

街道空间的公共性一度饱受质疑，尤其是 2000 年后，街道

使用者甚至反对任何街道公共空间的建设项目 [28-29]。而后从

2007 年开始，街道空间治理转向增强使用者需求交互的探索

和实践，在实践领域一直延续着阿伦特（Hannah Arendt）、

雅各布斯（Jane Jacobs）、怀特（William Whyte）等在公共生

活领域中的行动主义风范。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将人从自然

生命和私人领域中超拔出来进入公共生活领域之中，由此构

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30]。纽约的空间治理过程着眼于各

类行动主体对人群需求特征的挖掘、基础性共识的达成，以

及为包容社会差异和保障多样化需求而对使用权边界进行的

修正。反观我国街道公共生活领域中多元主体竞争的现状，

纽约街道治理经验更能解释如何促成普通市民参与低成本街

道治理的过程。

3  纽约街道公共空间的行动策划治理（2007—
2020 年）

3.1  纽约街道公共空间行动策划治理背景
传统的纽约街道空间治理路径是在与几乎全部居民达

成共识之后才开展的单向项目建设，这使得公共空间的修

正性裹足不前。直到 1985 年纽约公共空间项目（Project for 

Public Space），美国才正式开展“所有使用者的街道”研究，

并在此后的 10 多年间培育了大量公共人，包括非营利组织

和个人。他们积极行动，推广“全年龄层和能力的使用者”

和“新的交通改革倡导模式”等街道治理理念 [31]，并发起

了纽约街头治理运动，其治理目标包括 ：根据居民的需求增

加道路的人行活动，激活步行广场和街道公园，支持当地社

区将居民与街道资源联系起来，庆祝街区文化和多样性，鼓

励居民使用街道公共空间等。因此，纽约市于 2007 年发布

了《纽约战略计划》，将街道治理方向从交通导向转向安全、

绿色、可持续导向，并以行动策划为主要方法，探索有助于

公众理解、易获公众支持和推动改造的内容和协商程序，同

时摸索突破职能部门知识壁垒和行政边界的工作路径。自此，

纽约对于街道角色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比政策执行和内

容建设本身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达成更多的交互

关系以形成基础性共识 [29]。

3.2  行动试验促成参与治理主体基础性共识的达成
纽约针对在街道内、跨街道、城市内等不同尺度街道所

产生的公共性问题，大胆展开了月度、季度和年度周期内的

单日和多日行动试验，试图达成不同人群、组织、管理部门

等参与行动主体之间的基础性共识。行动主体的凝聚过程可

分为四种类型：内部群体聚集型（下称 I 类）、地方组织连接

型（下称Ⅱ类）、社会技术支持型（下称Ⅲ类）、城市共同缔

造型（下称Ⅳ类）[32]（图 4）。每种类型的过程都包含不同的

社会行动内容，在各类行动试验中，街道不再是连接各个功

能点的交通空间，而是交通空间、交易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复合。

I 类行动策划主要是在街道内进行清扫（Clean Ups），

举办健康博览会（Health Fair）等，通常是一次性活动，在

封闭街道内单日完成，使用的是社区内部道路、支路和停车

位等公共空间。其参与行动主体包括社区内热心邻里、育儿

家庭成员、老年人等。I 类行动策划基本在保持环境卫生、

保护家庭友好和邻里健康方面得到共识。

Ⅱ类行动策划是在街道内的游乐街（Play Street）、一日

广场（One Day Plaza）、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等进行

的周期性治理行动，通常使用次干道、广场、高架桥下、学

校附近支路等公共空间。除就老幼群体使用需求达成共识外，

行动试验还进一步联系到居民、小微企业主、摊贩、本地农

民和渔民等街道的不同参与主体，就其在街道售卖本地绿色

食物的行为和周边街区利益群体展开试验讨论，使其在宣传

本地食物、发扬本地生活文化、帮助儿童成长等方面逐步达

成共识 [33-36]。

Ⅲ类行动策划治理行动跨越街区，如街道漫步（Weekend 

Walks）、季节性街道（Seasonal Streets）活动等，使用重要地

方文化地标周围的主次干道以及公园和广场。行动内容包括

本地图书馆组织的读书日，举办本地美食文化的比萨节、啤

酒节，以街头艺术为核心的街舞比赛等，有助于形成传播地

域文化的共识 [37]。

Ⅳ类行动策划在多方共商的行动策划下完成，夏季街

（Summer Streets）和地球无车日（Car Free Earth Day）等活

动使用城市主次干道和大型广场，形成了文化创造、环境保

护等共识（图 4）。在经过 100 多个街道漫步、夏季街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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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车日活动后，“纽约公共空间项目”已经把以汽车为主的

时代广场和几十段未充分利用的道路连接起来，形成了以行

人为中心的社区中心（图 5）。至此，街道不再只是连接各个

功能点的交通空间，而是生活空间、交易空间、交通空间的

复合，街道生活开始回归。

3.3  共识上升推进对公共空间的共同界定
治理共识是就具体的街道治理问题通过反复行动试验展

开的动态博弈过程。纽约主要针对公共空间使用权益展开讨

论、争辩甚至冲突，在此过程中不断优化、提升和进阶共识，

参与行动主体因此能够创造出新的公共空间 [38]，共同保障居

民的公共使用权益（图 5）。在上述 I 类行动试验中，居民通

过协商在承担维护责任的同时获得了利用街道进行非营利社

区活动的机会，如通过铺地，涂鸦，布置装饰、城市家具、

灯光等方式，共同界定公共空间的边界。在Ⅱ类行动策划的

行动试验中，地方团体通过社会契约和地方条例，在沟通、

博弈和妥协中就利益分配的条件进行再限定，要求售卖者必

须具有本地属性，售卖本地绿色食物以获取街道盈利，居民

能从中获取所需的绿色食物和儿童成长的空间资源。参与行

动的主体扩大，促进了治理方向的转变，完成第一次共识的

上升 [39]。通过摆摊、搭帐篷、跨店经营、重新设计桥下空间

等方式，参与主体进一步界定了公共空间。在Ⅲ类行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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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参与行动主体的扩大推动了治理方向的革新，并形成了

“街道成为公共利益和本地文化认同”的第二次新共识。凭

借公众对其传播的文化理念的认同，文化公益组织获得公共

空间的使用权，并进一步通过街头表演等文化艺术活动创造

公共空间，尤其是地方文化地标周边街道的更改。Ⅳ类行动

试验基于街道大数据、公众参与度分析导向的城市绿色、环

保理念，完成共识的第三次上升。通过马拉松、骑行、街头

宣传、表演等推动城市主次干道和大型广场的再利用和重设

计（图 4, 图 5）。
各级共识的内容形成都需要通过建立社会协商、完善社

会契约、修订地方条例、寻求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式来

实现（图 4）。但并非每一次行动策划都能通过与新的治理

行动主体的磨合成功实现共识的上升，因为每一次共识的产

生和上升过程都需经历反馈阶段。为确认治理方向，需要不

断引入新的评估内容，如效果检验内容包括公共交通出行数

据和街道车速数据 [40]、新增街区就业人口、周边租金涨幅情

况、门店收入增加情况等 [41-42]，又如活动所需的管理执行人

数成本等（图 4）。此外，由于街区之间存在差异，街区内

的基本共识足以支撑街区内的街道行动即可，无须将每项行

动都上升到更高层级的共识，仅当行动需要达到更高层次的

社会共识去重新界定现有的公共空间使用方式时，才有必要

在参与主体间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治理共识。

3.4  基于街道使用者权益共识的政策修订
行动过程中所需要达成的共识是一个不断低成本试错、

反馈评估的循环过程，在共识产生之后，政策依此总结出

稳定的治理内容并自我修订，从而更好地指导下一次行动策

划。纽约市基于 10 余年的共识性治理行动实践经验，分别

制定了两项市级战略和三项街道治理战略。市级战略强调

公平性，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公共空间使用 ；街道治理战略

强调用短期的行动扭转长期的理念，即街道为人所用。修改

后的街道战略是为不同能力的使用者创造安全、健康、有经

济活力的空间环境。作为公共空间设计的目标，为各种能力

水平的人提供舒适的空间，并细化了使用群体的分类，强调

注：  图 5a 从上至下依次为社区内部道路、停车位、街道的路面和立面台阶空间的更改；图 5b 从上至下依次为交通三角地、学校附近支路、高架

桥下的重新使用；图 5c 从上至下依次为次干道、支路、广场的再次利用；图 5d 从上至下依次为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广场的更改。

图 5  行动策划对于公共空间的重新界定
资料来源：图 5b中从上至下第 1张、第 3张图片来自参考文献 [41]，其余为纽约交通局官方活动照片，详见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ycstreets/albums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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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儿童、老年人等使用街道并吸引其于此停留。据此，交

通局带头并联合多个职能部门，分别于 2009 年、2013 年和

2020 年发布多版《街道设计手册》（下称《手册》）[43]，以

指导街道公共空间具体治理事宜。2020 年，《手册》首次将

行动策划纳入街道设计的重要内容，明确鼓励和支持积极健

康可持续的街道生活方式，试图在行动中重建社会生活的关

联性。为确保行动策划的顺利开展和推广，《手册》详细介

绍了纽约各街道不同类型行动策划的程序，包括许可证办理

流程、适用的时间和地点、行动主体的具体要求等 [43]。例

如：举办农夫市集行动，要求行动主体为有记录的非营利组

织成员，并向纽约市市长活动办公室或公园部分别提出人行

道或公园内部道路的使用申请 ；此外，于此售卖的农民须

取得纽约州农业与市场部的许可，食物销售必须获得卫生 

部门许可等。

同时，《手册》还建议行动主体和社区指导委员会合作

（图 6），后者可协助调查当地消费偏好，收集本地季节性

农产品售卖信息，并通过展示潜在的经济效应以及提出最合

适的空间选址建议，争取到当地微小企业的支持。行动策划

作为未来街道设计的指导框架，保障了街道公共空间的使用

权益。

4  中国街道公共空间治理路径认知和建构

4.1  街道公共空间治理是对街道公共性共识的过程
街道公共空间的治理可以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也可以

相应地调整相关产权方的政策内容，但它更应该体现出普通

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诉求，并促进更多行动主体参与。城市

中的每一条街道都离不开周围社区居民、周边产权所有者、

街道门店经营者、基层政府的参与和管控。研究结论表明，

相关主体越多元，利益诉求越多样，公共权益概念就越复杂，

就越需要匹配街道自身的公共空间资源进行街道公共性问题

的交互，构建街道治理的理性框架（图 7）。纽约基于行动

策划的街道治理过程中，城市居民、职能部门、基层管理者、

新的空间运营主体、公益性组织等行动主体推进了公共性共

识的上升，而此共识成为公共权益修订的依据并不断循环，

最终完成了公众对公共空间的重新界定。可以说，其界定的

过程是不断试错、取舍、扬弃的。这一循环过程的价值在于

通过培育共识去回应地域街道特定的空间治理，并在不断包

容人民差异性活动需求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公共空间。这些公

共空间很难从既有的管理条例和技术标准中找到正确答案。

因此，纽约的街道公共空间治理更类似于一个不断探寻公共

性共识的过程，它将因时、因地、因参与主体不同所致的对

公共性的不同理解进行融合，培育公众的公共性意识，最终

促成公共空间的形成。这与我国十九大提出的“共治共建共

享”思想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就街道公共空间的治理，
图 6  社区指导委员会组织行动探讨会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1]

图 7  街道公共空间治理共识上升与公共权益的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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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规划师都需要积极思考如何与规划专业之外的其他行

动者达成共识，因为美好的城市街道空间的建成最终还需要

在不同行动者达成基本共识之上展开。

4.2  将行动策划纳入技术标准修订流程以保障公共空间

权益
当前我国街道治理侧重于管控条例和技术标准的制定，

一方面推动了街道视觉要素的类型、布局、尺度、比例等标

准化建设；另一方面历经数十年的文明城市创建、整治行动、

蓝天保卫战等城市品牌的创建，在国家层面搭建了提高城市

公众自身素质和公共责任意识的治理蓝图。但这两方面均不

能响应当下国家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目标，而对技

术标准的修订也很难真实回应人民使用空间的具体需求，导

致公共空间不断被私自变更和占领等（图 2, 图 3）。根据纽

约经验，最终街道公共空间的权益分为维护内部群体利益、

保护本地利益、促进本地文化传播和城市理念认同四个阶段

（图 7）。不同阶段包含不同的具体公共权益，如使市民在

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多空间便利和乐趣，身处舒适健康的非正

式交往环境，参与公共活动，免费体验城市文化等。这些权

益的获得发生在开发移交后的公共空间使用阶段，这不同于

土地开发阶段早期为保障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益给予开发商

容积率奖励的方式。开发奖励的主导权仅限于地方政府、产

权所有主体之间的互动，并未涉及上述治理行动主体的参与，

而且仅覆盖有限的既定公共空间，如商业建筑综合体、公共

建筑群（图 5）。将行动策划纳入技术标准的修订，可使相

关行动主体在行动试错过程中探索其权责边界，并促进各阶

段主体相互监督。以行动策划具体切入技术标准的细微处，

如将居民的街道使用频率、活动内容多样化程度、街道经济

力和街道社会教育力等引入技术标准实施评估的框架进行公

共价值的再次评价等，这有利于打破仅依托形态、功能等传

统技术路径的限制并拓宽其边界，更好地保障公共权益的同

时也会激发私有公共空间效用。

5  结语

街道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公共性作为其

核心属性毋庸置疑。如何面对街道公共空间使用者的具体需

求，一直是考核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然而在

中国面对干预多样化行动主体和匮乏清晰治理程序的双重背

景下，如何实现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共同理解，是一个困扰

笔者已久的问题。针对公共性的研究，很容易导向评价指标

维度建构或者倡导参与性规划这一系列热议领域。然而研究

开始之前我们还需理解 ：在中国，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到底具

有什么特质？我们如何得到这些结论？这需要一个广泛的研

究探讨期，包括公共性的共通、互识反馈、共识性的达成等

如何推进技术性内容等。鉴于此，笔者最终选择寻找行动策

划作为研究内容，希望在中国寻找到上下汇合路径，并将其

纳入街道社会自治的具体制度建设中，以期未来在不同城市

改编和整理现有的行动策划，并有机会通过上述的结论建议，

抓取更真实的本地经验，尝试新的行动实验。

本研究的整个过程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把控，同时仍期

待针对其他国际城市案例的研究回应本文结论，探究本文逻

辑的合理性。文中案例固有的价值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建设进行融合似乎还欠缺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内容，但是

从西方多年基于公共领域的发展脉络和实践经验来看，行动

策划的合理性及其公共人的培养已成为一种多方共赢的空间

治理路径。为弥补我国街道公共空间治理与公众互动板块的

结构性缺失，建议将行动策划凝练为稳定的空间治理技术环

节，将末端的社会共治提前至对设计规范和修订审批的前端，

使街道公共空间的价值被重新认知、创造和使用。而行动策

划如何融合补充我国现有的制图与规范体系，未来还需要进

行更具针对性的实证性探索研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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