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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艺术介入下的城乡空间规划设计

[编者按 ]近年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都市空间无序蔓延、生态环境恶化和城市风貌丧失等问题，已在一定程度影

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市民的公共生活品质，如何赋予城市文化内涵，让人们诗意地栖息，成为城乡规划者和艺术家共同探讨

的话题。在此背景下，艺术作为一种城市再生与复兴的手段和重要策略，已被广泛运用于城乡规划建设中。一些国家与地区通过

艺术介入空间的形式，将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与环境特征融合在一起，实现艺术与空间的互补，彰显艺术的独特之处及人文精神，

营造出具有“场域精神”的公共环境，实现“艺术让城市更美好”的目标。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艺术介入下的城乡空间

规划设计”为主题，选发一组文章，对“艺术流”在城市空间塑造中的作用与形式、结合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

策略、艺术城市的构建策略及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策略等进行探讨，希望能为艺术介入城乡空间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动态与人本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塑造：

“艺术流”的力量

□　祝　贺，唐　燕

[摘　要 ] 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艺术在推进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激发创新驱动和重塑城市空间形态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城市中文化艺术要素的交换、转移和集聚现象，指出“艺术流”是一种可以左右城市空间利用
和形象特征创造的特殊力量，由此从动态与人本视角探讨了“艺术流”塑造城市空间环境的多元途径，进而提出利用“艺术流”
提升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举措和相关政策保障，以期为艺术介入环境空间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城市流；艺术流；城市空间；规划设计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8-0005-07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Creation Of City Space From Dynamic And Human Angle: The Power Of Art Flow/Zhu He, Tang Y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and city morphology recre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change, transi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arts in cities, indicates the art fl ow is a power that impacts the use 
of image of city space, discusses various ways of art stream working on city space and environment, proposes relevant design 
measures and polici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art involved environmental design.
[Key words]  City fl ow, Art fl ow, City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充分表明文

化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迈入升级、转型与融合

的新阶段。在联合国发布的《创意产业经济报告》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 中，“艺术”被

明确定义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构成，在推进城市经

济发展方式转换、激发创新驱动和重塑城市空间形态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1-2]。综观历史可以发现，很难

找到一个时期能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艺术家群

体、如此纷繁复杂的艺术流派和如此多渠道流向艺术

领域的社会财富，也难有一个时期存在因经济社会变

动而造成的深刻的城市转型阵痛和空间使用矛盾。当

今社会，城市的文化艺术要素不仅表现出有趣的交换、

转移和集聚等现象，还对物质空间的创造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后工业时代表现得愈加明显，

并对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从

动态与人本的规划视角切入，分析艺术要素的流动现

象，指出“艺术流”是一种可以左右城市空间利用和

形象特征创造的特殊力量，进而剖析“艺术流”塑造

城市空间环境的多元途径和作用规律，总结提炼出利

[基金项目 ]

[ 作者简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4083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4YJCZH140)

祝　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　燕，通讯作者，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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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费城 Inside Out 室外画展在社区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www.philamuseum.org。

用“艺术流”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规划

设计举措和相关政策保障 ( 图 1)。

1艺术的流动性及其对城市空间塑造
的影响

长期以来，城市一直被管理者、规

划师和建筑师等当作固态的物质空间来

规划与建设，即先有房子、街道等“器”

的规划和生产，再有人的活动等“用”

的植入，二者之间的分割导致传统规划始

终困顿于静态、蓝图式的理性悖论之中。

在对理性规划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先驱

者们发现了重塑“器”与“用”两者关

系的重要性，“城市流”(Urban Flow)

的概念应运而生 [3-4]。“城市流”是指在

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交换、流动与转移

着的各类要素，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

和技术流等多种可见或不可见的“流”，

具有解构及重塑城市和区域空间的潜在

力量 [5]。本文探讨的“艺术流”是“城市

流”的组成部分和衍生概念，它涵盖了与

艺术文化相关的各种动态的要素。

在“后工业”“新经济”“新常

态”“创新”引导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6-7]，

城市中的“艺术流”越来越多地影响着

城市物质空间的创造和演进 [8]，并成为

一些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量度和空

间规划对象。例如，在法国里尔的圣索

弗尔 (Saint-Sauveur) 火车站，正是艺

术的介入，使得曾经无人关注的破败空

间转身成为每年迎接近百万人的文化载

体 ( 图 2)。诸如此类的空间转型，往往

并非是由规划师指令性的静态蓝图创造

出来的，而是由艺术按照自我规律运作

和创造的结果。

毕加索认为，艺术只有流变而没有

发展，后来的艺术不会覆盖已有的艺术，

艺术美的流动也不会抹杀前辈艺术家的

光辉。艺术与工艺不同，不是一成不变

或只在原有基础上的单方向推进。当今

艺术的繁荣更是通过不同地域间的要素

流动，借助交流、碰撞与融合而得以升华。

艺术在流动和交织的过程中，其要素往

往会向着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空间聚集，

而吸引它们流入的关键取决于环境空间

的品质、生活工作所要支付的成本，以

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保障。

现代化的交通、物流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进一步加剧了艺术的这种流动倾向，使

艺术要素流动的成本更加低廉、速度更

加快捷。显然，艺术作为城市发展的一

种动力，不仅需要城市空间能有效承载

其流动与发展的需求，还需要制定不同

举措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以促进其良性

流动 [9]。这里涉及的流动包含了艺术家、

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及艺术氛围等的流

动，它们层层递进，相互影响。

从艺术品的流动性看，环境中艺术

作品的不断更新，可以使人们对同一空

间环境时刻保持新鲜感，促使人们乐此

不疲地多次重返同一地点。同时，高流

动性带来的活力也有助于吸引艺术家的

聚集，实现艺术创作与城市空间品质改

善的循环互动。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称，

过去 10 年中当代艺术活动在全球范围内

高速增长，往返于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利

用便捷的航空物流使同一件艺术品可以

在几个月内被纽约、伦敦、米兰、东京

和上海等不同地点的市民所欣赏。艺术

图 2 “艺术流”影响下的里尔火车
站空间演变 ( 上：“艺术流”介入
前的火车站空间；下：“艺术流”
介入后的火车站空间 )
资料来源：www.rauzier-hyperphoto.
com。

图 1 “艺术流”塑造城市空间的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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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再像从前那样固定收藏于世界各

地的美术馆、画廊和博物馆中。

从艺术家及相关工作者的流动性看，

艺术从业者因自我雇佣 (自由职业者 )而

比其他职业群体更有可能作出跨越州(省)

和区域的迁徙，影响这个过程的要素主

要是生活环境品质与社区生活成本 [10]。

2011 年美国社区调查的结果表明，美国

艺术家的自我雇佣率为 34%( 不包括第

二职业 )，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值的3.5倍。

从与艺术关联的资金流看，越来越

多的公共与私人资本正在投入艺术领域

中。截至 2014 年底，北京文化创意产

业的 GDP 贡献率已经占到全市总量的

13.1%[11]。文化与艺术的经济带动效应

在发展方式不断转型的今天愈发凸显，

蔡武曾指出，我国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

高达 4万多亿元人民币，目前还有 3万

亿元的空间可以挖掘 [12]。

　　

2“艺术流”塑造城市空间环境的
多元途径

文化创意的产业化使得艺术已不再

是仅供小众群体赏玩的阳春白雪，不同

类型的文化艺术与创意作品必须在特定的

城市文化氛围中，通过生产、工作和社会

关系的交织与综合才能有机形成 [13]。艺

术要素在流动中编织出一张联系城市与

区域的“网”，并不断有新的艺术元素

与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由此

使得“艺术流”塑造城市空间环境的方

式变得多种多样起来。具体方式包括活

动作品、街头艺术、节庆活动、共享空

间和艺术聚集地等，这些方式经常交织

在一起，共同成为改变城市空间环境品

质的新兴力量。城市空间则因“艺术流”

的加入而具备了更多灵活可变的时空张

力和社会活力。

2.1 活动作品
活动作品指的是在一定的公共环境

空间中不定期更新的艺术作品—环境

作为相对固定的容器，艺术作品则在其

中不断地更新变化，其形式包括街头涂

鸦、可活动的装置艺术、巡回和临时展

出的雕塑、画作与摄影作品等。常规的

城市公共空间多半是一成不变的，固定

的艺术作品长期安置于不变的环境之中，

由此造成的审美疲劳是在所难免的—

尽管其中也可能不乏经典之作。而活动

作品倡导的是：环境空间中的公共艺术

应及时更新，以满足大众不断变化的审

美需求，甚至于高明的环境空间艺术应

当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引领每个时期的审

美变革。

2016 年 4 月，为期 6 个月的费城

艺术博物馆室外展 (Inside Out) 拉开帷

幕，6 个普通社区的街道被艺术品装点

成了室外画廊 ( 图 3)。活动展出的并非

艺术品真迹，而是费城艺术博物馆过去

一年中最受欢迎藏品的复制品。这种做

法成本低廉，却能极大提升所在社区的

艺术氛围，使附近居民获得艺术的熏陶，

并吸引从其他地区慕名而来的市民。展

览也成为费城艺术博物馆宣传自身的良

机，实现了艺术收藏与环境提升的双赢。

如果说费城的例子是在固定空间中引入

流动的艺术元素，那么荷兰艺术家霍夫

曼创作的“大黄鸭”则是同一艺术作品

在不同空间中快速流动的典型。自 2007

年作品诞生以来，这只大黄鸭已经游历

了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 座城市，并为

它们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收益。以 2013

年在北京颐和园与圆明园的展出为例，

短短 1个月的展期为这两座公园带来了

相较历史同期 300 万人次的额外到访量

及近两亿元的直接收入。

　　

2.2 街头艺术
街头艺术体现的是艺术家等创意人

群的流动性。在巴黎、罗马、悉尼和纽

约等城市街头的很多公共空间中都能看

到街头艺人的身影。虽然这些街头艺术

家所表演的多非高雅艺术，但风格流派

各异，且与行人之间往来互动，成为吸

引人流、提升公共空间场所感的催化剂。

一部分街头艺术家以公共表演为生，另

一部分街头艺术家仅仅将公共表演当作

展示个人才艺爱好的方式，这与我国街

头艺人多为非法乞讨者的现象截然不同。

街头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特定场所吸

引人流，还在于其以不断变化和流动的

艺术活动营造出的城市整体艺术氛围及

文化形象。每天，不同的街头艺术家流

动在城市的不同场所中，形成不同的表

演组合，由此营造出的艺术气氛带动着

艺术家的聚集和交流，为城市艺术文化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繁荣的都市不会只有在大剧院

与剧场中表演的艺术，它离不开自下而

上的艺术供养与锤炼，二者相辅相成、

互相汲取养分。相比之下，我国尽管早

在唐代以前的城市中便出现了“瓦子”(即

供民间艺人表演的公共娱乐空间 )，但大

部分城市目前对街头艺术采取的都是“一

刀切”的禁止态度。我国曲艺文化源远

流长，杂耍、相声、快板、评书、大鼓

和评弹等传统艺术形式都是在街头巷尾

诞生的，近代诸多文艺大家 (如马三立、

侯宝林和单永魁等 ) 也都经历过从街头

到殿堂的成长过程，而城市对街头表演

的限制无疑成为了传统艺术发展的无形

桎梏。

2.3 节庆活动
相较于活动作品和街头艺术，节庆

活动式“艺术流”所囊括的元素更加综

合。节庆活动更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全方

位营造城市的艺术气氛，实现艺术的聚

集效应，而人才流、艺术家流、资金流

和技术流等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其成败。以澳大利亚珀斯举办的

两届 OMFM 音乐节为例，澳大利亚希

望以此增强珀斯与亚太地区音乐市场的

联系，并将其培育为区域的文化之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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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中心，吸引艺术元素流入并打

造城市特色与艺术品牌。OMFM的活动

内容包括传统音乐表演、现场音乐节和

创意音乐产业会议，以及不定时在酒吧、

俱乐部内举办的各种展示和现场演出等。

第一届音乐节带来了 80 位国内外艺术家

的表演，周边活动区域承载了 107 个珀

斯本地乐队的演出。音乐节的活动场所

不是局限于一块固定场地，而是采用传

统表演场地与独特城市空间 ( 如滨海艺

术中心 ) 和非传统表演空间 ( 如停车场 )

相结合的模式，广泛散布于珀斯 CBD

地区，推动艺术元素渗透到城市空间的

各个角落。

近年来，与艺术相关的节庆活动在

我国也得到迅猛发展，体现出了文化艺

术在生产、服务与消费领域所蕴含的巨

大潜力。以户外音乐节为例，据不完全

统计，2011 ～ 2014 年，我国每年举办

的音乐节次数从 69 场攀升到 148 场，

增长约 2.14 倍；票房收入从 1.61 亿元

攀升至 3.79 亿元，增长约 2.35 倍；观

众规模从 126万人攀升至 307.45 万人，

增长 2.44 倍 [14]。

2.4 艺术家聚集地与共享空间
艺术家街区抑或艺术村是因艺术工

作者发现了城市或乡村中一些廉价的特

质空间，并聚集在这个空间而形成的，

这些创意阶层也可能因租金的上涨而随

时搬迁到别的地方。在聚集地中，艺术

家经常“非正式”地占用或租用一些废

弃建筑或农宅，抑或自建工作室来开展

创作，他们对空间的利用具有较大的发

言权，决定了空间使用的方式和地区呈

现的面貌。艺术家群体对于空间具有很

强的“集中”倾向，这是艺术元素在某

些特定空间场所自发聚集的原因。由于

很多艺术家是自我雇佣，其创作也具有

极强的独立性，故而对外界的区位条件

并不十分看重，这让他们在选择落户空

间时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可见，较低

的生活成本、较高的生活质量及空间环

境中不断汇聚强化的艺术氛围，往往是

艺术家群体选择聚集地的首要考虑因素。

“共享空间”是艺术家聚集的另一

种形式，也是新型的空间利用方式。部

分艺术家群体因没有独立租用空间的能

力而会为了降低成本，共同租建或分享

空间；部分艺术家则出于互相交流、宣

泄等需要而进行空间的使用结盟—艺

术本是表达艺术家自身精神世界的媒介，

艺术创作的本源是传达与交流，即使最

晦涩、曲高和寡的艺术品也渴望知音。

崔凯在设计西山艺术家工坊时，认为“扎

堆儿”一词最形象、贴切地反映了当代

中国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他将对这种生

活状态的概括通过恰当的建筑语言反映

到了空间与场所中，建构了一个拥有大

量共享空间的艺术聚集地 [15]。

3利用“艺术流”提升城市空间的
规划设计举措：动态与人本的视角

实现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与“艺术流”

的积极互动，需要决策者、规划技术人员、

开发商和公众转变城市建设理念，并达

成基本共识，即现代艺术是流动的而非

一成不变的，环境空间的规划设计需要

适应艺术元素的流动特征。而利用“艺

术流”提升城市空间的各种举措，体现

的是动态与以人为本视角下的规划新模

式。在这种模式下，城市空间的使用更

加动态、临时、多元和可变，规划师等

技术精英和政府管理者则不再是空间设

计的主导者，而是充分尊重艺术工作者、

艺术作品和资源流动的服务者，从而将

城市空间转变为可供不同艺术家往来使

用、自主创作和展示的可变场所。

从动态视角看，城市空间会因艺术

家的介入和使用而不断被改变与被重塑，

规划技术精英与艺术家在不同阶段以不

同形式参与城市空间建设，一起成为空

间品质的创造者。从人本角度看，引导

规划师有意识、有保留地不对城市空间

进行一次到位的“完整设计”，可以给

艺术工作者留下基于空间使用的设计深

化空间和余地，帮助艺术家成为空间创

作的主体，践行“以人为本”“以艺术

为本”的城市空间建设导向。当然，并

非所有的城市角落都需要成为创意空间，

也并非所有的城市空间都需要被艺术元

素所装饰，因此基于“艺术流”的城市

空间建设引导应重点针对那些具有特殊

文化潜力或艺术开发意义的空间载体。

具体来说，相关的规划设计举措和引导

途径主要包括以下 4个方面。

　　

3.1 空间设计
对于城市规划师群体而言，如果能

将艺术思考自发的与城市规划设计相结

合，那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16-17]。基

于此，回应“艺术流”要求，规划师群

体应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地认识艺术发

展的内在规律和空间需求，充分考虑空

间对于不同艺术元素的适应性，以设计

出更多可以实现临时使用、功能混合和

组合拓展的多类型城市公共空间。例如，

一些空间设计只需做到“半完成”，以

便给艺术家留下自主利用与改造的机会，

体现空间设计的灵活性、弹性和可变性；

一些空间在设计时兼顾考虑组织公共艺

术活动的可能性，强调空间利用的功能

复合，随时可为临时性的街头表演、艺

术展陈等提供场所；一些空间不作强制

性的内容安排，最终通过流动的艺术作

品、艺术家及其活动等来实现空间形态

和场所意义的时时更新；一些城市或地

区可以通过建设歌剧院等重要文化旗舰

项目来彰显艺术地位，打造城市的文化

艺术触媒。从上述分析看，很多城市中

一些现有的艺术空间仍有持续优化的必

要。

例如，北京酒厂国际文化区是在朝

阳区酿酒厂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至今

已经历了 10 年的发展历程。园区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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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工作室、艺术企业与艺术机构等

组成，但由于缺少可灵活布置使用的“未

完成”的公共艺术空间，导致该地区的

外部艺术性严重不足，已有艺术元素以

建筑为单位自我封闭，建筑外部几乎没

有可容纳外来展示、活动举办和公共交

流的必要场所。因此，有必要对其空间

进行优化设计，具体优化方向包括：将

租户封闭起来的交流空间重新对全园开

放；在园区内的中心位置开辟及改造出

公共艺术空间；引导和鼓励租户使用自

家门前空地并作为艺术活动的延伸场地；

对垃圾堆放、街角巷尾的消极空间进行

清理和再利用；实现集中式立体停车，

将节省出的空间与道旁绿化带打造成供

室外临时展览用的艺术长廊等 ( 图 4)。

3.2 空间包容
在研究创意城市和创意阶层的过程

中，弗洛里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3T”

理 论， 即 技术 (Technology)、 人 才

(Talent) 和包容性 (Tolerance)，指出

艺术家等创意阶层相对于城市中的其他

群体来说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总向着包

容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流动 [18]。因此，

为了吸引艺术工作者的光顾和驻留，城

市规划及管理政策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

自由、接纳和包容，并减少对城市空间

利用的强制性规定和控制。

首先，城市规划设计应更多地体现

多元化的空间供给、不同类型的空间设

计优化和弹性利用机制。以伦敦的电影

艺术产业发展为例，城市针对相关艺术

门类的实际需求提供了灵活多样的空间

供给：电影企业的管理、财务、后期制

作集中于 Soho 地区，鼓励在这些地区

建设适宜企业租赁的办公与众创空间；

电影的拍摄与制作位于外伦敦的北部和

西部，利用旧工业厂区的改造进行大型

片场的设计 [19]。

其次，建立包容的城市形象，需接

纳艺术工作者自发改造和利用城市空间 /

建筑的一些“暂时性”行为。在我国，

即便是“798”这类享有一定声誉的工

业遗产改造项目，也总是因为现行管理

体制的制约而沦陷在名不正、言不顺的

“非正式”运作困局中。我国工业用地

的使用年限一般为 50 年，由于现行制度

规定的制约，工业用地在到期之前几乎

无法进行合理的退出、分割、产权变更

或性质升级转型，这对以文化艺术为手

段改造利用旧工业基地的做法形成了较

大的阻碍。因此，深圳、广州等一些更

具包容性的城市，正在尝试通过设置弹

性年期制、缩短土地最高出让时限、转

售为租、分割销售开闸、减少土地流转

约束及允许功能变更等多项管理机制变

革来推动存量用地的有效利用 ( 图 5)。

　　

3.3 文化艺术活动的规划组织
规划和组织街头表演、节日庆典等

文化艺术活动是利用“艺术流”提升城

市文化创意氛围、建构城市艺术形象及

改变城市空间利用方式的重要措施。传

统的文化艺术活动组织，在空间上往往

被锁定在某个小片区或文化建筑中，在

时间上通常是昙花一现的几天，影响范

围和力度相对较小；新时期的文化艺术

活动具有更加综合的内容组成和更为丰

富的表现形式，持续时间更长，活动地

点更加丰富、多元和分散—城市中很

多地方都被发掘出来作为艺术的舞台，

包括街道小巷、废弃厂房、公园绿地、

社区中心、文化设施、胡同里弄和停车

泊位等。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在配套服务、

交通组织和空间串接设施等方面的有效

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文化艺术活

动实现其价值潜力。以美国亚利桑那洲

图 4  北京酒厂国际文化区空间优化示意 图 5  工业用地更新中“包容”的体系变革 

盘活方式

利益划分

             原业主
主体：  新业主
             政府

产权
变更

功能
调整

容量
变化

政策
机制

法律
法规

缩减出让
年限

允许整地
产权分割

简化用地
调整流程

设置弹性
容量区间

放宽功能
兼容性
......

老旧工业区更新的三方面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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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的“PHX Fridays”为例，该艺

术活动旨在将罗斯福艺术区的影响力扩

大到整个凤凰城城市中心区，并与其他

地区的艺术元素相联系，以共同体现城

市的艺术魅力。城市政府在节庆活动中

规划了免费穿梭巴士，以罗斯福大街东

端的艺术区为起点，通过两条线路联系

起西侧大学公园附近的艺术空间、北侧

的汉斯公园与市美术馆，并接驳轻轨线

路以方便交通换乘 ( 图 6)。这项规划构

想将分散的城市艺术要素用流动的公交

载体串接在一起，从而以点带线、以线

带面地将整个地区的文化要素和艺术活

动整合起来。

3.4 政策保障
一方面，公共部门对艺术发展及其

空间建设提供的支持应系统完整并注重

长远，同时将文化政策的目标与更广泛

的社会福利计划结合起来 [20]。从客观现

实看，当前我国的文化艺术政策多聚焦

在艺术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提升上，与

空间规划相关的内容极其匮乏，仅有的

一些也多在强调固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使用，因此针对“艺术流”的空间

政策建构仍然具有极大的提升和完善空

间。例如，调控租金以保障艺术家获得

可支付的居住和工作场所；为艺术家初

始创业提供资金支援；确保艺术工作者

在满足相关要求的情况下使用各类城市

空间的合法性；提供艺术相关的培训和

服务等。这些手段的应用需要规划师充

分挖掘政策潜力，广泛了解各地的文化

基因，在明确不同文化背景及影响作用

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提出适宜具体地

方情况的发展建议 [21]。除了维护艺术发

展外，在政策保障方面还需给出必要的

规定，以减少社会冲突和潜在矛盾。针

对街头艺术，我国台北地区自 2005 年

以来在全市范围内划定了 68个公共空间

供取得执照的街头艺人进行表演，但演出

过程及空间使用都需严格符合“社会秩序

维护法”“环境噪音管制法”“交通道路

安全管理条例”等政策要求。这种基于制

度约束的精细化交叉管理，既提升了城

市空间的使用效率、丰富了城市生活，

又满足了街头艺术家的职业生存需求。

另一方面，动态的城市政策是经济

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22]，“艺术流”和文

化创意产业的综合复杂性使得单一的职权

部门难以对其进行统筹管理与引导，因此

需建立多元化的政策制订共同体 (图 7)，

以快速引导文化艺术的走向，以及应对

大众的审美变化与艺术市场的波动。而

建立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需要实现以

文化艺术主管部门为核心的跨部门合作，

涉及旅游、财政、规划和土地等多个机构，

同时还应逐步建立起由研究机构、智囊

团体、艺术家群体代表、经济产业部门

代表和一般民众构成的多主体咨询与决

策网络。如此，可以促使城市从更加宏

观的角度审视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

球的艺术元素流动趋势，把促进艺术交

流、吸引艺术元素聚集及提升价值收益

等作为战略方向，在明确城市定位与发

展目标的基础上，建构多纬度的地方政

策保障体系。

　　

4结语

综上所述，艺术是流动的，它们动

态地影响和塑造着城市空间，使很多城

市角落不再具有稳定不变的固定形态，

开始展示和体现艺术工作者的品味与意

志。活动作品、街头艺术、节庆活动与

图 6  凤凰城“PHX Fridays”艺术活动的免费公交体系规划
资料来源：根据www.rooseveltrow.org 中的相关资料改绘而成。

图 7  政策保障对于“艺术流”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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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聚集地等已经成为“艺术流”介

入城市空间环境塑造的重要途径，而通

过空间包容、政策保障、文化艺术活动

组织等综合举措，可以积极利用“艺术流”

来改善和提升城市空间环境的品质与吸

引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两

点：一是防止艺术的过度商业化；二是

正确对待主观划定艺术产业园区的部分

规划做法 [23]。艺术的过度商业化虽然刺

激了艺术相关消费的增长，但可能影响

艺术真实价值在其维护、挖掘和创新上

的长远发展，使之沦为迎合大众口味的

文化装饰品。此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

通过圈定一个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吸

引文化艺术要素驻留的做法，常常因忽

视了“艺术流”的客观运作规律而面临

续存挑战 [24]。事实上，城市需将艺术元

素的空间选择权更多地留给艺术家与市

场来决定，再辅以一定的规划引导和灵

活的空间支持，而非一厢情愿地事先“划

地为牢”，如此才能营造出更具艺术特

质的、高品质的空间环境，满足大众日

益提高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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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
—一种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路径

□　邱　冰，张　帆

[摘　要］文章将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内在原理置于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并分析了城市公共艺
术对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响机制，认为其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结合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社会
过程梳理城市公共艺术实践的规律性内容，并将城市公共艺术与城市规划融合，从价值基点与技术策略方面提出城市公共艺术
规划的要点，以此作为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操作路径。
[ 关键词 ] 公共艺术；集体记忆；影响机制；环境空间；规划设计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8-0012-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Public Art Planning Based On Collective Memory: Art Involved Environment Planning/Qui Bing, Zhang Fan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rationale of public art involved environment plann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llective memory 
formation. It argues public art help improve social  acknowledgement on city space. The paper studies the social process of collective 
memory formation, concludes common rules of public art practice, integrates public art and city planning as an approach of public art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 planning.
[Key words] Public art, Collective memory, Impact mechanism, Environment planning, Planning and design

0引言

城市风貌的丧失、“千城一面”的出现已成为城

市空间规划与建设的一大顽疾，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者

试图从符号 [1]、文化 [2]、保护 [3] 及规划设计 [4] 等方面

揭示其形成机制，探索其解决途径。无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的“夺回古都风貌”，还是当今各地的文

化造城，均未能改变“千城一面”的规律。究其原因，

发现根源之一在于研究及实践的焦点局限在空间本体

上，单向地遵循城乡规划、建筑与风景园林等学科的

规则，忽略了空间之于“人”的社会学意义，使得未

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通常难以准确感知专业技术人

员复制、摹写或创造的城市风貌。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

如若城市空间无法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或想象，

则易导致人们产生陌生化、虚幻化的感觉。由此可见，

空间认同感的丧失不仅使“千城一面”难以得到根除，

还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人们的公共生活品

质。

国内外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

间的规划设计逐步成为一种营造城市认同感、激活空

间活力的新策略。因此，有必要对城市公共艺术进行

统筹规划，但当前的相关研究略显零散且缺少对规律

性内容的探讨。近十年来，社会学领域中的集体记忆

理论开始进入城市空间的研究领域，为解读公共艺术

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公共艺术是

一种有效的传播记忆及增强空间认同感的媒介。基于

以上分析，本文尝试将城市公共艺术置于城市集体记

忆建构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并与城市规划结合，以期

为公共艺术更高效地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提供理论

依据与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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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研究概述

1.1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历史、

风貌保护方面经历了单体历史建筑保存、

地段保护和城市整体环境保护等阶段，

在景观保护方面从早期以国家公园、自

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为主的自然景观保

护拓展到了对文化环境的保护，包括人

类的传统生活方式、土地利用模式等 [5]，

各自发展出了适合本国的保护体系。由

于受土地权属、规划体系、法律法规与

管理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国外的历史、

风貌保护实践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与稳定

性。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无需再为城

市历史、风貌保护寻求新的理论以支撑

其合法性或扩大保护对象的范围。

当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

瓦赫于 1925 年提出“集体记忆”[6] 的概

念之后，其关于记忆与场所的论述引起

了地理、规划和建筑学界的广泛关注 [7]，

特别是地理学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陆续作了不少研究。本文参考钱莉莉 [8]、

李凡 [9] 等人的文献述评，将其研究成果

归纳为 3个方面：一是关于“集体记忆

与空间、地方”的研究从国家与身份认

同、城市记忆、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等方

面讨论了集体记忆在促进地方认同方面的

作用；二是关于“集体记忆与景观”的研

究从历史人文景观 (纪念景观、战争景观

和怀旧景观等 )、恐怖景观及日常景观等

方面探讨了景观的社会学意义；三是关于

“集体记忆与仪式、旅游”的研究从表演、

游行和仪式等方面分析了通过日常生活实

践、旅游活动建构集体记忆的途径。

国外的公共艺术于 20 世纪 60 年代

起源于美国，逐步发展为一个通行的艺

术概念 [10]。早期的实践注重塑造城市特

色、吸引投资和刺激旅游，后来发展至

借助城市公共艺术来提升并激活城市公

共空间，反映社区价值及身份认同 [11]。

特别是关于战争、灾难纪念空间方面的

实践成功建构了集体记忆，如德国柏林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地、美国越战纪念

碑等战争纪念空间；“911”国家纪念园、

俄克拉河马城大爆炸纪念园等灾难纪念

空间；日裔美籍人历史广场、民权运动

纪念碑等政治纪念空间。

　　

1.2 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城市集体记忆的研究极少，

有关“记忆”的成果集中在城市记忆方面。

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则处于起步阶段。

(1) 城市记忆。21 世纪初，城市记

忆引起了国内众多学科的关注 [12]。其中，

档案学为研究的主体，以城建档案 [13] 为

重心研究了“城市记忆”工程 [14]。城乡

规划学、建筑学等领域中的研究文献在

数量上仅次于档案学，其研究大致分为

3个方向：一是有形物质论，认为城市

记忆是城市与建筑历史遗存的痕迹 [15]，

实则借“记忆”之名突破三层次体系 (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文物保护单位 )

的限制，并将风貌规划拓展为城市记忆

规划 [16]，其成果主要应用于旧城更新 [17]、

工业遗产保护 [18] 和城市设计 [19] 等领域；

二是历史认识论，强调城市记忆是对城

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

性历史认识，研究现存城市记忆片断的

连接问题；三是集体记忆论，认为城市

记忆是人们认同城市特色后产生的集体

记忆 [12]，将研究视野从保护升格为重构，

并初步涉及了对记忆主体的考察。

(2) 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成

为国内社会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并逐步

扩展到地理学、传播学、文学、艺术学、

旅游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等诸多

领域。目前，多数成果属于这两个理论在

国内的应用研究，如集体记忆、社会记忆

的保护、修复、重建及控制。部分文献从

心理、规划、地理、旅游和认知等视角，

应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理论研究了城市

公共空间 [20]、城市更新 [21]、历史景观 [9]、

旅游地 [22] 及街巷 [23] 的某些问题。透过这

两个概念，与城市历史、风貌相关的研究

开始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关注记忆的主体。

(3) 城市公共艺术。进行这一研究的

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为设计艺术学。据

相关资料分析发现，我国在这一领域的

研究与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服务于政

治的主题雕塑 [24] 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

代的“城雕热”[25] 与 90年代的“环境艺

术设计”，再到近年来兴起的城市公共艺

术规划 [11]，大致经历了意识形态主导、

多元化发展及系统规划 3个阶段。研究

的兴趣点从雕塑本身逐步转向城市公共艺

术与城市空间 [26]、地域文化 [27] 和城市形

象 [28] 的关系，直至关注城市公共艺术与

人的交互性 [29]。总体而言，除了少量研

究纪念性空间的文献，艺术学或设计艺术

学的相关规律主导了大部分的研究与实

践。“城市记忆”、“集体记忆”和“社

会记忆”的概念尚未真正进入这一领域。

综上所述，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关注

城市认同感已成为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研

究与实践的趋势。相比国外，研究这一

问题对于我国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现

有的土地权属及利用模式下为城市历史、

风貌保护寻求新的合法身份，并使公共

艺术在更贴近其本质的理论视野下介入

环境空间规划设计。

2城市集体记忆建构概况

2.1 相关概念
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

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其过去的共同记

忆，它能够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成

员的归属感 [30]。该理论的研究者长期以

来致力于阐释集体记忆建构的内在机制，

即共同体成员如何选择、组织和重述“过

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

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护群体的“凝聚”[31]。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与集体记

忆理论宣称“立足现在，重构过去”不

同，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如何通过纪念仪

式、习惯操演和身体实践来保持记忆的

传递性与延续性，强调对记忆的控制，

带有宏大叙事的意味。城市记忆无论是

对于档案学还是城乡规划学而言，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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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学化的概念表述。不同于集体记

忆、社会记忆以“人”为研究对象，城市

记忆关注的是能揭示一座城市发展与迁延

过程[32]的物质或非物质内容。比较而言，

集体记忆的下列特性使其更适用于城市历

史、风貌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1) 社会选择性 [33]。集体记忆对城

市过去的认同是社会选择和地理建构的

结果，突破了城市记忆单向关注保护对

象的局限。

(2) 媒介依赖性。集体记忆的建构过

程需在空间框架下展开，并分布于城市

与地方的每一个地段 [31]。

(3) 群体多样性。集体记忆中的“集

体”大到全世界、小至一个单位，可以

使产生城市认同感的群体、途径多样化，

规避了社会记忆的宏大叙事陷阱。而以

此来认知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更易于把握

城市风貌形成的原初动力与时间维度。

(4) 动态重构性。集体记忆的建构强

调以“现在”解读“过去”的发展观，

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动态解决城市发展

与城市风貌保护之间矛盾的思路。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借用“集体记忆”

的概念，将“城市集体记忆”( 以下简称

为“记忆”) 定义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

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与群体相关的城

市空间、城市事件的共同记忆。

　　

2.2 记忆的构成
(1) 记忆对象。城市事件构成了记忆

对象的来源，因此可将记忆对象分为 2

类：一类与城市建设直接相关，并物化

为城市空间、建筑和景观等集体记忆场

所。另一类与城市建设间接相关或不相

关，但属于发生在城市范围内的真实或

虚构事件。事件的内容、发生与传播过程、

结果均可作为记忆，因此而产生的空间

环境、物品、文字、图片、声像也可形

成一种记忆媒介，用于唤起“记忆”。

(2) 记忆主体。与记忆相关的个人称

为记忆主体。零散的记忆主体因某种关

联形成一个个集合，成为共同体。从与

记忆对象之间的关联度看，可从 2个方

面对记忆主体进行分类：一是按记忆主

体是否在场可分为记忆亲历者与记忆分

享者，前者在记忆对象的形成过程中处于

在场状态，而后者因不在场，不得不借

助于具有社会、文化性质的行为实践及

物质媒介(如语言交流、空间环境、物品、

文字、图片与声像等)来分享前者的记忆。

二是按其与记忆对象的主客体相关性可

分为直接相关型、特殊相关型和一般相

关型。其中，直接相关型即与某种记忆

直接相关的人群；特殊相关型即对记忆

予以特殊关注的人群，如研究者、城市

管理者；一般相关型即对记忆的关注一

般的人群，如普通游客。某个记忆主体

不仅可以兼属两种类型，还可以身处不

同的共同体。由于个体的经验及文化程

度决定了城市空间对记忆主体所具有的

含义，记忆也因此区分出了不同的层次。

　　

2.3 记忆建构的社会过程
城市集体记忆并非个人记忆的简单

叠加。“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和“怎

样记忆”的问题须置于共同体生活的社会

环境下，只有在共同体依托的具体情境

中，借助社会交往、身体实践与社会框架

对记忆对象进行回忆、识别、定位，结合

时代的特点进行重构，才能最终形成记忆。

记忆建构的社会过程包含以下要素：

(1) 宣称。记忆的形成需要集体成员

或集体以外的人士进行事件的再现。在

未对记忆进行宣称的条件下，记忆主体

难以意识到集体的共性、范围及个体的

身份。当再现的次数减少或消失，记忆

也可能随之消失。例如，历史街区改造

工程迁走居民的做法消除了街区日常生

活事件的再现机会，即便保留了街区的

物质外壳，所谓的“文化内涵”也因居

民“记忆”的消失而流失。

(2) 承载者 ( 言说者 )。这里是指宣

称记忆的群体，可能是与该记忆有关或无

关的精英，也可能是集体中的普通成员，

但必须在公共领域里具有宣称记忆的某种

条件或优势。例如，城市管理者、专家、

专业技术人员及开发商等群体因掌握了空

间资源而成为“记忆”的一类潜在承载者。

(3) 受众。这里指记忆主体，其所含

成员的范围取决于记忆宣称的范围。例

如，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长期没能超出中

国地域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记忆建构

过程曾局限于控诉侵华日军的暴行而未

将其宣称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

(4) 情境。这里是指承载者宣称或言

说“记忆”时所处的历史、文化与制度环境。

(5) 制度化场域。这里指承载者宣称

记忆及集体成员开展社会交往、身体实

践活动所需的实体或虚拟的空间。制度

化场域从社会学的角度赋予了城市记忆、

城市风貌保护对象另一种身份，强化了

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对于“人”的意义。

(6) 认同重构。事件的不断再现促成

了集体认同，但再现不仅要追忆集体的过

去，还需面对现在与未来，因而记忆的建

构始终伴随着动态的认同重构。

3城市公共艺术对记忆建构的影响
机制

尽管城市公共艺术在记忆建构的社

会过程中并非必备的要素，但与生俱来

的意识形态表达与传播功能使其极适合

作为制度化场域中的言说媒介，积极推

动记忆建构的过程。

　　

3.1 超越时空，增强内容与场域的

选择性
记忆的多数载体受制于内容的时间

性、空间性。例如，城市历史遗存一般

无法改变其所属年代及其所处的空间位

置，加之受保存规模、质量的影响，其

承载的记忆内容既无法选择又相对有限。

城市历史遗存对承载者来说是一种客观

存在，其蕴含的历史信息无法复制。尽

管城市记忆保护与规划实践试图将历史

片断在新的名义下连接成整体，但是能

否重塑为记忆，受制于受众的个体经验

及文化程度，记忆的修复、重塑效果也

缺乏来自受众方面的实证数据。同样，

档案馆、博物馆中关于城市的图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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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等历史资料将记忆内容定格在瞬间。这

些资料的丰富度、完整性及受众接触资料

的机会与重复次数影响了记忆的修复及

重塑效果。而城市公共艺术如同现代的数

字化媒介，其形式、位置与表达内容均

受承载者控制，因而可超越时空的限制，

令宣称记忆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建构特征。

首先，依据设定的记忆线索，用于

修复、重塑由承载者指定的记忆。

其次，依据受众的特点选择记忆的

内容，还可针对反馈信息进行修正。例如，

中山岐江公园这类由工业遗产改造而来

的开放空间，通过保留部分机器、构筑物，

并以艺术再现的形式加固了原先在那里

工作过的人们的记忆。

最后，除承载记忆对象外，记忆的

建构过程也可以因城市公共艺术而转化

为不同层次的记忆。例如，全国 30 多处

校园仍保存着 20世纪 60年代后期树立

的毛主席塑像，不仅承载了国家层面革命

英雄主义的集体记忆，塑像的兴建与移去

事件对于亲历者而言也构成了一种记忆。

　　

3.2 形式多样，提高建构过程的参与性
当前，由承载者主导的记忆建构过

程常存在参与度低的问题。尽管“城市

记忆”工程的实施推动了城建档案馆、

公共档案馆和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的建

设，但文字、图片、影像和声音等档案

与受众的互动性有限。同时，单向度操

作的城市历史、风貌的规划实践实质上

分离了记忆主体特别是事件记忆者与记

忆场所之间的关系，甚至导致城市记忆、

城市风貌的建构过程建立在消除原有记

忆的基础之上。

城市公共艺术以各种具有参与性、

交互性的形式建立由符号记忆、情节记

忆和价值记忆构成的集体记忆系统，使

直观的符号记忆携带意义的象征、生动

的情节记忆丰富符号的意义、情节的选

择和价值的研判强化符号与记忆的情节。

例如，美国越战纪念碑以光滑的碑体表

面映射出纪念者的影像，与碑体上的阵

亡士兵名字一起构成生者与死者的对话

空间，使阵亡士兵的亲人、朋友明知死

者的遗体并不在此处却仍动情地落泪。

前来祭奠的普通民众则透过这一空间及

祭奠情景反思这场战争。碑体上未刻一

处介绍越战的字句，却使不同类型的受

众透过碑体 ( 符号 ) 以两种方式参与了情

节记忆与价值记忆建构的过程。

　　

3.3 唤起认同，拓展记忆传播的层次性
与建筑、景观、文字、图片、影像

和声音等其他记忆媒介相比，城市公共

艺术的优势在于可以一种替代性的“真

实感”再现事件，引发受众深层次的共

鸣。这种替代性表现在 3个方面：一是

当受众面对的是痛苦的记忆时，未必愿

意直面真实的景象，如战争、灾难的场景；

二是利用空间营造情境使事件发生时并

不在场的受众 (记忆分享者 )产生身临其

境的感受；三是利用城市公共艺术的参与

性将与记忆直接相关的受众置于情境之

中，以替代性的“事件再现”增加原事件

的真实性，美国越战纪念碑即属于此类。

可见，一件成功的城市公共艺术作

品可将原本处于分离状态的记忆主体与

记忆对象连接起来，唤起记忆主体特别

是记忆分享者的心理认同，从而使记忆

的传播突破事件记忆者的范围，形成世

界、国家、城市、区域、片区与街区等

不同的传播层次。例如，吴为山先生创

作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大型组雕超越

了文字、图片和影像等记忆媒介的局限，

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情境，撼人心

魄，向全人类宣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世

界级的文化创伤型集体记忆。

4基于记忆建构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
　　

上述分析表明，参与记忆建构过程

是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一

个切入点，使公共艺术获得了“介入”

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合法性与深层次的

理论支撑。而将城市公共艺术与城市规

划结合则增强了艺术介入的效率与质量，

提供了艺术介入的操作路径。

4.1 受众的泛化及缺失：城市公共

艺术实践的现状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

国内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处在单一的宏

大叙事主线引导之下，以主题先行的方

式在作品中融入意识形态内容。尽管当

时的作品往往以具象的形态呈现，但再

现的事件、人物及受众却表现出极强的

抽象性。事件、人物的抽象化将观者 (受

众 ) 的想象引向指定方向以发挥符合主

流意识的教育功能。受众的高度抽象化

与泛化则意味着记忆的宣称面向的是无

差别的社会全体成员。这种强调以史诗

式、标题式的形式浓缩、集中地表达主

流意识形态的城市公共艺术创作理念，

在以建党以来的革命话语体系主导的“情

境”下确实成功地建构了几代人的集体

记忆。但是，这种选址、内容均可脱离

或忽略事件具体细节的创作方法最终导

致了各地城市公共艺术的单一与雷同。

之后的城市公共艺术开始呈现大众化、

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交织的多元化

状态，关照对象从革命意识形态转向艺

术家、城市管理者的个体主张。对受众

的忽略使城市公共艺术沦为单纯的标新

立异的形象游戏，过度的视觉刺激引发

的审美疲劳又导致了另一种城市公共艺

术的“千城一面”：均质化的特异性或

千篇一律的多样性 [1]。

在非“记忆”的视角下，上述问题

表征化为城市公共艺术的总体质量、空

间布局、公共性、地域性和文化性等问

题。城市公共艺术规划被用于应对这些

制约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的瓶颈。然

而，学界似乎并未真正意识到其根源是

受众的泛化及缺失。在艺术学领域中，

研究者就上述表征性问题探讨了对策，

但在规划方法方面缺乏实质性的成果。

城乡规划领域的研究则沿袭了传统的规

划思路，套用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

计中以主题规划营造城市特色的手法。

这类研究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纲举目张、

逻辑清晰，但问题显而易见：再度强调

了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过度强调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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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本身的编辑、加剧了“泛文化”现象。

　　

4.2 回归人与生活的关照：城市公共

艺术规划的价值基点
基于记忆建构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

的核心目标是塑造集体认同，价值基点

是令城市公共艺术回归对人与生活的关

照，具体要点如下。

(1) 关照对象的具体化、人性化。将

城市公共艺术的关照对象从承载者转变

为受众，其关照对象的“具体化”分为

两种情况：一是在设定、宣称记忆时，

具体分析记忆所属范围，不再将受众视作

毫无差别的公众；二是针对分属不同团

体的受众设定需建构、重塑的记忆。关照

对象的“人性化”是指城市公共艺术的创

作从受众与记忆的关系入手，在分析受众

所属范围及类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受众

的情感及心理反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的南京大屠杀

名单墙刚落成不久，一位老奶奶拿着一张

小板凳来到墙前，哀悼她在南京大屠杀

中遇难的丈夫，因为一直没有尸体和坟

墓可以让老人及其后代祭奠遇难的亲人。

而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对于普通受众而

言也会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这种形式

下的记忆重塑效果远胜于其他南京大屠

杀纪念空间仅仅设立一块石碑并镌刻“遇

难同胞纪念碑”字样的做法。

(2) 叙事立场的个体化、日常化。记

忆的建构过程有赖于各要素的协同作用。

当记忆的内容与记忆建构的情境相差太

大，特别是当受众的出生时间离事件发

生的年代太远时，若承载者采取的叙事

方式超出了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化

阅历，宣称将难以引起受众的共鸣。在

当今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兴起、

个体意识的增强、现代生活的私人化使

以往那种承载者单向主导的宏大叙事方

式面临近乎失效的境地。而对于少数知

识精英依据自身经验主张的个体叙事，

“民众也不会如知识精英所理解的那样

上心”。个体化、日常化的叙事立场要

求城市公共艺术的立意、构思细节化、

生活化，即从事件中的细节或因该事件

引发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入手构思、设

置及表现记忆内容。例如，深圳雕塑院

的大型系列雕塑《深圳人的一天》因讲

述了老百姓的故事而获得成功。

　　

4.3 强调统筹与弹性共存：城市公共

艺术规划的技术策略
根据国内现行的空间规划体系，由

于规划内容为非强制性控制要素，城市

公共艺术规划应属于引导性的、意向性

的非法定专项规划，可采取统一的编制

标准、弹性的编制要求，具体包括以下

5个方面。

(1) 编制格式统一化。为保证规划成

果的可靠性，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应具备

统一的编制格式，如编制目的、框架、方

法和成果表达形式等。编制目的如“价值

基点”所述，其内在核心是塑造、增强城

市空间的集体认同感，但操作过程及结果

的外部显性特征是激活空间活力、表现历

史文化和营造景观特色等，因而与城市总

体规划下的多类专项规划具有连接性。编

制框架、方法和成果表达形式可参考城市

总体规划下的相关专项规划。规划成果分

两类：一是仅作为专项规划置于城市总体

规划文本及图则中；二是在前一步成果

的基础上再独立进行详细的规划编制。

(2) 编制过程协同化。为保证规划成

果的有效性，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应与其

他相关规划协同编制，并建立一种恰当

的关系。首先，城市公共艺术依附于城

市空间特别是公共开放空间，因此其规

划编制必定与开放空间系统规划、绿地

系统规划及景观规划等专项规划紧密相

关。其次，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的实施难

以一步到位，因其所在用地的性质不同

而归属于不同的专项规划。为此，本文

对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与其他相关专项规

划的关系作出如下设定：一是与城市总

体规划下的其他相关专项规划同步编制，

在进行总体布局、形态设置时兼顾开放

空间系统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和景观规

划；在定位、主题方面将记忆建构与城

市历史保护规划、城市风貌规划、城市

特色规划、旅游规划统筹考虑。二是如

对城市总体规划下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

成果进行详细编制，应先于其他专项规

划 (特别是与专项用地相关或用于指导修

建性详细规划 )的详细编制；如不再进行

详细编制，则将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成

果作为其他专项规划编制时的参考依据。

(3) 规划内容层级化。在统筹考虑各

相关专项规划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规划

内容以记忆为主要依据。对规划范围内

的记忆作详细调查，按照世界、国家、

区域、城市、片区与街区 5个等级进行

归类，细分受众范围及类型，结合编制

过程协同化的要求，对城市公共艺术的

主题、空间位置进行统筹布局，形成层

级分明、目标明确的城市公共艺术分级

体系。在整体规划下，如某一记忆的地

点呈散点分布，则可形成次一级的体系。

(4) 控制要求弹性化。分级体系尽管

从本质上考虑了城市公共艺术与受众的

关系，保证了城市公共艺术创作方向及

实施结果的有效性，但并不能涵盖规划

的全部内容。因而，制定弹性化的控制

要求显得极为必要。首先，层级化的规

划体系应保留扩展余地及适度松散，为

3种情况提供公共艺术介入的可能性：

一是为公共艺术工作者的即兴创作、自

我展示留出空间；二是为未知的城市偶

发事件建构为记忆提前作出公共艺术设

计引导；三是对尚未形成记忆的片区与

街区进行公共艺术设计指引。其次，简

化控制要素且无需设定通用指标。分级

体系下的总体布局、总体数量、局部规模、

个体体量构成了主要且相对客观的控制

要素。总体布局与总体数量既受制于记

忆的分布位置，又受限于其他相关专项

规划所能提供的空间条件，而局部规模、

个体体量则与规划层级对应。除此之外，

为城市公共艺术工作者预留足够的创作空

间。作品的风格、形式、材质和色彩均由

城市公共艺术工作者依据城市公共艺术规

划成果、记忆及用地条件自行判断。

(5) 设计形式多样化。现行的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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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艺术规划以雕塑规划为主体，势必造

成作品呈现出整体单一化的现象。为此，

规划可从两方面突破以雕塑为主的局限，

首先，在编制框架中强调形式的多样性，

引导城市公共艺术工作者积极探索、尝

试新的表达形式。其次，模糊城市公共

艺术与建筑、景观的界限，实现一体化

设计，最大限度连接建筑、景观所承载

的记忆信息，放大城市公共艺术的效果。

例如，美国纽约高线公园原是位于纽约

曼哈顿西区的一段废弃了近三十年的高

架铁路，设计师以艺术、园林、建筑混

合的形态保留了高线各历史时期的代表

性元素：野草、涂鸦、铁轨和工业建筑，

成功重塑了当地居民关于高线的记忆。

5结语

本文利用“记忆”的概念与建构原

理，从受众的角度，以集体认同为目标，

为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提供

了可能，并从外部结合城市规划以城市公

共艺术规划的形式与其他相关的专项规

划连接起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

以一种快速、有效的方式增强人们对城

市空间的认同感。当然，记忆、城市公共

艺术规划并非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

设计的唯一视角与路径，本文仅结合现存

的问题、国内外研究成果初步讨论了公共

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在社会学理论

视角下存在的若干规律性、框架性内容，

除了各部分均有待深入研究，尚有两个问

题值得重点讨论：一是公共艺术工作者的

介入方式，即在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的两个

不同阶段城市公共艺术工作者与其他专业

人士 (城市规划师、风景园林师、建筑师 )

的协作机制及工作模式；二是公共艺术介

入效果的评价，即以何种方式、何种指标

直观地显示公共艺术介入城市空间后所

带来的效益，如空间认同感增强、活力

提升和风貌凸显等。



18

建构城市特色的途径：艺术介入下的空间规划

□　许云飞

[摘　要］当下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千城一面、缺乏特色”的问题凸显，艺术作为城市再生的手段之一，其介入城市规划
与设计的过程，能够成为建构我国城市空间特色的有效途径。文章探讨了艺术介入空间规划的必要性及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主要
阶段，结合三个实际规划案例详细论述了艺术在塑造城市空间特色中的媒介作用，并进一步提出艺术介入空间规划的四个具体
策略：分散化的空间布局、人易亲近的空间元素、多功能的空间设计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以期为我国城市规划实践中的空间再
生和特色塑造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空间规划；城市再生；艺术介入；空间特色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8-0018-04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City Character Creation With Art Involved Spatial Planning/Xu Yunfei
[Abstract] At present familiarity and homogeneity is a major cityscape problem, and art involved spatial planning may be an 
effective way of city character crea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two phases of art involvement in spatial planning, and discuss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art in cityscape creation, and puts forwards four strategies: decentralized spatial layout, human scale space, multi-
functional spatial design, and wide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Spatial planning, Regeneration of cities, Art involvement, Spatial character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推动下，我

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城镇化进程。

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3

亿，城镇化率从 17.9% 提升到 53.7%，年均提高 1.02

个百分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然而，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 35 年中，城市

规划和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城市发展对空间功能的

需求，包括居住空间、办公空间、商贸物流及仓储空

间等的扩张与建设。伴随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往往是

鼓励模式化、同质化的空间规划与建设，这导致了城

市空间的规划与设计缺乏特色，进而使城市建设“缺

乏特色、千城一面”的问题凸显。

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 年）》指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

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

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

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

式。”如何塑造城市空间特色已成为当前我国城市规

划必须面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将

探讨如何将艺术作为一种城市再生的手段，介入城市

空间规划与设计的过程中，以期为重新建构城市空间

特色提出一条有效途径。

   

1艺术介入空间规划的必要性

1.1 当下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进入模式化发展

阶段
在过去的 20 ～ 30 年，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市化

发展与建设进程，规划设计项目普遍具有周期短、任

务重的特点。在此市场需求的大力推动下，规划学科

的理论知识和设计方法也迅速在行业内普及，并涌现

出大量相似甚至相同的规划设计模式与套路。这些规

划设计模式带来了相似度极高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而

直接导致了“千城一面、缺乏特色”的城市空间风貌。

[作者简介 ] 许云飞，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管理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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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艺术介入空间规划能够打破当下

模式化设计的桎梏
艺术起源于人的思想，是人对事物

思考后的哲学表达。艺术天生具有独特

性，作品之间互不相同，即使同是为了

表达相同的主题，艺术作品间的表达方

式、表现形式，甚至色彩、材质等也各

不相同。因此，艺术与城市空间成功结

合后，其独特性必然区别于大量模式化、

标准化的设计，赋予城市空间独有的特

色。

   

1.3 艺术介入空间规划能够传承场地

文化、创造空间活力
艺术与空间的服务对象都是人。当

艺术介入空间时，使用者对艺术作品的

感知和理解被不断地传播、扩散开来，

影响着进入空间的每一个人。根据美国

公共艺术评论家的估计，全美平均每天

有 5　500 万观众与公共艺术面对面，这

个数字大约是画廊、博物馆、剧场观众

总数的 1　000 倍。因此，艺术的介入凸

显了空间的文化特征，创造了空间活力，

有助于构建一个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

   

2艺术介入空间规划的两个阶段：
艺术中心化阶段和艺术去中心化阶段

　　

2.1 艺术中心化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公共艺术的概

念开始被引入我国城市空间设计，以城

市雕塑和壁画为主要形式出现在城市空

间，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城市雕塑运动，如青岛“五四”广场上

的标志性雕塑和成都天府广场上象征太

阳神鸟的巨大雕塑等 ( 图 1)。

在此类空间规划中，艺术具有强烈

的中心性，艺术作品带有强烈的艺术形

态，是空间的主角，这可谓是艺术介入

空间的初期阶段的显著特征。虽然艺术

已经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呈现，但是艺术

与公民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艺术介入

空间后，多数占据了空间的中心，专注

于纪念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或表达艺术

家个人的创作理想，甚至体现某种权利

的中心。因此，在这个阶段，公共艺术

作为城市空间的“装饰”与“美化”元素，

专注于艺术作品自身的象征意义，而与

广大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相隔甚远。

2.2 艺术去中心化阶段
当下在我国的城市中，居民对公共

空间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时常有人

质疑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已经消失。事实

上，人们质疑的并非是空间 ( 如广场、

路口等 ) 本身的消失，而是在空间中人

与人的交流、人与环境的交流已经不复

存在，或是非常少。因此，随着人们对

公共空间需求的不断提升，传统的以艺

术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已经不再符合时代

发展的需求。

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规划途径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即艺术的中心性消失，

艺术介入的方式 ( 如艺术的形态等 ) 变得

不再突兀。艺术介入空间，不再专注于

创造具象的物件，并让人们对具体物件

产生反应，而是要创造人与整体环境的新

关系。例如，在城市广场中央布局一件雕

塑作品，或采取浮雕的形式来装饰某个公

园的墙面，此类简单粗糙的设计方法不会

改善空间使用者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

相反，有些规划通过调整空间的光线，引

导使用者的行进方向，可以给人们带来视

觉、听觉、味觉或者触觉的刺激，能够增

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交流，丰富使用者

的空间体验。因此，在艺术去中心化阶段

中，规划设计重点关注的是空间使用者与

空间环境的邂逅和交流，进而创造独特的

空间特征和场所精神。

3艺术去中心化后的规划实践：艺术
成为塑造空间特色的媒介

　　

在空间规划与设计中，艺术的中心

性消失以后，其逐渐演变为塑造空间特

色的重要媒介，具体表现在人与自然交

流的媒介、人与人互动的媒介、空间与

时间对话的媒介三个方面。本文结合三

个典型案例，探讨艺术如何在规划实践

中成为建构空间特色的重要媒介。

　　

3.1 人与自然交流的媒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空间规划的

首要原则，也是重要目标。艺术介入空

间规划为实现此目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

径。秦皇岛公园在规划之初具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植被茂盛、乡土生境丰富，

能够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地。但是，场

地的可达性差，人们难以进入，杂芜的

植被几乎覆盖了场地的每一个角落。因

此，规划设计的最主要目标是在保护河

流自然生境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创造新

的供人休憩和进行环境教育的场所。

3.1.1 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最小干预

在秦皇岛汤河公园的规划设计中，

一条长 500　m、高 0.6　m、宽度在 0.3

～ 1.5　m 间变化的玻璃钢红飘带在自然

地形、植被与河流间蜿蜒，贯穿于整个

公园之中 ( 图 2)。其在引导使用者进入

场地活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河

流廊道原有的自然生态本底，以此实现

规划设计对自然环境的最小干预。

3.1.2 为使用者提供多重功能

红飘带的设计集合了灯光、座椅、

步道、环境解说系统和场地方向指示等

多种功能，玻璃钢材质的飘带表面干净、

光滑，让使用者易于触摸、便于休憩。例

如，情侣在此觅到了浪漫的空间；老年人

寻到了健身和休憩的场所；孩子们找到了

探索大自然无限乐趣的游乐空间。

3.1.3 引导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理解

红飘带不仅仅是一条供人们漫步游

憩的步道，还是一件极为精彩的艺术作

品，时刻引导人们欣赏、观察和理解周边

的自然环境。例如，人们可以定期到这里

用相机记录下不同时间、不同季节的自然

景象；可以在这里发现上百种不同动植物

的踪迹及生活环境；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

“交响曲”。红飘带建立起了人与自然环

境之间交流的桥梁。

3.1.4 小结

红飘带的规划与设计解决了原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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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虽生态环境良好，但人们无法进入、

更无法使用的问题，不仅保护了场地原

有生态过程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还承载

了使用者多种多样的行为活动。红飘带

空间元素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人与自然

环境之间，而是创造了一种氛围、塑造

了一种空间特征，让人与自然之间开展

交流。规划设计的真正价值亦是通过这

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交流得以实现。

3.2 人与人互动的媒介
艺术与城市空间的结合能够创造、

激发人们的偶发性活动，极大地丰富人

在空间中的活动和行为，为城市开放空

间带来活力。里尔欧洲车站是法国北部

最大的国际性铁路车站，是英国、法国

和比利时三国的高速铁路的交汇点。车

站广场除满足每日大量人流汇集、穿行

和停留等基本通行需求之外，并没有为

通过或驻足广场的人们提供更多交往的

机会。因此，车站广场改造项目的主要

目标是激发人们的偶发性活动，并赋予

广场独特的空间特征。

3.2.1 郁金香雕塑成为最抢眼的空间元素

设计师以北欧特有的郁金香为主题，

在车站广场上规划了一系列组团式布局

的郁金香雕塑。郁金香雕塑高6～9　m，

采用玻璃钢制作并施以彩绘，以欧洲车

站的水平式建筑为背景，显得格外引人

注目。

3.2.2 郁金香不仅是可观赏的雕塑，更是

可使用的雕塑

所有郁金香雕塑均采用没有基座的

设计方式，直接立于广场地面之上，来

往的人们可随意穿行其间，接近它们，

触摸它们，甚至使用它们。例如，人们

坐于郁金香叶片弯成的座椅上，享受着

叶子提供的休息空间的同时，每隔几分

钟还可观赏和体验 350　km/h 的高速列

车飞驰而过的震撼 ( 图 3)。

3.2.3 郁金香成为人与人互动的平台

当人们在使用这些郁金香雕塑的同

时，使用者本身也融入了这些雕塑，成

为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休憩的行人与

郁金香雕塑构成了一个整体，使行走或

驻足在广场上的人们在欣赏郁金香雕塑

的同时，也能观察到雕塑中人们的行为

与活动，给这个广场空间带来了无限的

生机与活力。由此，艺术在城市空间规

划中不再是需要人们仰视才能见到的“高

贵不可触及的艺术品”，而是作为开放

空间的重要媒介，是让使用者参与其中、

共同创造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的

空间载体。

3.2.4 小结

郁金香雕塑的规划与设计，在不影

响广场交通集散功能的基础上，作为人

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激发了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创造了空间活力，同时

也让使用者参与其中，成为艺术作品的

组成部分，塑造出车站广场独具特色的

空间特征。艺术在空间规划中的价值正

体现于此：媒介性、沟通性和进而引发

的再创造性。

3.3 空间与时间对话的媒介
任何一个空间都不是静止不变的，

空间伴随着时间而变化。艺术介入空间

规划后，将空间的变化传递给使用者。

反过来，使用者参与空间艺术创作后，

赋予了空间更为独特的特征。原有的法

国湖贝博物馆出入口广场设计简单、平

淡，并不具有任何独特的景观特征。在

长方形的广场上，仅一侧布局有引导人

行走的连续的灯柱，另一侧视线通透，

除规整的绿植以外，再没有其他多余的

设计。因此，湖贝博物馆出入口广场改

造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广场独特的文化景

观特征。

3.3.1 博物馆的进门标签成为整个项目

的关键元素

设计师的改造计划是让博物馆向每

位进馆观众派发进门标签。此标签由圆

形的彩色塑料贴纸制作而成，周二至周

日 ( 周一休馆 ) 每天更换标签的颜色。观

众在参观过程中，需要将此标签贴至胸

前衣服上。在离开博物馆的出口处，管

理人员故意不设置回收此进门标签的设

施。因此，很多观众在离开博物馆之后，

会随手将这些小标签贴在广场一侧的灯

图 2  红飘带总平面示意 图 3  法国里尔欧洲火车站广场上的郁金香雕塑作品
资料来源：图片由安建国拍摄。

图 1  成都天府广场上的太阳神鸟
雕塑

01. 北入口
02. 百花园
03. 茶室
04. 服务用房
05. 环路
06. 狼尾草凉亭
07. 水生植物

08. 木栈道
09. 五月花凉亭
10. 芦苇凉亭
11. 红飘带长凳
12. 荻苇凉亭
另，图中河流为：汤河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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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设计师的改造计划刚刚实施了几

周，便在博物馆出入口广场上创造了一

排多彩的灯柱。它们在光线的反射下色

点参差、错落有致，且颇具动感。

3.3.2 公众集体创作彩色灯柱文化景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者也会参与

到彩色灯柱的塑造中来。走出博物馆大

门的人们，第一眼就会注意到这些彩色

灯柱。当人们走近后便会发现，彩色灯

柱并非某位特定设计师所为，而是走出

博物馆的观众们共同参与创造的。于是，

更多的人们在这些灯柱前认真地思考着

自己的那个彩色标签的位置，为创造更

加完美的彩色灯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3.3.3 小结

彩色灯柱是人们共同参与、集体创

作的结晶。设计师采用非常巧妙的方式，

引导艺术介入空间，并赋予了湖贝博物

馆广场独特的文化景观特征。同时，彩

色灯柱在时间的推进过程中不断被人们

丰富、完善和再创造，成为一件没有结

束的集体文化艺术作品。

4艺术介入空间规划的策略
　　

对上述三个艺术介入规划的实践案

例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艺术介入规划设

计的一系列共性特征，进而提炼出四个

规划设计策略，包括分散化的空间布局、

易亲近的空间元素、多功能的空间设计

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为构建我国城市空

间特色提供参考。

4.1 分散化的空间布局
对比上述三个案例，艺术介入空间

规划后均摒弃了传统的艺术中心化规划

思想，转而追求艺术与人、自然及周边

环境更好的融合与互动。因此，分散化的

空间布局是实现此目标的更好途径。例如，

秦皇岛公园中蜿蜒穿梭于自然地形、植被

与河流间的红飘带采用带状布局形式；里

尔欧洲车站广场的郁金香雕塑采取组团

状布局方式；湖贝博物馆的彩色灯柱则

依托原有灯柱呈线性连续布局。

4.2 易亲近的空间元素
综合分析上述三个实例，在空间规

划中设计让使用者易于接近的空间元素

以引导使用者的行为，是激发人们偶发

性活动的必要条件。与安置在不易于人

接近的位置上的艺术作品不同，秦皇岛

公园中的红飘带和里尔欧洲车站广场上

的郁金香雕塑均采取人们可以触摸、休

憩甚至在其上玩耍的玻璃钢材质，而湖

贝博物馆的彩色贴纸标签更是轻巧且易

携带，为使用者参与空间特征的塑造提

供了关键性的便利条件。

　　

4.3 多功能的空间设计
多功能的空间设计亦是上述三个案

例的共同特点。艺术在空间规划中的作

用不仅是供人们观赏，还需结合更多的

空间使用功能，引导使用者的行为与活

动，激发空间活力。例如，秦皇岛公园

中的红飘带集合灯光、步道、环境解说

系统和场地方向指示等多种功能；里尔

欧洲车站广场上的郁金香雕塑可供人休

憩、攀爬等；湖贝博物馆的彩色贴纸既

是进门标签，又是博物馆广场上彩色灯

柱的构成元素。

　　

4.4 广泛的公众参与
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上述三个案例中

的另一个共同策略。在规划设计中，引

导使用者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创造，在构

建场所精神、塑造空间特征方面往往具

有事倍功半的效果。在秦皇岛红飘带公

园中，不同年龄的人们有着各自丰富多

样的活动；在里尔欧洲车站广场上，雕

塑的使用者又成为郁金香雕塑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观赏它的人们交流与对话；

在湖贝博物馆出入口广场上，随时间的

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彩色灯柱的

创作和欣赏中。

　　

5结语

在工业化、全球化和快速城镇化的

共同推动下，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的基础上，正在

步入注重自然与人文和谐、注重诉求差

异和特色及全面塑造城市文化特征的新

阶段。在此背景下，艺术介入下的空间

规划为重塑城市空间特色、提升城市空

间品质提供了有效途径。本文通过详细

论述三个艺术介入规划的实践案例，分

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①艺术介入空间

规划能够打破我国当下模式化设计的桎

梏，有助于传承场地文化、创造空间活力。

②通过城市规划与设计，艺术成为塑造

城市空间特色的重要媒介，并通过人与

自然交流、人与人互动、空间与时间对

话三个途径具体实现其媒介作用。③通

过横向对比三个实例，提出艺术介入空

间规划的四个具体策略，即分散化的空

间布局、易亲近的空间元素、多功能的

空间设计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以期为我

国城市规划实践中的空间再生和特色塑

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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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城市建构策略及其规划设计建议

□　邰　杰

[摘　要 ] 艺术城市构建的意义在于艺术直接与城市形态发生作用，艺术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非标准”工具，还作
为一种都市日常生活行为的方式，使城市艺术空间系统充满着弹性和可变性。文章结合城市设计尺度下的几种公共艺术类型，
分析了规划目标与艺术、文化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具体案例论述了艺术城市建构的四大要素耦合策略，进而提出对
我国艺术城市构建的规划设计建议。
[ 关键词 ] 艺术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城市设计；空间建构；场所制造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8-0022-07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The Strategy And Planning Suggestion Of Artistic City Creation/Tai Jie
[Abstract] The notion of artistic city means art is not just a tool improving physical space quality, but functioning on city morphology. 
As a way of urban life, art creates fl exibility and variance in city spa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planning vision and 
art, culture, and creativity in several types of public art, and proposes joint functioning strategy of four major elements and planning 
suggestions of artistic city creation. 
[Key words]  Artistic city, Public art planning, Urban design, Space creation, Place creation

现代主义大师勒·柯布西耶认为，艺术作为理性

和感性平衡的产物，是人类欢乐的伊甸园。而建筑是

人类意志力的一种自觉体现，创造建筑就是创造秩序，

即创造功能和目标。其中，空间、尺度和形式，室内

空间和室内形式，室内的通道和室外的形式还有室外

的空间，包括数量、重量、距离、氛围等，都是人们

赖以行动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将建筑和城市

规划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认为建筑无处不在，城

市规划无处不在，其行动也出现在城市的创造中。而

城市都是围绕其几何中心创造出来的，因为几何能赋

予人特点 [1]。艺术、文化与城市规划的关联即在于需要

从土地开发、项目运营、营销策划等各个更上游、更

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为城市设计及城市公共

艺术规划寻找存在逻辑。而自适应性城市作为一种由

“动力学”编织的“织物”，其经纬网格区域即从形式、

流体、张力和铸造等意义层面凸显了“织物”的韧性

与艺术弹性—韧性艺术城市，即聚焦作为一种先锋

策略的“艺术”在后城市化时代中的地理角色和大规

模、持续性城市空间的改造实验作用，以及“织补城市”

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景观特征。基于此，本文结合规

划目标与艺术、文化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艺术

城市的建构策略，以期为我国艺术城市的建构提供理

论参考。　

　

1城市设计尺度下的公共艺术形式
　　

理查德·韦勒在《实用的艺术：景观都市主义的

思索》一文中批判性地指出了城市的病症之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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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而言，将城市浪漫地理解为一

个艺术作品的集合体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相反，当代与全球化紧密关联的大都市

却成为一个贪婪、失去人性化特征的混

乱体，其中诸多基础设施和规划的问题

越来越屈从于基本动机。而且，即使我

们在充分考虑环境限制和社会危机的情

况下来发展城市，城市也依然保持着机

械的特性，而非艺术。为了将艺术和实

用工具这两个相去甚远的字眼结合起

来，我有意识地回到景观学的理想主义

上来，并回归其兼顾艺术和科学而成为

一项整体性事业的定义”[2]。布鲁格曼则

认为，对城市蔓延最明显的早期异议是

出于美学考虑，这些考虑从那时起就已

经成为城市规划最重要的推动力。事实

上，由于社会更加富有，并且用于保护

事物（比如食品和庇护所）所花的时间

和能量减少，美学问题不可避免地赫然

出现并且越来越明显 [3]。艺术城市的规

划设计实践范围涵盖小型公共空间或街

道与社区、城市大系统或整个区域，《创

建和塑造城市和城镇的艺术》(The Art 

of Creating and Shaping Cities and 

Towns) 中即认为城市设计涉及到建筑、

公共空间、交通系统、服务和设施的设

计与布局，城市设计是对整个街区和城

市的建筑性质、形式与形状的预设过程，

它是一个将要素部分植入到街道、广场

和街区的网络框架。城市设计融合了建

筑、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元素，使得

城市区域更具功能性和吸引力；城市设

计强化了人与场所、运动与城市形态、

自然与建成环境肌理之间的联系；城市

设计聚焦于场所营造、环境管理、社会

公平和经济可行性，以创造城市独特的

美学和特质。唐纳德·沃森亦从艺术的

视野更精准地判定：城市设计和城市建

设无疑是这个或任何时代最幸运的尝试，

为生活、艺术、手工艺和文化构建了发

展愿景，是设计师和制造者给未来的礼

物。城市设计本质上是对城市空间价值

逻辑的一种伦理实践—关乎公共利益

优先、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历史遗产

等特殊价值判断体系的一种城市控制思

想，藉由公共艺术与建筑的视觉化及建

设科学的具体化来共同呈现 [4]。

　　

1.1 公共艺术的三种尺度类型
城市设计尺度下的公共艺术形式

包括区域、社区和街区三种尺度，如

《西澳大利亚宜居社区》(Western 

Australian Liveable Neighbourhoods: 

Community) 明确指出活力社区的建设

包括社区、城镇、分区 / 区域三种城市

设计尺度的公共艺术形式 ( 图 1)。美国

景观大师玛莎·舒瓦茨的设计实践范畴

亦从在地装置艺术横跨到策略性规划层

面的城市设计，她曾以“景观设计：艺

术与可持续性”为议题探讨了规划视角

下艺术城市建构的三大实践领域：宏观

的区域 / 城市领域、中观的生态城镇领

域及微观的公园领域 [5]。

1.1.1 区域尺度的公共艺术

相对于传统城市的有机生长，现代

城市是被构造出来的，如城市艺术系统

基础设施即存在着一种多义性的性能和

表现空间的城市张力关系(不是破坏力，

而是诸多的可能性及内蕴的城市文化潜

力 )，“公共艺术规划并非局限于某一

具体的公共艺术品的设计，而是把握城

市艺术的整体性以及城市各片区需要表

达的艺术主题和形式”[6]。譬如，美国

众多城市已经把公共艺术项目作为发展

旅游业的一个磁铁，迈阿密—大德公共

艺术计划 (Miami-Dade Art in Public 

Places Program) 即配套了总投资额的

1.5%作为公共艺术建设费，通过国内和

国际的艺术家作品将机场与通往市区的

高速公路有机地连接起来。同时，更多

的艺术家已经将公共艺术扩展至城市设

计尺度，如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 1995

年制定了《东海岸 2%的艺术条例》，

该条例规定布劳沃德县须为艺术家提供

设计资金，为广泛的资本改善项目提供

专业设计知识，特别强调改善城市设计

方式。对于棕榈滩县到大德、大西洋到

沼泽地等区域的无序发展，该条例鼓励

艺术家积极参与城市设计，试图将公共

艺术引入到县域基础设施的设计中，主

要包括在交通连接处和社区入口进行设

计，使市民及游客均获得感知此独特场

所的审美经验。

图 1  城市设计尺度下西澳大利亚宜居社区公共艺术的三种尺度类型

社区尺度 城镇尺度 分区 /区域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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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社区尺度的公共艺术

城市空间形态是多元体系的城市公

共服务产品与城市运营的综合体现，城

市生活中的供需选择与价值判断过程则

塑造了城市的特质与文化。城市设计作为

整合与协调城市多元体系和创造高品质城

市生活的工具性手段，如果单以空间形态

为设计筹码或设计诉求，必然将面临设计

无效或操作失衡的挑战。同时，城市作为

一种运动的机制状态，由许多“流”组成，

此时“空间”则演变为“流”，而“流”

无任何形态，它是将不同社区镶嵌入城

市空间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深层结构形

式和动力机制。而艺术作为一种工具性

策略生成了公共空间，实现了艺术介入

城市社区尺度的景观美学可视化表达。

在这里，艺术介入城市不是指将艺术品

( 雕塑、绘画等 ) 简单地置入城市，而是

更多地从“艺术策划”这一规划思维出

发，将艺术作为一种地形学视野中的操作

策略来实施，以形成艺术城市的景观空间

网络化格局，勾勒出一种城市视觉形象结

构的框架 (图 2)。这与伯林特的观点一

致，他认为环境美学的范围超越了艺术

作品—为了静观的欣赏而创造的美学

对象的传统界限。美学要素占支配地位

的人类环境是美学环境，在此范围内，

影响环境的美学价值的政策或行为就是

环境艺术。在建筑学和景观设计领域，

美感这一要素一直备受重视。然而，在

其他 ( 如城市和区域规划 ) 领域，美感的

重要性还未被关注，直到最近人们才认

识到广义环境中的美学价值。如同人类

的使用、城市的扩张破坏了自然景观一

样，城市发展对这些价值的威胁日益严

重，它们的重要性会变得更加突出 [7]。

1.1.3 街区尺度的公共艺术

后现代时期的雕塑、建筑、景观与

城市之间的界限模糊，很难用“是”或

“非”来界定。例如，北京的华汇设计

工作室在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地池服务

中心的规划创作中，利用几何线条作为

设计元素，将环境、人类需求和建筑元

素融入到景观中，让景观设计与自然之

间产生强烈的联系，并通过钻石状网格

系统营造空间的流畅性，成功地构造了

水、植物和建筑系统，形成一件艺术品，

既完美地保护了自然，又形塑了城市结

构 ( 图 3)；在郑州万科中央广场的设计

中，Locus Associates 事务所以“星光”

为艺术基调，利用道路、土地、水景和

人类活动尺度元素，结合空间循环手法，

建造了一个拥有良好功能的高质量公共

空间，使其成为受人欢迎的社交区域—

“星光广场”，满足了未来多期高密度

住宅开发对活动空间和商业空间的需求，

既没有对商业空间造成遮挡，又促进了商

业活动，并且让整个广场成为一个能留得

住人、充满趣味的城市艺术场域 (图 4)。

1.2 城市设计目标与文化艺术的关联
勒·柯布西耶认为，建筑师和规划

师感到自己被赋予了设计城市的力量，

而城市是一个整体，一座城市必须要美

是因为一种更高的目标，它们超越了仅

仅满足功能上的需求 [1]。从以往的规划

实践看，规划者往往将艺术和文化作为

社区振兴的一个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变

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社会生活中艺术和

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潜在贡

献。艺术和文化为城市设计与公众参与提

供了一个媒介：维护、庆祝、挑战和创造

社区认同；参与公众生活；告知、教育及

向不同的人群学习；连接人口统计学和

图 2  艺术化的全球城市设计案例示意

图 3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地池服务中心实景 图 4  郑州万科中央广场实景

阿布扎比的流体建筑

热带地区装饰艺术 洛杉矶城市公共设施

阿布扎比机场 波特兰爱悦喷泉广场

校园项目的艺术化建构

超现代之家

高速铁路车站 拉斯维加斯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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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规划目标 相关活动 参与者

社会 保护地方历史和文化遗
产；深刻理解和欣赏社
区文化的多样性；促进
联系或减少不同群体之
间的障碍 ( 如不同年龄
人群、少数民族群体与
社会经济各阶层 )

在社区居民参与的“照片之声”或讲故事活动中
识别他们共同的需要和价值观；创建并推出一
个社区壁画或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品来验证或
庆祝过去；确定一个社区节日以庆祝当地的文
化多样性；提供艺术和文化教育计划，如研讨会、
互动课程和表演，以鼓励人们去理解与认识一
个社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营造文化和非文化
场所，以方便不同阶层群体参与社区活动

规划师、非营利组
织、社区团体、艺
术家、个人、资助
者与政策制定者

经济 为社区成员发展和扩展
本地的经济机会；确保
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高
品质的保障性住房；吸
引企业、新居民和观光
者；提供或促进公共交
通

创建并提供地图、标志和其他产品，使消费者
了解本地所拥有和经营的社区企业；使用公共
艺术提升街道景观，充分利用走廊以增加交通
流量；为新的经济适用住房发展提供文化资产；
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确保安全的措施；
创建生活 /工作空间；为个人创业者（包括艺术
家）创造孵化空间

规划师、经济发展
者、工程师、商业
投资区、非营利机
构、艺术家、金融
机构、政策制定者、
居民、访问者和旅
游者

环境 保护和提升地方的本土
识别性和特征；维护和
保护社区公园和开放空
间；恢复、保护和保留
社区的水道；实施可持
续的规划实践；鼓励健
康的行为，包括自行车/
自然友好型旅游、户外
活动等

将公共艺术与交通、公园和开放空间、水体与
下水道等基础设施进行整合；通过社区表演和
节日庆典，多学科地探索社区的环境退化和保
护问题；清查、评估并详细规划一个社区的艺
术和文化独特性；鼓励在公共场所、餐厅与酒
店等区域的零废物再利用行为；在公共交通路
线上定位或发展表演空间和公众聚集场所；确
保现场性法规审查的持续性与实践督促；创造
性再利用和保护历史建筑

规划师、非营利组
织、专业设计师、
艺术家、环境规划
师、开发商和建筑
商、政策制定者

社区 公众在透明的规划过程
中评估社区当前和未来
的需求；促进社区的自
豪感和地方管理

使用交互式网上社区论坛；授权不同种族和民
族的多元化群体，通过创新性工具 ( 如绘画、雕
刻、造型等 ) 参与规划决策；吸引艺术家提供或
助力发展规划愿景

规划师、非营利组
织、当地企业、社
区团体、艺术家、
个人

表 1 规划目标与艺术、文化和创造力间的关联

社会经济学的沟通路径。同时，艺术和

文化活动可以使公众更充分地参与规划

实践，如一系列社会远景和目标的设定；

规划方案的制定；审查发展情况和基础设

施项目；支持经济发展；改善建成环境；

促进地方管理；加强公共安全；保存文化

遗产与传播文化价值观及历史价值；弥合

文化、民族和种族间的差异；创造群体记

忆和明确其身份 (表 1)。

　　

2艺术城市建构的四大要素耦合策略
　　

《规划实践中艺术和文化的作用》

(The Role of the Arts and Culture in 

Planning Practice) 一文明确指出艺术、

文化和创造力可以整合集成至规划领域，

政策制定者和规划师可以在艺术与文化

领域中寻求合作伙伴 ( 既包括决策者、

规划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专业人

士，又涉及在健康社区创建和发展中的

建筑、景观、艺术和文化等专业人士 )，

并使用创造性的战略框架来实现经济、

社会、环境和社区的目标，提升规划实

践的水准。艺术和文化在此领域的特别

贡献包括：提升文化价值和保护历史遗

产；营造社区特色和地方感；加强社会

服务和社群参与；增强经济活力[8]。例如，

美国圣地亚哥的艺术和文化数据库委员

会列出了 437 个在公共艺术领域注册的

国际知名视觉艺术家，强有力地推动圣

地亚哥成为一个公认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与一个蓬勃发展的艺术社区，使当地的

艺术家获得了培育和雇佣的机会。

2.1 以社区文化遗产定义城市的肌理

结构
一个健康社区的标志是它能够同时

保存和创造它的文化，即保护它的历史

和遗产，同时为当下的社区文化遗产保

护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艺术家、历史

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

规划师等领军人物及其他社区领导者在

保存一个地方的历史和传统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并能缓和地方的紧张态势，同

时鼓励与尊重地方改变其对文化景观的

态度。尽管一个地方的历史和遗产相当

重要，但人们很少将对其的保存视为一

个地方创新和进步的潜在基础，导致太

多的日常资源在保留有显著意义的空间

和对象、记录老年人的故事和一个社区

的当代文化实践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德国学者沙尔霍恩与施马沙伊特在《城

市设计基本原理：空间—建筑—城市》

中就“场所之间的关系、公众艺术品”

的议题指出，“城市有这样的功能，作

为公共空间，帮助个体获得识别性，在

此，这种识别性有着双重的意义。人们

参与其间，而相互识别⋯⋯在一定的日

常事件的范围内，这一特质消除了，更

确切地说是获得了虚构的、有效的意义，

演变为有特殊精神含义的场所，在上面

提到的双重识别的层面上，以其积极的

效用获得了特殊的意义。整体就是场所、

活动空间相互联系构筑的网络。如果我

们在空间、建筑的排序内外，把城市理

解为社会的进程；如果我们根据卡内逖

的说法，认为城市具有艺术的本质，它

所阐述的真实通过排序给人以安慰、使

人解脱，那么城市就可理解为公众的艺

术品”[9]。

圣地亚哥艺术与文化委员会通过公

共艺术项目，与艺术家、艺术专业人士、

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社区成员和业务

伙伴及画廊、博物馆、大学和各种城市

规划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制定公共艺术的

优先发展策略并在城市创造出携带历史文

化信息的地标性艺术作品，尝试将公共艺

术融入城市文脉肌理甚至是城市规划的策

略、计划和框架中。公共艺术项目的介入，

可以提升公众对艺术的体验感和欣赏水

平，创造成功的、吸引人的公共空间，

提高城市设计质量，加强公共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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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高公共设施 ( 如交通系统 ) 的使

用效率，加强邻里和社区认同感与自豪

感，纪念社区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多样性，

提供教育和学习的机会，为地区的艺术

家创造发展才能的机会。

　　

2.2 以城市公共艺术激发开放型的经济

活力
圣地亚哥公共艺术总体规划 (Public 

Art Master Plan) 旨在推进充满活力的

城市文化，其公共艺术项目的首要目标

是构建“充满活力的文化，充满活力的

城市”—创造一个多样化、卓越的公

共艺术作品集合。公共艺术项目应该是

圣地亚哥这个城市最明显的标志，它致

力于培养创造力、鼓励多样性的思想和

提高城市对多样化意见的容忍度。可见，

具有强大、生动的公共艺术规划的城市

往往有着持续的经济实力，吸引并集聚

了众多企业和个人，亦为居民和游客提

供了优良的人文环境，为其终身学习提

供了机会，更有助于保护其社区历史遗

产 [10]。 正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论述

的一样，“实际上，环境可能结合的多

样性，类似于在无限多的混合剂中的纯

粹化学制品的混合，它引起的感情像能

够唤醒的景观的任何其他形式一样，既

分化又合成⋯⋯因此，导致我们从事城

市环境要素协调的研究，与他们所挑起

的感情密切相关，并承担了大胆的解释，

这一假设必须根据体验，通过批评和自

我批评而不断地修正”[11]。

如今，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一个街区

或社区中，艺术、文化部门的活动与经

济活力之间的关联。例如，高密度的创

意企业和工人在一个地理区域通过提升

社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吸引经济活动

的能力及创造一个创新的氛围，形成城

市内在的竞争优势，如在一个城市或区

域，社区中所有类型的艺术和文化活动

的蓬勃发展对于一个熟练的并受过教育

的劳动力的招聘与留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个特定的街区或社区场所呈现的艺

术和文化，亦可以通过增加关注度与步

行交通人流量来促进城市更多元的发展。

此外，就全球经济而言，正式和非正式

的艺术培训可以有助于发展人们各方面

的技能，如较强的口头及书面沟通能力、

精准和高质量的工作业绩、融入团队和

集成工作、在新的和创新环境下的舒适

性。赵容慧等人即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

野出发研析了台湾台南市土沟社区的营

造案例，认为艺术与当地产业及特色文化

相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意产业，以社区居

民为共同承担、开创、经营与利益回报的

主体，以社区原有的文化历史、技术手段

及自然资源为基础，经过资源的发现、确

认与活用等方法，为居民提供了社区生活、

生产、生态与生命等社区文化的分享、体

验与学习平台。由此，土沟社区通过艺术

的力量让地方产业有了永续的发展 [12]。

　　

2.3 社区独特性与地方认同感的标记性
城市空间肌理加上结构关系 ( 功能

和空间双重意义)是塑造一个城市区域(城

市社区 )的基本形式逻辑，文丘里曾精准

地从日常哲学的视角指出波普艺术某些

生动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尺度和背景

的矛盾。他认为理应把建筑师从纯粹法

则的幻梦中唤醒过来，因为这种幻梦在

现代建筑体制下的城市重建规划中受格

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容易造成统一的欺骗，

然而让人庆幸的是，它们不可能真正取

得任何重大成就。他还认为人们也许能

从粗俗且为人所不屑的日常景观中吸取

生动而有力的、复杂和矛盾的法则，把

建筑变成一个文明的整体 [13]。

艺术、文化和创造性策略有助于揭

示与提高城市的可识别性—独特的意

义、价值和特征，以此构成了社会的物

质和形态的基础。基于此，艺术、文化

和创造性策略作为探索社区环境的总体

策略的一部分，规划师可以通过城市设

计和场所营造，充分利用艺术和文化资

源、社区远景、规划流程、设计指南、

艺术和文化规划、总体规划和公共财政

投资等要素，培育和拥抱社区的多样性

与独特性，并建立和凸显社区的独特性。

而在关键的决策过程中，对这些要素的

应用都需要考虑所有的社会利益、艺术

和文化资源在城市文脉框架中的整合及

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价值的冲突性质

的认可与平衡。例如，在设计和建筑层面，

随着圣地亚哥的城市发展，其公共开放空

间也迅速得以开发并始终处于溢价状态，

人们日益意识到公共空间正逐渐成为每

个人的“私人”空间的一部分—公共

空间的一个关键属性。正如一个规划参

与者所说：“这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建筑，

这也是一个伟大城市的建筑之间的空间。”

可见，社区的公共场所的质量 (包括吸引

力、安全、清洁、绿化和设施等 )对所有

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艺术有助于更宜居地填补城市

发展的空隙，许多成功的项目都应用了

一个参与者所说的“整个社会的整体方

法”，即公共艺术使得社区中心、城市

公园或重建项目更具吸引力，甚至它可

能不会被认可为公共艺术，正如一位规

划参与者所说，“最成功的公共艺术类

型却是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圣地

亚哥的中心城市艺术规划 (Centre City 

Arts Plan) 从这一角度指出：使用文化

有助于实现市中心的目标—“非常重

要的是，市民可以参与和享受公共艺术

导入下的公共场所和社会生活模式”，

另外，其城市艺术规划的首要目标是“重

建项目中的公共艺术”，以提高整个中

心城市的审美环境，包括各种各样的艺

术形式，如临时和永久的视觉艺术、表

演及文化活动。

　　

2.4 增强各阶层对公共艺术的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一种关系的建立，鼓励

学习和行动及对一个场域问题或计划意

见的表达过程。例如，通过强化公共服

务承诺的实施为决策者带来更多的建议，

可以为规划层面较高水平的社区参与提

供活力和创意。实际上，通过民意调查、

规划工作坊、资产规划、市政厅会议和

公开听证会等传统的工具，规划师和社

区领导者已经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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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创新性工具也正在被越来越多地

用于规划领域，如此，可促进社会参与的

规划活动的顺利开展和目标的实现，如视

觉艺术技巧、讲故事、节日、展览、舞蹈、

使用口语词、照片之声、音乐、表演、基

于Web的应用程序和社区活动等创新性

工具，均强调公众的接受输入程度、真正

的反馈确认、易于参与和人际关系的发展。

圣地亚哥的公共艺术项目 (Public 

Art Program) 有超过 150 人 ( 代表了圣

地亚哥所有阶层人群 ) 的积极参与，整

个参与过程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城市景观

的关注及对呈现圣地亚哥独特性和文化

遗产的关切。公共艺术总体规划是为了

研究与加强现有的公共艺术项目的实施

手段，建立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程序

并提高实施的可行性，如将规划草案提

交至一系列由本地艺术家、建筑师、工

程师、项目经理、设计师和感兴趣的市

民共同组成的专家研讨会，由此产生出

规划重点，并通过两个途径加强圣地亚

哥的城市公共艺术项目：一是通过增加

参与有意义的社区项目的机会，提高大

众参与公共艺术项目的意识。具体可体

现在修改项目和艺术家选择的建议、提

供更多的社区项目参与机会、与圣地亚

哥其他城市部门和独立机构的合作方式、

为本地艺术家提供重要的培训和机会的

手段，以及使城市公共艺术与大型社区

和城市设计问题紧密关联等方面。二是

聚焦于公共艺术项目的管理和组织 ( 包

括资助)，包括提出简化程序流程的方式，

讨论公共艺术规划的资助方式，且这个

规划过程涉及关于建立一个艺术城市政

策所需投资比例的广泛讨论的可行性，

同时包括一系列通过各种资金来源 ( 包

括公共和私人参与 ) 为该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的建议，还包含一套城市公共艺术规

划的政策、准则和原则，并概述了未来的

管理程序和建议步骤。Jessica Zalewski

在《艺术城市问道：杰瑞米·福尤特》

(Art City Asks: Jeremy Fojut) 中亦提及

了“艺术密尔沃基”—通过艺术，丰

富、授权和激励城市社区的发展。譬如，

在密尔沃基湖滨国家公园开展城市岛海

滩派对—由密尔沃基奥德赛支持的一

个现场音乐、现场作画、生活照片展位项

目和抽象绘画与电影的筹款活动。而且，

在每个月的艺术盛会及每个密尔沃基的

节日中，“画廊之夜”的艺术巴士均巡

游在密尔沃基各地 ( 如城市生态中心社

区等 )，“艺术密尔沃基”似乎无处不在，

旨在为当地艺术家与密尔沃基各年龄层

的市民提供一个艺术的现场互动平台 [14]。

　　

3对我国建设艺术城市的规划设计
建议

　　

艺术城市的规划设计策略强调对城

市文化艺术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旨在构

建城市“流动的空间”背景下的“软基

础设施”或“创意基础设施”—“制

造意义、符号、图像、声音和空间的基

础设施”。相对环境领域 ( 自然和建造

资源的管理)而言，它是“软”和“创造性”

的基础设施，是城市规划设计实践的特

殊文化领域，是塑造城市感知形态和个

性特质的艺术系统。因此，城市的价值

生产亦意味着远远超过狭义的经济活动，

也意味着社会、文化、艺术和环境价值的

产生，换言之，这需要在城市环境空间

的规划设计中注重艺术与规划的连通性、

文化与时间的层叠性、功能与环境的资产

性，从而营造出富有艺术特色的社区空

间、艺术空间和开放空间。

　　

3.1 基于艺术和规划连通性的社区营造
艺术城市特别强调文化、艺术和规

划之间的联系，其以多程式化的姿态走

向城市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其在组织物质

与人的关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表达了“集体记忆”在实际城市规划实

践中需要寻找文化艺术的迫切需要 ( 社

会文化领域的认同感、访问、参与需求 )，

生成了城市独特的、全新的社会结构。

因此，在艺术城市规划中，“文化艺术

规划”必须进入城市规划师的语言系统，

文化艺术不能后置、不能被添加，只能

从城市历史矩阵中提取本土内生的文化

因子并将其置入城市规划的逻辑框架中，

即公共艺术不是马后炮、不能强迫装饰

公共空间及无法减轻因城市空间规划不

周而造成的影响—这通常发生在一个

支离破碎的规划过程的后期。相反，公

共艺术应该是社区规划不可或缺的要素，

通过增加公共领域开放的机会并总结规

划经验，可以使关心建成环境质量的市

民的公民话语权更具创造意义。而且，

公共艺术有力量改变社区，激励和启发

人们对改善建成环境的热情与积极性。

规划通过公共艺术的介入已将社区从“匿

名”的空间转变为反映丰富历史、尊重

文化差异、传播社会价值的大型艺术景

观社区。在公共场所越来越私有化和均

质化的当下，公共艺术已成为将社区项

目规划设计为具有独特识别性的一个重

要方式，亦可加强人们与邻里人群之间

的关系，增强社区认同感。

　　

3.2 基于文化和时间层叠性的艺术空间

规划
极具挑战性的、富有想象力的艺术

城市规划是一种营造城市特色空间的操

作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策略，通过一

种有“生成性”的实验性文化实践方式，

生成没有边界、开放的城市“平滑空间”。

在这一空间中，拥有确保城市安全健康

底线的韧性基础设施、讲究投资与效益

最大化的整合性空间及着眼未来的城市

人文建设，并将其融合到城市设计的操

作当中。而城市艺术空间就是没有边界

的、由艺术情境与语境“浸入”的模糊

地带，艺术城市是悬浮在城市结构之上

的叠加体系，是不同艺术场域结合下的

城市空间相互叠加和并置的结果，因此

艺术城市自身的逻辑是会随时间而改变

的。同样的，城市公共艺术形式也会因

所发生的事件不同而不同。城市既是关

于空间的，又是关于事件和运动的，城市

不能脱离发生在其中的事件而单独存在，

即包括情境城市中的线索、逻辑、氛围等

要素及艺术装置、艺术事件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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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功能和环境资产性的开放空间

规划
艺术城市将是一个繁荣的、多样化

的文化和娱乐中心，包括新一代的城市

娱乐综合体，活力四射的娱乐、购物和

生活中心，供人们不断学习和探索的场

所，可供娱乐休闲的城市开放空间，以

及将新建公共艺术融入到已有社区中的

公共空间。同时，艺术城市将是一个具

有加强型网络的绿色街道、公共空间公

园娱乐系统，着力于五个城市设计领域

的建设：公园、小径和开放空间系统；

绿色街道网络；独特的紧凑性功能 ( 如

公共艺术、景观走廊等 )；公共艺术基础

设施；公共文化领域管理。艺术城市的

发展亦可被描述为“后工业时代的财富

创造模式”，艺术及更广泛的文化资源

和设施往往被视为战略性的城市资产，

它们在城市新经济中发挥着重新组织城

市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作用，为城市之

间的各种艺术和民间组织、物业业主和

私人投资者提供了合作框架，即建立一

个非营利组织和一个地方政府实体，而

这两个主体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则必须

是一个具有文化 ( 艺术或设计 ) 性质的组

织，以创造一个生动、动态和可持续的

城市艺术中心区。人们需要识别这种实

际的和潜在的作用，明确艺术和文化对城

市的贡献，如艺术城市规划即鼓励工业 /

遗产 /历史街区的更新、凸显基于知识产

权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商业社区中的

战略意义、为城市地区建立独特的品牌

和生态位、建立地方 /区域认同感和独特

的艺术品牌、提供涉及城市“关键质量”

的艺术元素及创意场所、创建更安全的街

道、确保城市文化战略的多样性、发挥高

增长领域的“艺术”和“技术”之间的

协同作用、巩固市中心地区成为更具吸

引力的办公场所和住所、创建非功能性

和非正式的高质量艺术基础设施网络等。

4结语
　　

艺术城市构建的意义在于艺术直接

与城市形态发生作用，艺术不仅仅是城

市空间品质提升的“非标准”工具，还

作为一种都市日常生活行为的方式，城

市艺术空间系统充满着弹性和可变性。

而且，高质量的城市公共空间首先是一

个功能完善的设计系统，正如芒福德在

《城市文化》中论述的一样，对于地球

和城市两者而言，区域规划的任务是使

区域可以维持人类最丰富的文化类型，

最充分地扩展人类生活，建构各种文化

景观类型并为人类情感提供一个家园，

创造并保护客观环境以呼应人类更深层

的主观需求。规划一个可以为人类所感

知的、具有连续背景的栖息地，是优雅

生活的基本必需 [15]。而艺术介入下的城

市设计主要涉及赋予环境地方感的“场

所制造”，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建立可

识别的社区、独特的建筑、美观的公共

场所和景观、可识别的地标 ( 视觉焦点 )

及适度发展规模和持续公共管理规模的

城市总体架构而得以完成的，其他场所

制造的关键要素亦包括热闹的商业中心、

与地面零售用途结合的复合发展程度、

人的尺度和文脉敏感性设计、安全和有

吸引力的公共区域、形象塑造、公共领

域的装饰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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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的社区营造与规划思考

□　刘雨菡，张珊珊，鲍梓婷

[摘　要 ] 当今城市的发展已进入都市美学时代，艺术介入城市开始成为一种趋势，成为介入社区营造的重要手段。文章从艺术
介入社区营造的意义入手，从公共空间、社区产业和社区文化三个角度探讨了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方式，指出艺术介入社区不
仅是创造物质空间，还是对艺术文化的融入、艺术产业的发展及艺术空间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政府各界力量的协助，
又需要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
[ 关键词 ] 艺术介入；社区营造；都市美学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8-0029-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Art Involved Community Creation And Planning/Liu Yuhan, Zhang Shanshan, Bao Ziting
[Abstract] Cities have entered aesthetic era, and art intervention has become a trend in community crea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ways of art intervention from public space, community industries, and community culture, indicates art inolves not only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culture and industry. The intervention needs social suppor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Art intervention, Community creation, City aesthetics

1当今社区营造的发展与特征

1.1社区营造的提出
社区营造的提出起源于日本。20 世纪 50 ～ 60

年代，日本高速城市化，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造

成乡村生产力的降低、人口的老龄化，村民便自发开

展了“造町运动”，该运动由居民参与主导，以振兴

当地产业为手段，目的在于保护地区传统文化和改善

地方环境。我国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社区

营造概念 ( 也称“社区总体营造”)，社区营造在当地

“九二一”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区营造是一个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对共同的

生活环境进行品质提升，对社区的文化、产业与经济

进行复兴，对共同的精神家园进行重塑的过程。社区

营造区别于一般的社区改造，它不是传统的物质空间

改造，正如曾旭正所说：“‘社区’是被‘营造’出

来的，并不会因为‘毗邻而居’自然形成⋯⋯经‘营’

与创‘造’正是我们使用‘营造’一词的本意，而不

是传统的‘工程营造’的意思”。

　　

1.2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发展特征
1.2.1 时代背景

全球市场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数百年来人类与文化

景观建立起来的功能关系。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空间中的生产”已转变为“空间的生产”，

全球市场化之下的城市化进程抹除了地域之间的空间

与时间差异，地域性与场所精神在此过程中被摧毁。

当今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社区建设的同质化

及场所精神的缺失，千篇一律的高地标、宽马路和大

公建等让人们难以对社区产生归属感，社区也失去了

[作者简介 ] 刘雨菡，硕士，规划师，现任职于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所。

张珊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鲍梓婷，通讯作者，博士，现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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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独特发展的动力，社区发展需要一

个全新的媒介来营造社区价值。与此同

时，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物质文明与

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生的价值与意

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都市人的精

神、心理与情感方面，城市的发展已进

入都市美学时代，都市美学实践对城市

价值的提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艺

术介入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试图

打破专业和行业的壁垒，以全新的视角

推动城市发展。由此，艺术作为一种展

现人类情感和意识沉淀的过程，开始介

入社区营造，与社区共同发展。

1.2.2 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特征

艺术介入社区营造具有多种社会功

能，首先是审美认知功能，人们在生活

中通过对艺术的鉴赏可以更加深刻地认

识自然、社会和历史，以美启真，通过

美的事物实现对真的认识；其次是审美

教育功能，艺术社区的居民通过对艺术

的欣赏活动，在思想上受到启迪，在认

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

情感与追求产生了变化，通过艺术作品

感受和领悟人文精神。艺术在此背景下

被强调和重视，逐渐成为社区营造、复

兴场所精神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在西方，

自 21 世纪以来，文化规划与艺术规划已

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在追求和强调

社区认同的基础上，关注文化发展如何

推动城市地区或社区的全面复兴与可持

续发展。

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显示但比显示

更具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且是语言

表达的重要补充方式。艺术所固有的独

特性、差异性，以及表现集体意识的典

型性，可以与社区营造的宗旨产生共鸣。

艺术介入公共空间，表现为存在或设置

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在此基础上，

艺术更广泛地介入到居民生活、私人空

间乃至社会议题等领域。以艺术为沟通

媒介，促使民众交流互动，共构社群的

文化认同，是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真谛，

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创作的成果，而在于

在创作过程中建立的社区发展互动机制。

　　

1.3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意义
1.3.1 通过艺术传递社区价值

不同于私密空间中的艺术，社区中

的艺术彰显的不是个体或者一部分人的

审美趣味，不是艺术家情感宣泄的个人

艺术，而是反映了公众的文化诉求，体

现了社区居民的生存境遇，因此社区中

的艺术传递了社区精神价值，包括社区

的历史、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和市井风

俗等。反过来，社区文化通过艺术媒介

表现出来，不仅让人更易接受，还让社

区的精神价值传递得更久远。人们可以

从艺术视觉形态中感受其中蕴含的历史

文化信息，解读生活的理想。

1.3.2 促使居民关注生存空间与自然的

关系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

程加快，人们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无序、无节制的掠夺，

不仅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还使两者

之间形成紧张的状态。可喜的是，近几

年来人们的生态文化意识已经复苏，设

计师们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过程中，

把尊重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以

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作为空间表达

的主题，通过视觉形式展现由人们对自

然的掠夺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窘

状，试图唤醒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

1.3.3激发居民产生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21 世纪电子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人

们的沟通跨越了距离的障碍，却带来了

“远距离的拉近，近距离的疏远”。从

小地域范围看，人们的沟通减少了，相

互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正在消失。艺术

起源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无疑是最

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一种理论，通过艺

术还原共同的历史记忆，促进人们的交

流，增进对社区的认同感。

1.4 当前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问题与

挑战
虽然艺术作为社区营造唤起居民地

域性和集体回忆的手段与方法，其重要

性在理论层面已逐渐被认识，但是在实

践中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且无论

是普通民众、艺术家自身，还是我国各

个层面的规划体系，仍缺乏对于艺术乃

至文化作为空间营造的重要手段的必要

认识，仍需要持久的跨界、跨学科的共

同协作与努力，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参与。

1.4.1 艺术介入整体观念较弱

从公众角度看，由于公共意识还未

在艺术界普遍确立，艺术多数还是艺术

家的个体行为和思想主张的视觉呈现，

公众极少对公共空间的艺术品发表评论，

“公共艺术”在我国大陆地区发展还未

成熟，对于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研究相

对于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还较弱。

另外，我国大陆地区对于艺术介入社区

营造还未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予以支持。

1.4.2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规划体系尚未

建立

目前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规划种类

并不完善，艺术介入社区无法通过规划

手段在城市中统筹安排。真正意义上的

文化规划在传统城市规划体系中是缺失

的。目前涉及的相关内容仅有文化设施

规划以及某些专项性的文化规划，如历

史文化保护规划、旅游规划及公共文化

设施规划等，内容分散交叉，且并未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规划。其中，艺术

手段通常仅仅作为某些孤立的、片段式

场所的营造方法，而缺乏一种整体引导，

如作为总体规划独立的专项章节，或形

成政策性的总体指引。在现行城市用地

分类标准中，也缺乏对文化用地完善和

系统的分类体系，以及对相关土地使用

兼容性的分析。对文化、艺术空间的认

知也仅仅停留在地方场地尺度的详细规

划层面，仅作为文化景观小品而存在，

对文化创意、艺术活动的场所考虑不足[3]。

　　

2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核心议题与
主要策略

2.1核心议题
一般而言，社区营造系针对不同

种类的社区议题而展开行动，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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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清教授主张将这些议题区分为

“人”“文”“地”“产”“景”五大

类。在艺术介入社区营造过程中，这五

大类具体表现为：①“人”指人力资源。

社区居民在艺术环境氛围中能够认识到

自身社区的价值，以艺术的形式表达社

区的议题，并在社区活动中形成强烈的

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②“文”指文化

资源。地域的文化以艺术的形式得以表

达，增加居民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促进

艺术与文化的交融。③“地”指自然资

源。艺术促进当地地理环境的保育并发

扬特色，如成片的花海可形成摄影基地。

④“产”指产业资源。当地产业与艺术

的结合，促进产业的提升和运营，进一

步衍生新的产业。⑤“景”指景观资源。

艺术介入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创造出优

质的生活环境、独特的生活景观，提高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上面提到的五类议题在社区营造的

过程中通常以三种手段进行思考与落实：

空间规划与设计、产业提升、文化传承。

空间是人、艺术与环境进行结合和交融

的平台，产业作为社区社会、经济与文

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作为社区的内

涵与集体回忆的呈现，三者相互促进，

密切结合。艺术的介入必将伴随着空间

改造设计、产业转型提升及文化艺术产

品的衍生等一系列的变化。社区营造作

为艺术介入的结果，同时也是艺术介入

的基本手段。

例如，日本越后妻有地区是艺术介

入社区营造、复兴社区发展的典型案例。

越后妻有地区位于日本新泻县南部，距

离东京约 2小时火车车程，由毗邻的十

日町市、津南町两地组成，是多山的平

原地区，分布着 200 多个村落，以传统

的农业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随着社会

生产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向以制造

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

三产业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

他们生息的土地，藉由教育与工作向城

市转移，导致大量农村民宅被空置，学

校也逐渐被废弃。1996 年出生在新泻县

的日本当代艺术策展人北川决定用艺术

来拯救农村，邀请国际艺术家进行创作，

以修复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通过举办

艺术祭，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与村里

的老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义工一

起，融合当地环境创造出近 200 件充满

当地风土人情的艺术作品，散落在村庄、

田地、空屋及废弃的学校等地方。艺术

活动慢慢成为推动整个越后妻有地区经

济、文化发展的奇妙力量。

2.2空间改造与设计
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物质空间的

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是人与艺

术的交流平台，人们每天都在空间中活

动、交流和生活。除了艺术品的放置，

趣味景观及空间的设计也能给人们带来

全新的艺术体验，另外空间也是艺术与

当地环境融合的平台。结合当地特有的

地形、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条件对空间

进行艺术化设计，如将原有高坡地改造

成爬山廊，将挡土墙美化成景观墙，利

用当地水资源设计自然池塘水景等。例

如，韩国釜山的甘川文化村曾是破落的

贫民区，在釜山“胡同艺术工程”的推

动下，成为知名文化景点，这里的房屋

互不遮挡，在阶梯式的村庄里随处可见

色彩斑斓的水彩和壁画 ( 图 1)，艺术改

造使甘川村获得了新生。

2.2.1 社区艺术规划

社区艺术规划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所出现的新兴科学领域，它是为社

区的艺术者、艺术组织、艺术教育基金

和设施，以及需要进行艺术介入的城市

空间与社区制定的市 ( 县 ) 范围内的发展

计划。社区艺术规划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提高已有艺术品及空间的品质，

依据具体环境特征对艺术品及空间的尺

度、材质等进行适度限制，从而增加艺

术品与环境的协调性；第二，统筹安排

艺术品及需要艺术介入的空间布局，结

合城市发展及社区更新的需要，统筹安

排已有城市艺术品周边环境及需艺术介

入的空间布局，并分类指引各类空间进

行艺术化设计，使公共艺术在城市及社

区中得以系统化，塑造丰富多样的社区

环境；第三，制定引导并保障艺术介入

实施的方式及机制，在规划的过程中需

充分咨询、吸纳公众意见，为激发社区

自主利用艺术介入社区产业及空间提供

指导，并建构、组织有效的资金等保障

机制，多方面引导、保障艺术介入社区

营造的实施。

例如，2012 年美国芝加哥制定了

城市文化规划，其理念是“Planning 

Culturally”, 凸显艺术文化在城市建设中

的作用。规划主要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空

间角度、政策角度和文化角度四个方面

进行规划：①利益相关者角度关注地区

的艺术教育，吸引外界艺术家和创意专

家；②空间角度关注提升和拓展社区文化

资产，并为社区文化活动策划提供便利，

如增加社区内文化区域面积，最大限度地

提高居民参与艺术文化活动的机会；③政

策角度关注加强文化产业能力建设以及

优化城市政策及相关规定，如建立保障

图 1   韩国釜山的甘川文化村现状和艺术作品
资料来源：http://sunny230.pixnet.net，http://kawazoe.antzb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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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资金保障机制、政府文化审批

程序等；④文化角度关注地区文化价值

和影响力的提升。芝加哥文化规划 (2012

年 ) 鼓励全市范围内的艺术文化产业相关

者参与规划，包括艺术行业的营利机构、

音乐和娱乐业、通信和媒体业、时尚业、

图书馆和餐饮艺术业等，致力于通过艺术

文化激活城市活力。 

2.2.2 艺术空间改造设计

在艺术空间设计中，关键的艺术空

间类型有点式艺术装置及建筑、线状街

道空间及面域艺术空间三种。点式艺术

装置及建筑主要分布于社区的重要节点，

如入口、交叉路口和公共建筑空间等。

线状街道空间是社区内主要的交通道路，

以线性设计满足人们通勤途中的艺术需

求。面域艺术空间主要是社区内部较完

整的开敞空间和艺术公共场所，如公园、

开敞空间等 ( 图 2)。

(1) 点式艺术装置及建筑。

城市雕塑、家具等标志物以艺术的

形式总结概括了社区的文化内涵，并以

简洁、形象的语言进行表达和强化，有

助于人们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空间感知。

例如，上海市静安广场兼具艺术性

和实用性的建筑装置作品——《韧山水》。

建筑装置本身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组开放

的景观 , 犹如城市中的“山水盆景”，

以柔软轻巧的姿态介入整个场地。建筑

装置本身既是艺术品，又是承载其他活

动的空间，一系列公共活动事件在这“山

水盆景”中陆续展开，这里既是实验场，

也是剧场、展场、市场和游乐场 (图 3)，

它激发了城市活力和创造力，并以建筑

的方式展现出开放的城市精神。而日本

的越后妻有地区则是巧妙地将社区内的

空屋改造成点式艺术品(由于人口外流、

老龄化严重，在乡下很多房屋、学校等

建筑被空置，称作“空家”或“空屋”)，

艺术家们通过对建筑的各种功能性的改

造，使这些空屋变身为艺术品、博物馆、

旅店和大学生的活动中心等，使其焕发

出新的活力。

(2) 线状街道空间。

线状街道空间是社区网络的重要连

接体，以丰富的艺术空间设计形成的街

道，可较大程度地提升居民生活及通勤

过程的环境质量。艺术性的街道空间连

接社区各个重要节点，增添社区活力，

促进社区空间内涵的完整。例如，澳大

利亚悉尼市中心横跨阿尔蒂莫 (Ultimo)

路的废旧火车道被改造为空中公园，通

过多层次的艺术空间设计，提供看台、

座椅、剧场、儿童游乐区、乒乓球台及

草坪等公共设施，连接起社区各个重要

区域—中央火车站隧道、唐人街、情

人港、公园及各种文化教育媒体机构，

除作为当地居民的交通通道外，也成为

舒适宜人的休憩场所。

(3) 面域艺术空间。

面域艺术空间以整体和成片空间塑

造具有艺术标志性的活动空间如公园、

创意园等，其既是社区活动的空间载

体，也是社区文化及社区内涵的重要体

现。例如，日本越后妻有地区原本成片

的田野在艺术家的改造下变成了面域艺

术空间，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因地制宜地

点缀在田野中，使整片田野变成了天然

的“美术馆”。艺术家们试图通过艺术

品增强对“里山”的表现。日本的“里

山”是指山村故乡的风景，是大部分出

生在地方小城或乡下的日本人心中的理

想和归宿。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里

山”文化更受重视。内海昭子 2006 年

的作品《为了那些失落的窗》(For Lots 

of Lost Windows) 中增描述到，在广阔

的田野间树立起一个类似窗框的装置，

更有白色的窗帘随风飘荡，人们通过“假

窗”以眺望的视角观看清津川、芋川这

些司空见惯的场景。作品《梯田》是越

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象征作品，描绘了

传统耕作稻米的情景，由诗文、梯田风

景和农夫的雕塑共同构成，融合了“稻米”

和“农”的主题。田野中的艺术品浓缩

了越后妻有地区的农耕文化，成为地区

的标志，同时也未影响土地原本的使用

功能。

2.3产业提升与转型
地方产业本身源自当地居民的生产

生活，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过程势必会

对当地产业带来较大影响。日本越后妻

有大地艺术祭策划者通过引入艺术文化

资本，增加了地方吸引力，并间接地培

养了地方艺术人才，借由“策”与“展”，

在艺术家的引发下，形成新的“以人为

本的文化资源”。由此增加了就业机会，

带来了观光经济、人力和财力资源。

艺术祭促使当地旅游产业的兴起与

发展。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参观门票约

3　900 日元 ( 折合人民币约 290 元 )，由

于艺术祭分布较广，艺术品种类较丰富，

参观游览时间为一周左右，从第一届约

16万人次的人流量发展到 2015 年约 50

万人次的人流量。艺术祭带来的客流直接

点式艺术装置及建筑 线状街道空间 面域艺术空间

图 2  艺术空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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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和购物等商业的

发展。艺术祭每三年一届，在闭幕期间，

仍可通过林间学校、里山实验室等吸引周

边团体到此开办工作坊、讲习所，以及开

展野营活动。剧场、舞台与空屋均为学校

和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培训场地，同时

在非展览期间成为人们观察自然、体验

民俗的目的地。经过十五年六届的运营，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以艺术驱动观光旅

游的品牌效益已经形成。

艺术也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支持，并

帮助其实现升级。越后妻有松代地区将

约 500　hm2 的梯田对外招募个体赞助认

养，一年后赞助人会获得稻米收成的收

益，以创新的方法支持传统产业，使绿

地耕种方式得以延续。艺术祭还发起“根”

计划，联合当地农民、艺术家和设计师，

请设计师到当地考察，重新发现传统材

料和工艺的美与魅力，赋予当地农产品

和土特产更好的设计、包装以及品牌规

划。越后妻有地区的各大美术馆商店的

大部分商品是包装散发地域文化之美的

大米、面条、猪肉脯、果酱和手工艺品，

因此艺术祭还开办网上商店，为商品提

供世界范围的销售渠道。

越后妻有地区同时孵化了文化产业。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衍生出了一系列盈利

性的宣传模式，在展期前，大地艺术祭的

导览手册都会在全国书店兜售，内容涉及

对作品的布点、艺术家、交通、食宿及观

光线路的介绍；在展期后，举办方会出版

艺术祭作品的相关书籍，同时创立独立的

ROOOOTS 品牌店，专门售卖艺术家利

用当地特色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

2.4文化产品的传承
精神文化是一个社区的内涵，它一

方面以思想、记忆、感受等无形状态存

在于市民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则通过

一定的物质载体得以保留、传达。以艺

术的方式记录曾经的生活历史与文化习

俗，交流着民族的精神情感与地方品格，

传达着社区的形象气质和群体的智慧，

便是艺术介入社区营造最重要的功能之

一。新加坡甘榜格南艺术村是穆斯林聚

居区，2016 年新加坡百盛艺术节上，甘

榜格南社区居民与两名社区艺术工作者

合作完成了 10 幅在彩色花布上的大型画

作，用另类艺术手法呈现芳林公园、四

马路、亚拉街、百胜楼、哥罗福桥等甘

榜格南的地标建筑 ( 图 4)。社区艺术工

作者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与民众分享来

自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艺术，也希望

民众直接参与艺术活动，增强民众对文

化遗产的认同感与责任感。

而在越后妻有地区，艺术祭的每个

艺术品都是在当地完成的。艺术家们对

当地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和挖掘，努力

将自己的作品融入到当地环境和当地文

化中。“绘本与树木果实的美术馆”是

当地最受欢迎的创作，是由真田小学校

舍改造的美术馆。北川弗兰邀请插画家

田岛征三将校舍“活化”成立体绘本，

田岛征三收集了最后3名毕业生的故事，

并将其构想成为美术馆的主题。他将当

地人协助收集的木材、树枝和果实等各

种天然材料刷上鲜艳的颜色，组合成象

征最后 3名学生—由纪、由佳和健太

的人形；在最后一间教室制作一座飞龙，

象征学子们冲出校园，寻找未来。又如

前文提及的《梯田》，也是以当地居民

对于水稻文化深深的依赖为主题进行的

创作。源于当地文化的艺术创作让当地

居民产生了对故乡的思念，重新感受到

了人与人、人与大地之间的联结。

3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支持手段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日本、韩国、

美国等国家通过以艺术为核心的各种手

段介入，从各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社区

营造，包括对不同艺术空间类型的运用，

运用点式分散布局与面域集中布局结合

等方式营造社区，既活化了原来的闲置

空间，又以艺术的方法支持和提升了当

地传统产业的发展。这种以艺术为核心，

从空间、产业和文化等方面介入社区营

造，促进社区全面发展，在非展期社区

仍然能够有序、有机地发展。然而，艺

术的生产除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外，

还受到生产力的制约、资本和权力的支

配。政府的支持、外界相关力量的介入

以及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无疑均是艺

术介入下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要素。

　　

图 3  上海静安广场的艺术装置—《韧山水》 
资料来源：http://www.archdaily.cn/cn/775969/yan-chang-shang-de-ren-shan-shui-goa-architects/562c76c8
e58eceb4c40001df-flexible-landscape-goa-architects-photo，http://www.zhulong.com。

图 4  新加坡甘榜格南社区实景
资料来源：http://news.panyou.com/travel/201403/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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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支持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
社区艺术是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

而政府能为艺术所做的，即创造一种能

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为所有艺术

家提供更多机会的环境。

公共艺术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基金、

开发商的“百分比”、私人资源捐助等，

这种传统的资金赞助模式，使买单者的

文化意志投射到艺术作品中成为必然。

当社区艺术作为一种公共艺术代表的是

整体社会需求的时候，建立一个合理的

资金支持制度尤为关键。

例如，1959 年美国费城立法制定了

一项关于重建项目的合同条款，要求不

少于1％的建设预算用于艺术创作。这一

条款被称为“百分比”理念，该理念在

欧洲极其盛行，体现了政府从政策法规

上对艺术发展给予的有力支持。

又如，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在

推广财政、宣传、组织和政策等方面均

得到了所在地区文化厅、总务省、国土

交通省等政府部门的支持。其中，项目

内部的组织与运营机制及资金来源在最

初两届由政府负担，从第三届开始才转

向由民间文化艺术振兴财团、艺术基金

和企业赞助共同支持。地方政府的观光

交流部也参与到对艺术祭项目的推广与

宣传工作中，有效打造着越后妻有大地

艺术祭的品牌。新泻县政府推动了包括

“市町村合并计划”“NEW新泻里内创

计划”等在内的社区营造项目，鼓励和

支持艺术家利用公共空间创作公共艺术。

　　

3.2外界力量介入有助于社区营造创新
当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外界力

量的介入可以为社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如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规模堪称

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艺术节。

越后妻有地区的发展是多方力量协

同合作的结果。据悉，越后妻有大地艺

术祭的项目总资金有 1/4 来自当地政府

拨款，1/4 来自观众门票收入，另外 1/2

的资金来自不同的合作渠道。企业、机

构以及志愿者小队是艺术祭发展的重要

力量，如日乐思公司的会长福武总一郎

自 2003 年起介入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项目，强有力地支持了其良性发展。由

城市志愿者组成的蛇队志愿者 (Kohebi-

Tai) 小队在艺术祭发展过程中协助社会

组织为当地居民策划活动、提供服务。

由此可见，外界力量的介入及积极参与

是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发展成功的重要

因素。

　　

3.3 社区居民是社区营造发展的主体

力量
艺术介入社区营造，体现的是当地

居民的文化需求，因此当地居民的参与

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还是检验艺术

作品是否符合社区精神的不可或缺的力

量。例如，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创办

人北川弗兰，在大地艺术祭正式筹备至

开展的四年半时间里，亲自到当地进行

了 2　000 场以上的说明会，才得到了乡

亲们的理解和支持。居民将自家荒废的

房屋及田地交由组委会和艺术家进行活

化，并投入到艺术祭的筹备、布展以及

后勤支援工作中。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与居民的深入参

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如，台湾自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社区总体营造计划

以来，已获得较多相对成熟的经验，其

中重要的一点经验便是当地居民自下而

上地参与了社区营造。

　　

4结语

纯粹物质层面的装饰往往成为当下

城市再生的重要表象，这一艺术介入社

区的做法只是从艺术中抽取了最肤浅的

部分。真正的艺术社区营造是让艺术与

人形成一种互动、分享且非强制性的关

系，追求的是让社区充满活力，以服务

人的精神需求。因此，艺术介入社区不

仅是对物质空间的创造，还是对艺术文

化的融入、艺术产业的发展的促进，更

是对艺术空间的设计。社区营造是社区

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政府

各界力量的协助，又需要当地居民积极

地自下而上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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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视角的艺术介入型乡村复兴机制
—基于日本濑户内海艺术祭的实证观察

□　陈　锐，钱　慧，王红扬

[摘　要 ] 文章以日本濑户内海艺术祭为研究对象，从治理结构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多次实地考察和相关资料搜集，研究艺
术介入型乡村复兴的机制。文章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艺术介入背景下的艺术家、开发商、游客及村民四类建设主体，并从
时间线索和主体聚焦两个维度，分析了各类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治理结构，提出了作为一种乡村复兴的局部
干预手段，艺术介入型乡村复兴机制的核心内容在于艺术文化的柔性介入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 关键词 ] 乡村复兴；治理结构；艺术介入；日本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8-0035-05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Renaissance From Governance Structure Perspective: A Positive Study Of Setouchi 
Art Festival/Chen Rui, Qian Hui, Wang Hongyang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art involved rural renaissance from governance structure viewpoint based on positive study of 
Setouchi Art Festiva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behavior of artists, developers, tourists, and villagers from temporal and subjective 
angles, and their governance structure, proposes soft intervention and multiple stakeholders are crucial to art as an intervention 
approach of countryside regeneration.
[Key words]  Countryside regene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Art intervention, Japan

1乡村复兴路径的多元化

当下，“中国乡村如何发展”的主导话语权依然

由政府掌握，自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开始，乡村建设就俨然成为各级政府的

工作重点。只是在“政府主导”的建设模式下，乡村

建设在经历初始的蓬勃发展和效益显化后，问题也接

踵而至：乡村建设中的“照葫芦画瓢”难以避免；村

民习惯了对政府的统一安排进行全盘接受；政府资金

有限造成建设项目的断裂和不可持续⋯⋯

回顾历史，乡村建设从来也并非只有政府的“一

元介入”，从“皇权不下乡”的乡村自治传统，到梁

漱溟、晏阳初的民国乡村建设实践，再到“知识青年”

的上山下乡，乡村建设应该是一个充满探索、多元共

生的过程。因此，当下乡村建设更应呼吁多元的建设

主体和手段，探索多元的乡村复兴和建设路径。

在乡村复兴的热潮下，越来越多拥有明确建设目

的，且具有开拓性、先锋性的乡村建设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目前中国已有 50 余处乡村建设实践 [1]，艺术介

入是其中极具特点的一类，相关案例包括“碧山计划”①、

“许村计划”②等。艺术介入类的乡村复兴常借用先锋性、

非常规的艺术手段，其建设行为已经与艺术家的个人

创作相融合。但是，中国的案例大多停留在起步阶段，

建设效应仍有待观察。笔者借助对日本濑户内海艺术

祭的多次走访和调查，尝试对这一成熟的艺术介入乡

村复兴实践进行实证观察，以期为中国相关实践和地

区发展提供借鉴。

2治理结构的理论视角

2.1 研究综述
现有针对艺术介入类乡村复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作者简介 ] 陈　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钱　慧，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研究员。

王红扬，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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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购买下濑户内海的直岛部分地区进行

旅游地产开发。为了提升直岛的知名度，

1992 年他与建筑师安藤忠雄合作，安排

其主持设计直岛的酒店和美术馆，从而使

直岛开始受到关注。福武总一郎借由这个

契机开始思考以艺术作为核心的复兴手

段，重塑地区活力。

3.2.3“艺术之岛”营造阶段：系列化

的艺术活动塑造

直岛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幕，打出

了第一张“艺术名片”，福武总一郎紧

随着的目标是营造全域的艺术氛围，塑

造“艺术之岛”。从 1994 年的首次户

外艺术展览“Out of Bounds”开始，

福武总一郎陆续策划了数次艺术展览，

其中 1998 年的“家”计划真正使艺术

和本地村民产生紧密联系。艺术家将江

户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旧房屋进行改建，

借助现代艺术的方式唤起居民的本土记

忆，创造了兼具时间记忆和前卫体验的

直岛专属艺术作品。通过多个艺术活动，

直岛的艺术氛围得到不断强化，也吸引

了更多的游客。同时，乡村社区自身也

逐步发展成熟，村民的自主性借由一系

列艺术互动被唤起，开始主动参与到乡

村营造中。

3.2.4 全域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阶段：

“艺术之海”的诞生

直岛在一系列的艺术活动开展后成

为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草间弥生、安

藤忠雄和大竹伸朗等前卫艺术家的作品

更使其蜕变为艺术的圣地。2010 年，日

本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等

政府部门也试图依靠直岛推动周边的荒

废岛屿复兴，同年 7月，由香川县总体

策划的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正式开幕 (图

1)。首届艺术祭将艺术活动扩展到了包括

直岛在内的 7个岛屿上，超过 130 位国

内外艺术家前来进行创作，三个月的时间

共吸引了 94万人次到访，到访人数超过

事前预计的 3倍 [12]；三年后，第二届艺

术祭的活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 14个岛屿

和港口，并融合更丰富多样的艺术活动，

使游客在巡游不同岛屿的艺术作品的同

艺术学、景观学领域，关注点也较多停

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借鉴上 [2-4]，或是对

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启示上 [5]。而将艺术

介入作为一种特定的乡村复兴路径展开

研究的并不多，特别是对乡村复兴实践

的研究，以及对建设过程中治理结构的

研究还鲜有涉及。

2.2 理论视角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治理理

论 (Governance Theory) 逐渐成为具

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其中，

西方学者库伊曼 (J Kooiman) 从对“社

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Governance of 

Sociocybernetics) 的研究转向对治理结

构 (Governance Structure) 的关注 [6]。

中国的研究则开始将对治理结构的关注投

入到乡村治理领域，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

概念、特定的乡村建设结构特征等 [7-9]。

虽然学界对于治理结构的概念还未达成

共识，但是对于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关注

治理主体在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以及由

此形成的对治理关系的认识基本一致。

在艺术介入乡村复兴的实践中，多

元的建设主体是其重要特征。笔者从治

理结构切入，将重点关注艺术介入过程

中各个建设主体的行为模式，特别关注

其他主体如何与艺术家进行互动，又如

何通过艺术参与到复兴实践中。

本文将从两个维度分析日本濑户内

海艺术祭实践中的治理结构，首先是对

艺术复兴始末的回顾，以时间阶段为线

索分析治理主体的参与方式；其次是逐

个审视各个主体，聚焦各主体在整个复

兴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和互动机制。

3日本濑户内海地区艺术复兴始末

3.1 背景：日本乡村复兴的路径转向
日本乡村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满目疮痍之后开始走向积极复兴之路，

通过近七十年的乡村建设和复兴，日本

的乡村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及居民收

入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基本消除。总的来

说，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乡村复兴

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表 1)，在运用

了产业发展、设施建设和特色塑造等建

设策略后，乡村建设开始采取更多样的

手段去满足人们对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

的需求，其中艺术成为激发乡村活力、

带动乡村复兴的触媒。日本经过艺术介

入型乡村建设实践，使乡村摇身一变成

为先锋、前卫艺术的舞台，相关实践包

括新泻县越后妻有地区的大地艺术祭、

香川县的濑户内海艺术祭等。

3.2 日本濑户内海艺术复兴历程回顾
3.2.1 早期阶段：生态破坏与人口流失

的双重阵痛

濑户内海是位于日本九州、四国、

本州几个岛屿之间的内海，领海面积达

19　700　km2④。濑户内海作为连接日本本

州岛和九州岛的交通水道，曾担负着日本

沟通朝鲜和中国的通道作用。要素的汇集

和流动促使该地区在 17世纪就先于其他

地区迎来了海岸带的开发和港町的繁荣，

并在 19世纪正式进入了人口激增与大开

拓时代 [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

广岛为中心的大都市圈的建设，整个濑户

内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然而大量重

工业工厂密集汇聚导致的水俣病、哮喘病

及光化学事件的频繁发生，使濑户内海中

的各个岛屿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岛上原住

民逐渐搬离，渔村持续萎缩。虽然自 20

世纪 70年代起，日本相继制定十余部法

案试图保护海洋环境 [11]，但是濑户内海

诸岛依旧处于生态环境被破坏和本土人

口流失的双重阵痛之中，修复之路较为

漫长。

3.2.2 旅游开发阶段：文化艺术手段的

复兴肇始

20 世纪 80 年代，濑户内海的诸多

岛屿在工业大发展后逐步被废弃。1987

年，日本商人福武总一郎从东京回到家乡

冈山县，他一方面感受到国际化大都市和

偏远地区的悬殊落差，另一方面也感受到

濑户内海疮痍背后的自然风光魅力，这使

他意识到重塑濑户内海的迫切性，他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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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邂逅美丽的濑户内海风光。濑户内

海诸岛摸索出了成熟的借由艺术作为媒

介实现区域复兴的路径，其“艺术之海”

的地位逐渐明晰。

4治理结构视角下日本濑户内海地区
艺术复兴机制剖析

在对濑户内海艺术祭的复兴历程进

行回顾后，本文试图进一步对复兴过程

中的四类主体—艺术家、开发商、游

客及村民展开细致的剖析，探究濑户内

海地区艺术复兴机制。

4.1 艺术家—艺术转型的吸引核心
艺术家是濑户内海艺术祭的绝对主

角，其艺术创作是后续一切活动吸引力的

源头。自 21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创作日

益重视艺术家、作品场所与观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 [13]。在濑户内海艺术祭中，艺术

作品和社会、自然、环境越来越紧密契合，

促使当代艺术的公共性转化。不同于传统

户外艺术展，濑户内海的艺术作品不再一

次性地随展览结束而被拆除，已然转变为

当地公共事业、公共艺术景观的一部分。

散落诸岛的艺术作品和特定的空间相结

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语境，且不能

被复制到别的美术馆中。

艺术家先是受到企业集团的邀请进

行艺术创作，而创作又以乡村为背景、

思考如何让村民参与创作，最后再用艺

术作品去吸引游客。在这一过程中，艺

术家本身并没有主导大规模的物质空间

更新，而是创造艺术作品，使之成为新

的吸引点，并促使文化艺术产业和旅游

产业的融合，催生出了众多新型产品和

服务。艺术家实际上成为联系各个治理

主体的纽带，并改变了乡村建设中由上

至下或由下至上的单向流动，缔结了网

络式的治理结构基础。

4.2 开发商—文化资本的商业运作

主体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认为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

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虽然不像经济

资本那样可以进行量化操作，但是却发

挥着与金钱和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

的作用 [14]。从安藤忠雄为直岛量身定

做的艺术建筑开始，福武总一郎便嗅到

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的巨

大价值。随后，贝乐思集团 (Benesse 

Holdings, Inc.) 以及福武财团共建的“贝

乐思直岛艺术基地”负责后续项目运作，

通过一系列的博物馆、艺术建设活动将

地区的文化资本“场域化”，岛屿逐步

蜕变成为当代艺术和建筑的朝圣之地，

当地的酒店业、民俗展示及餐饮业得到

繁荣。

而后，开发商通过成熟的商业运作

方式，包括宣传、营销、策划及运营等

环节，对文化资本进行持续性经营，通

过推广艺术获得商业回报，使得直岛的

“文化资本”进一步成为地区复兴的触媒。

多样的宣传方式很好地推广了艺术节，

多种宣传渠道并行也体现出商业运作机

制的成熟 [15]，而相关的旅游附属产品，

如鉴赏护照、游览通票等游览产品进一

步加强了艺术的消费。

濑户内海艺术复兴在商业资本运作

与艺术观览中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资

本成为激发要素流动的触媒，但又不至

于过分商业化，使得艺术“符号化”“空

洞化”。开发商在这一过程扮演了一个组

织者的角色：财团邀请艺术家进行持续性

的艺术展览，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乡

村社区缓解资金困境，运用成熟的商业运

作手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企业调动了

各种资源要素，活化了艺术复兴的过程，

并使各个主体都能从中获益。

4.3 游客—深度参与城乡互动
从民族学角度来说， 文化旅游是“基

于需求一种全新的深层次文化经历，无

论是在审美、知识、情感还是心理方面

的特殊旅游活动”。文化旅游力图营造

时间 政策 /文件 乡村发展策略 成效

1960 ～ 1980 年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乡村经济产业化与区域均
衡发展以缩小城乡差距

保护自耕农民，促进粮
食增产

日本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
种化

1980 ～ 2000 年 “造村运动”：以政府为
主导，强化各地特色进行
差异化发展，提出“1.5 次
产业”③发展计划

“一村一品”，以各地
龙头特色产品为基础的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探索适合本国的农村复兴
模式，城乡差距基本得到
消除，农民的生活条件大
大改善

21世纪至今 乡村物质建设转向精神文
化的追求

以文化和艺术作为核心
触媒的乡村复兴

出现丰富多元建设手段的
乡村复兴实践

表 1 日本乡村复兴历程总结

图 1  濑户内海艺术祭发展历程



38

思考型的学习氛围，而这一点只有通过

深度参与到文化产品之中才能实现 [16]。

但是，要想获得濑户内海艺术祭的在地

体验就必须跨越地理的阻隔，来到这些

“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濑户内海艺术

祭的游客，有近七成是从香川县外的其

他地区专程赶来的，波折的路途加强了

游客的旅游体验，使其从踏上渡船前往

濑户内海诸岛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艺

术之旅。

游客蜂拥而至，媒体、学者积极关注，

为孤立一隅的濑户内海诸岛带来了城市

的要素流动，附带的资源进一步衍生为

乡村复兴的动力，“城乡互动”的理想

图景渐渐清晰。反观中国的乡村旅游，

其吸引范围常局限在城市近郊，传统的

“农家乐”发展模式依旧明显，若想强

化游客的文化体验，就需要进一步塑造

具有深度参与性的乡村旅游产品，才能

为乡村创造可持续的效益。

4.4 村民—艺术介入社区建设的

参与者
以艺术为手段的乡村复兴常受到这

样的质疑—村民和艺术的脱离成为常

态，最后沦为艺术家和精英分子的作秀⑤。

单从村民的态度看，濑户内海艺术祭避

免了这样的困境，获得了较高的村民认

可。实际上，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

就试图与村民互动，使之不至于“游离

于世外”。从早期的“家计划”到后期

丰岛横尾美术馆的建设，艺术家一直秉

持着“通过艺术作品关联本地社区”的

出发点。无论是通过将老宅改造为先锋

艺术作品的展览场所，还是使美术馆成

为展览本地居民生活的舞台，艺术作为

桥梁强化了村民与艺术家、游客的交流，

村民也开始在与现代艺术的碰撞后重拾

对各自的生活、历史与文化的关注。

另外，村民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与

日本社区的建设历程密切相关。从 20 世

纪 70 年代的“一村一品”运动开始，日

本的乡村居民逐步参与到乡村社区建设

中，村民参与制定乡村规划的活动逐步

制度化 [17]。到 20 世纪 90 年代，村民主

导、政府协作和社会支持的“村民主体型”

社区营造成为乡村建设的中流砥柱 [18]。

而直岛的艺术活动正好与社区居民逐步

唤起的自主意识契合，艺术成为激发乡

村社区优化成熟的触媒。愈发成熟的乡

村社区也成为村民的代表，参与到与开

发商、上层政府的博弈中。

借助艺术节的契机，村民与到访的

游客产生互动，而乡村社区层面所组织

的语言培训、农产销售和乡村展览等增

加了村民与游客互动的机会。艺术节使

得村民和游客不只是“生产者—消费者”

的经济利益关联，且有了精神文化上的

沟通交流。

4.5 艺术介入乡村复兴的治理结构

缔结
通过对上述四类治理主体具体行为

模式的分析，可构架出艺术介入的乡村

复兴治理结构 ( 图 2)。

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是这一治理结

构的核心，成为关联开发商、游客与本

地村民的桥梁，形成网络式的治理沟通

基础。福武总一郎及其企业集团发起并

组织艺术节的运作，引入成熟商业运作

模式和强大的资金支持，还将部分旅游

收入以公共设施投资的形式反哺给乡村

社区，为这跨越三十年的可持续艺术复

兴提供了保障。游客被艺术作品吸引到

此，在探索散落乡村的艺术作品同时，

也驻足观赏乡村风景，与村民在艺术的

平台中互动，而旅游消费也为企业和村

民带来了收益。村民则被艺术家激发参

与到艺术创作当中，并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进行民宿、餐馆的经营，逐步在本地

发展复兴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同时村

民的支持也保障了艺术节的可持续运营。

在四类治理主体所缔结的治理结构

下，濑户内海艺术祭逐步达成其发展目

标，即通过将现代艺术、前卫建筑与自

然和历史产生共鸣，通过可持续的艺术

活动，培育艺术和地区的共生关系，促

进乡村社区的发展，强化乡村和城市之

间的互动。

5启示

濑户内海艺术祭作为一个获得巨大

成功的乡村复兴案例，为当下中国诸多

以艺术介入为手段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丰

富的启示。而本文从治理结构的视角对

该案例进行具体的剖析，将从四类主体

的角度总结艺术介入型乡村复兴的机制。

　

5.1 艺术文化的柔性介入
在濑户内海诸岛的艺术复兴中，艺

术文化成为一种全新的乡村复兴抓手，

这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柔性的建设介

入。柔性首先体现在具体建设策略上，

引入艺术作品渐进式地推进微细更新，

避免大规模空间更新时的矛盾激化。其

次还表现为“颇有耐心”的营造模式，

在横跨近三十年的持续建设中，完成了

从单个建筑逐步扩大到周围诸岛、从零

星的艺术作品到真正艺术圣地的蜕变。

反观中国的乡村复兴，不但内容的营造

常常仍停留于表面的“涂脂抹粉”，而

且建设方式也开始复制城市建设式的“大

兴土木、移山填海”。

乡村复兴，如何平衡地区原有的风

土人情与商业开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

个难点，艺术介入提供了一个更加柔和

的系统干预手段。当然，这种方式有其

推广的局限，艺术介入实际上并不能完

全解决乡村在物质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图 2  艺术介入的乡村治理结构



392016 年第 8期    第 32 卷

但正如福武总一郎指出的：“艺术要引

导大众，艺术自身不是主要的，这不是

单纯的观赏，应该具有提升观者生活方

式的可能性，这才是艺术的魅力所在”[13]。

5.2 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
在艺术介入的背景下所建构的多元

乡村治理结构中，各个主体各有所长，

各类主导力量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并相

互补充。村民的自主意识被艺术家所激

发，逐步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游客被艺

术作品所吸引，进一步促进城乡互动；

开发商提供的更多样的融资渠道可以缓

解基层乡村社区建设的资金问题。艺术

介入的复兴手段引入了多元的乡村建设

主体，并进一步引发治理结构的嬗变，

最终形成一个相互制衡、共同协调、积

极反馈的复兴机制。中国的乡村建设应

该探索适应自身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

培植多元的建设主体，从而构建更全面

的职能分工机制、更公平的利益分配格

局、更持续的建设模式，逆转当下乡村

建设“千村一面”的困境。

5.3艺术介入的本质：系统性乡村复兴

的局部干预
以艺术文化为代表的这类复兴策略

在日本能够顺利实现，与日本当前独特

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国

家政策层面的土地规划、投融资体制、

环境保护要求、村民参与制度，以及地

方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固废设施

建设都是保障其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

当下中国无论是在法规政策层面，还是

技术手段层面都不成熟，濑户内海的成

功经验或许很难直接复制，但需要看到，

乡村复兴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很难一

蹴而就，探索合适的局部干预手段却是

可行的。濑户内海艺术祭的经验在于引

入了新的要素和主体，构筑了新的乡村

治理结构，并由此成为后续变革的源泉。

所以，这些看似“剑走偏锋”的复兴手段，

通过局部干预去牵动系统性的乡村修复，

它们前卫大胆的乡村复兴实验为中国乡

村系统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瀬 戸 内 国 際 芸 術 祭」
について思うこと 查月報

北川フラム，瀬戸内国際芸術祭実行
委員会 戸内国際芸術祭2013 日本: 
美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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