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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Bodies into Urban Stud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Solving Urban Problems

身体 ：一个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

蔡少燕  陶伟
Cai Shaoyan, Tao Wei

摘要：身体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刻印体，身体与城市从一开始便密不可

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代城市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身体经历了

自由—沉睡—受压制—再苏醒—受破坏—重新认识的阶段。身体创造

了城市，城市的一切活动由身体出发，并经受身体的使用和检验。通

过对 26 种国际权威期刊 275 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 1994—2016

年间，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究积累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从身体

的视角研究城市，研究议题包括城市公共空间体验、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城市交通和建筑设计与城市布局等。二，从城市的视角研究身体，

研究议题包括移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肥胖的身体和特殊群体的身

体等。身体成为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和途径。

Abstract: Bod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ign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and they bound up with each other for hundreds of years.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o modern city,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the body goes through the period of freedom- sleeping-suppressed-awakened-
destroyed-understanding. Drawing on an overview of 275 papers published 
from 1994-2016 in 26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journals, this paper believes 
the body-city study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two levels. First, studying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ies, which includes urban public space experience,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urban transportatio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urban layout; second, studying the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es, which 
includes moving body, healthy body, fat body and the body of the special 
group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ody becom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and a way to study and solve urba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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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人文社科领域“身体转向”

的到来，人文地理学家开始关注身体（body）与具身性

（embodiment）的问题。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如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

身体研究是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 [1]。身体

是与人类最亲密的地理环境 [2]，它既是一个占据位置和场所

的实体空间，也是与情感产生关系最紧密的尺度，还是资本、

权力、社会关系流动的媒介，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被建

构起来的 [3]。因此，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包括生物性的身体、

社会性身体以及身体的存在状态，如病态、残疾态等。

以身体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城市，可以折射出许多城市问

题。城市本身从一开始便与身体密不可分，城市一切活动从

身体出发，并且经受身体的使用和检验。格罗兹（Grosz）

认为，城市为身体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性支撑 ；而城市的形

式、结构和规范，渗入且影响了构成身体表征的各种要素 [4]。

在身体被大众传媒管控和再现的城市中，身体的意义在表征

的层次被探究、转化、争夺以及重新铭刻。如克恩（Kern）

提到，城市将女性身体和性欲商品化，在城市的商业广告中，

经由男性凝视，女性身体被表征为城市自由和欢愉 [5]。相对

应的是，身体转而重新铭刻了都市地景，城市被制造成身体

的拟像。身体与城市的紧密关系引起了社会文化地理学者、

城市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学者的研究兴趣。当前的研究取向，

则将身体视为与权力和知识交织变化的客体，不仅如此，还

将身体视为人类行为实践的主体，从而开启了身体跨学科研

究的丰富场域。身体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刻印体，城市的发展

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 [6]。从身体和城市的视角

去观察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每一个时代，城市都与身体有着

不同的关系 [7]。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身体”意识萌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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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裸体来表达对城市的依恋，身体与城市建筑紧密结合。

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身体”意识苏醒，身体进入了

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视野和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视域 [8]。进入 20
世纪，身体与城市的碰撞愈加剧烈，从城市规划、建筑、宗

教和工业生产扩展至消费、休闲和医疗健康等领域，身体问

题已逐渐步入了城市的日常生活场景。20 世纪的身体，是

消费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和休闲的身体，是医学不断干预的

身体。在 21 世纪，虚拟身体激增、活体视觉探索日益深入、

血液和器官相互交换、生命复制能够被编程、机械与身体的

界限日益模糊，身体与城市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我的身

体不再是我的身体”[9]，质询、证明人的局限性显得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必要。于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议题出

现了，那就是“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相比于国外，国内城市研究尚未对身体给予应有的关注，

对于身体与城市相关性研究仍然缺乏。鉴于此，本文对 26
种国际权威期刊的 275 篇相关英文文献进行了梳理，旨在整

理身体与城市相关研究的主要议题，以期推动国内的相关工

作，为国内快速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提供新的研

究思路和视角。

1  文献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科学网（Web of Science）、爱思唯尔

（Elsevier）、科学指引（Science Direct）和威利在线图书馆

（Wiley Online Library）外文数据库。根据第 2015 版期刊引

证报告（JCR），选取其中收录的关于社会与文化地理类和

城市研究类的国际权威和高影响力的 26 种期刊（表 1），以

body、bodies、bodily、embody、embodiment、flesh、fleshy、

corporeality、corporeal 为关键词，在标题和关键词栏中，

与 city、cities、urban 分别组合进行联合检索，检索年份为

1994—2016 年（文献检索截止日期为：2016 年 12 月 14 日），

得到发表在这些刊物的相关文献和书评共 275 篇（图 1）。
由图 1 可以看出，1994—2016 年，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

究成果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3—2015 年是有关身

体与城市研究的高峰期，这三年一共发表了 92 篇文章。从

来源出版物看，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与

文化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理论、文化与社会》和《城市》

表 1  1994—2016 年 26 种期刊中与“身体与城市”相关的文献数量统计表

期刊 影响因子 数量 期刊 影响因子 数量

《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5.162 10 《对极》（Antipode） 1.915 8

《景观与城市规划》（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654 5
《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868 6

《地理学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206 3 《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702 20

《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70 5

《环境与规划 D 辑 : 社会与空间》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1.664 7

《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2.733 13 《社会与文化地理学》（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663 27

《健康与地方》（Health and Place） 2.441 7 《流动性》（Mobilities） 1.569 7

《地理论坛》（Geoforum） 2.397 9
《环境与规划 A 辑 : 经济与空间》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1.460 14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纪事》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291 8 《专业地理学家》（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407 8

《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275 8 《地域》（Area） 1.349 11

《地理学指南》（Geography Compass） 2.230 8 《城市地理学》（Urban Geography） 1.322 10

《文化地理学》（Culture geographies） 2.095 23
《性别、地方与文化 : 女性主义地理学杂志》

（Gender, Place &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1.180 11

《城市》（Cities） 2.051 18 《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 1.171 14

《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 1.931 6 《情感、空间与社会》（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148 9

注：影响因子数据来自第 2015 版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图 1  1994—2016 年的“身体与城市”主题的文献数量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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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期刊。其中，社会文化地理的著名刊物《社会与文化

地理学》发文数量最多，刊出身体与城市研究文献 27 篇；

其次是《文化地理学》，发文数量为 23 篇。这说明身体与城

市的话题主要来自于社会文化地理和城市地理领域的学者的

关注。不同的刊物，对身体的关注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例

如《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环境与规划 D 辑：社会与空间》

《性别、地方与文化：女性主义地理学杂志》《身体与社会》

和《理论、文化与社会》等刊物发表的论文主要侧重于对身

体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理论的探索；而发表在《城市研究》《国

际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杂志》《城市地理学》和《景观与城

市规划》等刊物的论文则更注重于探讨身体与城市规划的关

系。从发表文章数量排名前十的学者来看，罗宾·朗赫斯特

（Robyn Longhurst）关注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贝森·埃文斯

（Bethan Evans）研究健康与肥胖的身体；刘易斯·霍洛威

（Lewis Holloway）关注身体与食物的联系；伊莎贝尔·戴克

（Isabel Dyck）侧重于对残疾地理学、身体与认同、家庭照料

和保健的研究（表 2）。
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究始于 1970 年代，有学者研究城

市的性别差异与主体性的话题。随着巴特勒（Butler）表演

性理论的提出，城市语境下的性取向和同性恋社区的发展过

程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自此，地理学者开始进一步探讨身

体空间及其意义。麦克道尔等人（McDowell et al.）以伦敦中

心银行业的办公场所为背景探讨了性别化和性取向化的空间

对身体规训的作用（如着装、塑形、发型、化妆、姿态和自

我表达的风格等）[10,11]。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有关身体与城

市的研究话题已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从最初的性别研究逐渐

扩展至多个领域。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从身体的视角研究

城市，包括城市公共空间体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交

通和建筑设计与城市布局等四个身体与城市的相关性比较紧

密的研究主题，还包括城市日常生活、城市生态系统、城市

暴力与冲突和城市空间隔离等四个身体与城市的相关性比较

弱的研究主题 ；从城市的视角研究身体，包括移动的身体、

健康的身体、肥胖的身体和特殊群体的身体等四个城市与身

体的相关性比较紧密的研究主题，还有消费的身体、性别化

的身体、种族化的身体和作为压迫交织的身体等四个相关性

较弱的研究主题（图 2）。

2  身体与城市的研究主题

2.1  从身体的视角研究城市

2.1.1  城市公共空间体验

城市公共空间既是市民认知城市、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

媒介，又是承载和促进城市生活的重要舞台，也成为塑造人

的重要介质。城市公共空间体验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方面，侧重于探讨城市居民是如何通过骑行 [12]、跑步或散

步 [13]、轮滑 [14] 等身体运动的方式来感知和体验城市各类公

表 2  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十的学者

作者 数量 研究话题 研究机构 机构国别

罗宾·朗赫斯特（Robyn Longhurst） 11 身体与空间的关系 怀卡托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 新西兰

贝森·埃文斯（Bethan Evans） 10 健康、肥胖的身体 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英国

雷切尔·柯尔（Rachel Colls） 7 肥胖的身体 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 英国

刘易斯·霍洛威（Lewis Holloway） 7 身体与食物，农业，农村 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 英国

戈登·维特（Gordon Waitt） 7 性别身体 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澳大利亚

伊莎贝尔·戴克（Isabel Dyck） 5 身体与残疾、关怀和保健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大卫·比塞尔（David Bissell） 5 身体与家庭、移民和流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迈克尔·莱弗里特·多恩（Michael Leverett Dorn） 5 身体政治 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 美国

帕尔·海丝特（Parr Hester） 5 新医学地理学，健康身体 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 英国

约翰斯顿·琳达（Johnston Lynda） 5 性别化身体，身体与旅游 怀卡托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 新西兰

图 2  身体与城市涉及的研究主题

http://www2.hull.ac.uk/science/gees/staff/hollowa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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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的。例如，琼斯（Jones）通过自己在英国伯明翰骑自

行车的经历来探讨自行车骑行者如何运用身体去感知和重塑

城市体验。由此发现一方面身体使得每个人对城市的理解总

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另一方面城市为自行车骑行者提供了

宽阔的舞台 [15]。身体在这里作为体验世界的核心，成为人们

体验世界的手段和主观跳板 [16]。除了对城市的不同认知和感

知，人们对城市的记忆和情感也被空间化在城市的公共空间

之中 [17]。在情感空间上，身体是与情感产生关系最紧密的尺

度，即身体是情感的载体，被情感影响也反之展现个人与社

会、空间的情感联系 [3]。在城市公共空间行走的身体常常会

产生某种特定的情感体验。例如，米勒（Miller）对阿根廷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购物中心消费者的情感体验进行研究，

发现购物中心不仅仅是购物的地方，更是一个消费者的情感

治疗空间 [18]。克拉夫特（Kraftl）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出发讨

论英国的 59 个另类教育空间等非主流教育场所如何影响儿

童的情感体验 [19]。另一方面，则侧重于探讨城市居民是如何

借助身体对公共空间进行主动创造、生产和塑造的。例如，

圣布兰卡等人（Saint-Blancat et al.）探讨居住于意大利的菲

律宾移民是如何通过仪式和身体展演在帕多瓦街道上，创造

属于自己的临时神圣空间以庆祝他们的宗教活动的 [20]。再如，

赫罗尼斯（Chronis）对在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公园游客和导

游的身体参与空间生产的策略进行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种空

间生产策略，分别是空间化、安置和管理 [21]。通过这些身体

空间策略，旅游地成为游客和导游身体体验和共同表演的一

个文化舞台。由此可见，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仪式表演行为

对于塑造和建构城市公共空间起到重要的作用。身体是塑造

空间的重要力量，而发出 声音是身体塑造空间的关键方式。

声音流和脉冲的节奏为人们提供内心体验，从而动员人们采

取相应的行动塑造空间，这种声音有助于动员人们去颠覆和

重现特定的信仰、主体和地方 [22]。

2.1.2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依托载体。公

共服务设施资源分配是否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是反映城

市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其空间可达性和配套问

题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中心议题，也是国外城市地理

学研究热点之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作为身体与城市联系的

媒介，其配套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城市居民各种各样的身体

需求。因此，从身体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

套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与身体产生直接联系的卫生服务设

施——厕所，是衡量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和体现城市形象的

重要窗口。有学者通过对印度孟买当地居民日常上厕所的时

空状况进行节奏分析和长期观察，发现因身体基本生理需求

与公共厕所配套不对等所产生的矛盾是促使当地出现公开排

便（open defecation）现象的真正原因，并建议城市规划师

通过研究居民身体的感官体验、生物钟节律、实际生理需求

来制定基础设施配套方案 [23]。此外，剧院和地铁等公共场所

的座椅配套也需要按照身体尺寸进行设计。除了卫生服务设

施，交通设施的配套也是学者重点关注的。例如，有学者通

过研究自行车骑行者在通勤过程中的身体感知，发现了城市

自行车交通系统配套不完善的问题，从而提出需要加强完善

自行车基础设施配套的建议 [24]。身体是城市体验的工具，而

城市被制造成身体的拟像。西方城市研究学者从身体、城市

与基础设施所形成脂肪流动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身体和城市

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马文（Marvin）认为城市新陈代

谢的隐喻概念对于理解城市的脂肪流动性有着重要意义。他

重点强调基础设施中的脂肪问题，尤其关注美国城市的下水

道因脂肪嵌入所导致的堵塞问题，最后他提出身体、城市和

下水道脂肪问题的解决策略，包括去除、预防和接受沉积的 

脂肪 [25]。

2.1.3  城市交通

城市交通研究主要包括对步行、骑行和驾车等不同交通

方式的身体技术策略使用，在通行过程中身体与城市交通空

间环境的互动、认知和体验，以及对道路通行规定和交通出

行权利等话题的探讨。骑自行车的交通方式有助于人们更好

地理解其周边的环境，让人们从无知觉的汽车中解放出来，

重新认识和感知城市环境。美国太浩湖地区政府对此方式积

极倡导，然而当地居民在实际骑自行车通勤的过程中，发现

该地区仅设置了汽车道和人行道，并未设置自行车道，这严

重影响了交通出行权利的平等和公正，从而限制了身体的自

由体验。因此，学者强调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自行车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改变道路通行权利的不平等状况 [24]。此外，不同

交通方式的移动主体所使用的身体技术策略也是学者重点关

注的。布朗（Brown）对苏格兰东北部山地的 17 名骑行者和

17 名步行者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主要探讨不同移动主体

在相遇过程中如何利用身体释放信号，从而对通行空间进行

协商，以减少彼此的碰撞。步行者和骑行者在通行过程中的

空间协商往往依赖于日常生活实践和微观的身体实践，如身

体移动速度的控制、情感和感官的调节、身体发声清晰度的

提高等 [26]。相对于驾车，骑自行车和步行都是一种绿色环保

和可持续的交通方式。然而，城市交通出行政策的制定往往

只考虑到汽车通行，缺少对步行和骑行的关注。步行者的行

走经历和感官体验可以为城市步行交通设计提供重要参考文

本和城市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补充，从而有利于对步行这种

绿色交通方式的鼓励和宣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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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建筑设计与城市布局

身体之于建筑，具有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从古罗马

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开始，身体问题一直是

建筑学领域的核心论题。“身体”在建筑中应用视角的转变，

直接影响着建筑学的发展方向。身体的比例、感受等之于建

筑设计都是相当密切的，从《建筑十书》《走向新建筑》到

《建筑的永恒之道》等著作，无不体现出身体对于建筑的重

要意义及身体与建筑之间的紧密关系 [28]。在某种意义上，身

体已经成为当代建筑与社会的关联媒介。建筑透过身体承载

着社会对建筑及空间的需求，而建筑及空间的设计又通过身

体反作用于社会 [9]。现代城市生活的快速发展、大众媒体（如

电影电视等）的出现、人们对城市道路畅通以及移动速度的

追求、新科技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接触恐惧等现象都从生

活的方方面面剥夺了人们的感官。而这种感官剥夺，体现了

身体的缺席和身体活动能力的减弱。在规划和建筑实践中，

现代设计师仍未能将身体感受结合到实际的规划设计当中，

使得现代城市建筑和规划千篇一律、呆板和单调。这样的结

果是，住在城里的人需要通过旅游和户外活动去满足他们各

种各样的感官体验。西方文明长久以来相当看重身体的尊严

以及身体的多样性 [7]。城市规划师在项目设计时，常常把自

己的身体当作一种研究工具，借助自身的身体进行实地的丈

量。例如，斯威特等人（Sweet et al.）通过对纽约、墨西哥

和巴塞罗那三个城市的 10 名女性主义规划师的调研，发现

规划师通常重视公共空间的规划，而对私人空间缺少规划，

导致性别暴力的问题产生，如将身体引入到城市规划中，身

体有潜力成为动态和复杂信息的来源，有利于社区安全和解

决妇女使用空间的不平等权利问题 [29]。桑内特（Sennett）在

《肉体与石头 ：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著作中对身体与城

市规划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描述。例如，在罗马哈德良皇帝

（Emperor Hadrian） 时代，身体几何对称的观念被转译为都

市设计；在现代城市，诸如“血液循环”的医学发现，转化

为都市设计里的类比，如通过城市的“动脉”与“静脉”来

改善交通循环，以促进城市的健全成长 [7]。自此以后，很多

城市规划学者以身体图式的空间演绎法去规划设计城市。

2.2  从城市的视角研究身体

2.2.1  移动的身体

自 21 世纪初西方旅游学者提出“移动转向”以来，其

他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关注移动和移动性问题 [30,31]。人类在

空间上的移动一直是人文社科领域重点关注的话题 。移动

为理解空间如何被差异化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32]。身体作

为一种书写的工具，在移动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和生产差异化

的地理知识 [33]。例如，人类身体的移动所留下的空间轨迹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沉淀为特殊的人文景观 [34]。纽约女同性

恋者通过身体的移动来定义和构建自己的生活空间，并开拓

属于自己的同性恋社区和邻里关系 [35]。移动地理学为移动的

身体实践提供了强大的分析透镜 [36]。游客和导游往往成为移

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在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公园内，

导游充当着编舞者的角色，通过移动的身体实践，将多元文

化带到每个地方，巧妙地将身体和地方结合在一起 [21]。学者

对移动身体的关注，除了探讨城市的整体布局对身体的移动、

运动和流动的影响，还关注城市空间对身体行为的规训与引

导。例如，瓦因曼等人（Wineman et al.）对参观博物馆的游

客的移动模式进行研究，发现移动模式受到博物馆的可进入

性和可见性的空间布局的影响，策展时的各种空间引导标识

和运动构成了一定的“空间话语”，从而影响参观者对博物

馆展览的理解和认识 [37]。其中，所涉及的移动政治主要关注

主体在移动过程中其身体是如何被规训和控制的 [38]。

2.2.2  健康的身体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工厂生产的专业化、关怀工

作的商品化和家务劳动的代理化使得现代人拥有大量的休闲

时间，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健康身体模式的追求。

城市人口的高度集聚、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为养生、

健康护理和健康食疗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同

时，有学者探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如何对跨境健康照护服

务造成影响 [39]。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有学者开始尝试解

答人们热衷身体消费的真正原因。加特莱尔（Gatrell）[40] 和

安德鲁斯等人（Andrews et al.）[41] 强调建成环境所固有的性

质——流动性和行走性对于健康治疗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治疗

价值和效果。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环

境危机，其中环境污染是中国的一项重大问题，其对身体造

成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学者从原来集中关注人们对于身

体健康需求而进行的身体消费，逐渐转为关注城市环境与身

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健康不平等”的新概念 [42]。

健康不平等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在不

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对于弱势群体

的影响尤甚 [42]。许多学者开始尝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

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董关鹏等人 [43]、

皮尔旺等人（Pierewan et al.）[44] 通过研究环境质量的社会空间

分布现象，创建城市身体健康分布的空间模型和变量。有学者

从地理的角度研究环境风险在空间和社会上的分布状况。马静

等人对北京居民认知的环境灾害和居民健康状况进行大规模

的调查，探讨灾害、健康和地理脉络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

揭示了环境灾害与健康具有强关联性 [45]。健康的社会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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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状况除了与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住宅特征有关，地

方环境的邻里效应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健康不平等的话题

已经延伸至整个人生的生命历程，从新生儿到老年人 [46]。如

何通过建模来解释小区域健康不平等的现象也成为一个重要

话题。最近学者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有些学者将

弱势群体产生的精神健康问题与邻里剥夺联系起来 [47]。还有

些学者认为积极的环境如绿地空间有利于缓解消极的精神健

康问题 [48]。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出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已采取各种措施和出台各项政策，但仍需关注环境污染与健

康不平等的问题，避免弱势群体在生命生存方面受到来自自

然和社会的双重压迫。

2.2.3  肥胖的身体

肥胖的身体研究主要包括对致胖环境、肥胖身体与食物

之间的关系、肥胖身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肥胖身体

被污名化和病态化等问题的探讨。肥胖身体与建成环境存在

着某种复杂的关系 [49]。例如，格思曼（Guthman）从肥胖的

批判政治生态的视角出发讨论身体肥胖症的成因，批判了以

往研究所认为的环境中部分化学物质和毒素容易导致身体变

胖的观点，强调需重视对肥胖身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探

讨，以避免落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 [50]。克奥尔斯等人（Colls 

et al.）通过对肥胖地理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讨身体

与环境是如何进行互动以及身体为何肥胖等问题，发现致胖

环境是使肥胖身体问题化（产生疾病等）寻找合理的话语空

间的环境 [51]。此外，身体的肥胖与食物本身也有着密切的

关系。最近几年，食物和健康是如何与抗肥胖运动交织在一

起成为学者研究身体政治的重要话题 [52]。例如，莫纳亨等人

（Monaghan et al.）认为身体的肥胖是由于现在社会流行的

肥胖话语所建构起来的，或者是生物医学工作者对肥胖的简

单定义 [53]，但是也不能忽视食物政治。身体的肥胖与食物、

环境都有密切联系。肥胖的身体与食物政治、身份认同和主

体性的话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地理学者应该加强对身体肥

胖、健康、食物与环境等的深入研究。

2.2.4  特殊群体的身体

城市公共空间往往成为特殊群体活动的重要场所，特殊

群体在公共空间中受到异样眼光、别样关怀，也常常受到社

会排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流落在城市各处的贫困群体，

由于他们的身体经常被贴上“符号性的折磨”“身体是受污

染的”和“身体携带着各种疾病”等标签，因此成为城市形

象提升过程中被清除的目标对象 [54,55]。公共空间既是他们的

生活场所，也是他们发出声音诉求和抵抗的地方。这些特殊

群体包括同性恋者、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吸毒者、无家可

归者和难民等。研究特殊群体在城市的空间经验，对于理解

他们在社会与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他们的福利，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大城市地区存在的无家可归者问

题较为普遍。许多无家可归者缺乏的并不仅仅是金钱与住所，

更重要的是在物质满足中找到归属感和尊严。对于一无所有

的无家可归者来说，身体是他们最后的资本，是他们与外界

日常协商的地方 [56]。例如，达亚等人（Daya et al.）通过对南

非开普敦的无家可归者进行跟踪调查，探讨无家可归者在身

体、收容所和地下酒吧这三个微空间中是如何受到社会排斥

从而丧失归属感，又是如何通过身体实践活动（饮酒、睡觉、

吃饭和烹饪等）来创造属于他们的边缘空间和情感空间（地

下通道，海滩和酒吧等），从而找回他们的归属感 [57]。无家

可归者善于利用身体实践创造属于他们的城市空间，而吸毒

者则利用各种身体技能顺利地躲避警察的干预。例如，马林

等人（Malins et al.）对澳大利亚墨尔本 CBD 女性吸毒者的身

体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女性吸毒者如

何通过利用城市的各类建筑空间躲避警察的干预。研究发现

建筑空间形式决定了空间的可进入性，女性吸毒者通常选择

比较隐蔽的地方，如装载湾、小巷子和街道阁楼等，将身体

折叠进入城市空间 [58]。另外，城市中的某些空间似乎天然就

是男性化或女性化的。例如，厨房和酒吧，在夜总会这样的

微空间中，存在着性别的空间划分和空间占据现象 [59]。此外，

不同种族的身体也在城市这个大熔炉中上演着各种身体的相

遇。例如，洛博（Lobo）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讨澳大

利亚达尔文城市的公交车或公交站换乘中三位斐济女土著与

达尔文当地人不同种族间的身体互动 [60]。

3  结论与讨论

城市为身体提供最根本的物质性支撑，身体是城市文明

发展的刻印体，身体与城市从一开始便密不可分。本文通过

对 275 篇西方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从身体的视角看城市，

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活力；从城市的视角看

身体，可以更微观地聚焦各种不同的人和群体。具体而言，

1994—2016 年，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上

升趋势，研究议题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从身体的视

角研究城市，包括城市公共空间体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城市交通和建筑设计与城市布局。第二，从城市的视角研究

身体，包括移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肥胖的身体和特殊群

体的身体。总的来看，身体地理学在西方地理学界蓬勃、持

续发展，其研究话题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推陈出新。它为

研究和分析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关注独特城市经验

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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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就，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经

历了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城乡建

设日新月异，住房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大幅度提高。当然，

随着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大城市病、老龄化、

生态危机、文化遗产破坏、农村空心化、城乡差距悬殊等。

现有的城市研究大多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面对城市日益

严峻的环境恶化问题，积极的身体活动在预防和改善慢性疾

病方面发挥着显著效益。因此，以促进身体活动为导向的建

成环境设计研究，是充分发挥建成环境在保障和促进人的健

康方面的关键，而关于建成环境—身体活动之间关系的探索，

则应当成为规划学科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61]。面对交通

拥堵且道路通行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身体的城市体验和感知

有助于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文本。此外，处

理移民的城市体验和城市认同问题，城市的空间区隔问题，

与性别、种族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剥夺和排斥问题，公共

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错配问题等，都可以从身体的视角

去分析和讨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相对缓慢增长的新常态，

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探讨新

常态和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乡规划的发展路径，就成为

当前中国城乡规划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身体问题的研究是

认识城市的关键，是建构差异化城乡发展路径的根本所在。

西方学界从各个方面对身体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从关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到关注体验、审美、城市认

同等情感追求，再到社会公正、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等作为

人主体性的诉求。身体是人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作

为最小的空间维度，身体首先反映出人性的物理状态，同时

充分体现了城市对人身体的作用。由此，身体为探讨城市

问题和实现人的城市化目标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对比西方研

究，现阶段国内的研究对城市发展过程中许多微观人文现象

的关注不够，尤其是对“人的城市化”的研究还很缺乏。当

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城市化”走向“人的城市化”的关

键时期，中国城市的转型从重点关注经济发展和空间拓展转

为关注快速变化的城市中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和多元化生活 

经验 [62]。城市化进程中人这一主体不总是被安置在地方之中，

而且是具身，主体具有某种厚重的物质性，人的主体性是在

物质实践与话语实践的多重定位中被创造出来的 [63]。身体不

能被当作某种封闭性实体，身体在不断地与别人接触，为创

造主体提供了基础，认识身体可以更近一步地认知主体。主

体和人这个主体性扎根在身体这一空间之家，城市里各群体

通过身体去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因此，身体是

研究城市化相关论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和空间关系为持续研究“身体和城市”的关系提供了富有

成效的场所。中国的城市是研究身体、情感和情绪如何由政治、

伦理或被强大的精英操纵而产生提供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

重要资源。具身性、情感和情绪在理论上和实证上为研究中

国人参与城市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加强身体与城市的本土

实证研究有助于摆脱对西方理论和实证的过度依赖 [64]。此外，

由于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一些在

西方国家已出现的城市问题，如同性恋社区问题，在中国尚

未出现。作为一个发源于西方语境的研究领域，西方身体地

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也是值得继续探讨和

深思的问题。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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