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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城市由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的转

型，以大众消费和符号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日渐

成为主流文化形态，一个充满商品、符号和消费的社会

已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现实背景 [1]。当前，中国正经历

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消费革命，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兴

起又深刻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各种消费空间在城市

中扩张，消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自然也成为城市空间

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2]。

另一方面，转型期特殊的制度环境也使中国城市化

进程中表现出新城区建设和旧城区更新相交织的城市空

间形态；快速城市化直接催生了旺盛的用地需求，而许

多旧城区出现了人口过度密集、用地竞争、交通拥挤、

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更新改造 [3]。在消

费空间“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将传统的历史空间形塑

成全新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早在

1960 年代，一种由历史空间改造而成的全新消费空间

形态在欧美国家出现并快速发展，如纽约的苏荷区、旧

金山渔人码头的复兴以及伦敦道克兰地区的再生等，使

得曾经面临衰败的历史空间变成代表前卫的商业消费空

间 [4]。而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历史街区也

在政府和开发商的投资建设下，被塑造成令人目眩的融

地方传统与时尚消费于一体的全球地方化景观，这种基

于历史街区的新型消费空间生产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强

有力的消费空间生产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盛行；诸如上

海新天地、南京 1912、宁波老外滩等一系列历史风貌

区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不断涌现 [5]。此类空间不仅为消

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理场所，其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

和特色建筑、空间符号也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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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位于成都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

的远洋太古里购物中心作为研究案例，探讨在全球化与消费

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被塑造成为城市新型

消费空间以及这种被塑造的空间背后的主导力量和生产机制。

1  城市消费文化转向与城市消费空间研究

城市空间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 1960
年代起，西方城市由工业生产转向消费，城市消费文化深刻

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城市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

重点 [7]。西方早期的城市消费空间研究强调城市实体空间，

重视城市消费空间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由此催生了基

于地理学视角对消费空间等级结构和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 [8]。

柏瑞在考虑消费者行为、地价、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影响下提

出三级商业活动理论 [9] ；以莱斯顿为代表的行为学派主要探

讨消费者的行为、认知感受对消费空间的影响 [10]。随着商业

空间模式走向动态化分析，关注消费空间的场所特征与文化

景观，以及消费体验和消费情景感知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11]。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以福柯、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

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新城市地理学的出现意义重大的

“空间转向”，与社会问题相结合成为空间研究的新思路，越

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消费空间生产过程中蕴藏的复杂

的社会关系与利益博弈 [12]。乌伊萨尔以土耳其的苏鲁库勒地

区罗马社区更新中商业项目所引发的城市社会运动为例，分析

了在项目更新过程中，更新主体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对抗与

协商 [13]。道赛特分别以荷兰鹿特丹的某个商业项目和英国格

拉斯哥港项目为例，论述了政府主导和开发商主导的城市商业

文化空间生产在生产目标、任务和愿景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

异，这种差异也导致空间生产过程中会遭遇不同的民众阻力 [14]。

总之，西方学者对消费空间的研究从最初的地理学扩展到了社

会学、文化符号学等领域，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城

市消费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

国内有关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伴随着中国城市的消费转

型而逐步兴起，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城

市消费空间进行分析 [15]。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关于城市

消费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消费空间的特征与发

展趋势 [16,17]、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与机制 [18,19]，以及消费文

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演变 [20,21]。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尤

其注重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城市消费空间独特的建构过

程，中国城市中的星巴克、酒吧以及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

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22-25]。

总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在城市消费空间研

究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基于历史街区改建而成的全新

消费空间的关注较少，对此类空间的内在生产机制的研究也

相对欠缺。基于此，本文从权力和资本两个角度，分析此类

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与背后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

批判性反思。

2  研究案例概况

成都远洋太古里大型购物中心位于成都最繁华的春熙

商业圈，是由太古地产与远洋地产两大地产巨头联合打造

的一座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购物中心，总占地面积约为

70 800 m2，于 2014 起分阶段开业，经过近两年的开业运营，

逐渐成为成都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地标，并日益成为城市商业

空间的典范 [26]。从区位上看，远洋太古里位于成都最为繁华

的春熙商圈；同时，远洋太古里也处于大慈寺历史文化保护

区的核心保护区域，与大慈寺仅一墙之隔。作为一处基于历

史文化街区改造而成的全新城市商业空间，远洋太古里的改

造与开发过程具有很强的全球地方化特征；这种将地方性元

素与全球化元素相整合的消费空间，已经成为当前城市消费

空间塑造的一种全新的方式，而这种空间生产的背后有着深

刻的权力与资本作用的烙印。本文在厘清远洋太古里空间生

产脉络的基础之上，从权力与资本两个角度分析历史街区改

造背景下的消费空间生产的背后机制及其内在逻辑。

3  权力与资本主导下远洋太古里的空间生产及其
内在逻辑

列斐伏尔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地理唯

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提出了以

“空间是产物和生产过程”为核心观点的“空间生产”理

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构建了一个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过

程理论框架，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空间。其中，

空间实践指外部的、物质的环境，包括了社会中的生产与再

生产，以及其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 [27]。下文试图从权力和资

本两个角度来分析政府和开发商在远洋太古里进行的空间实

践以及两者的内在逻辑。

3.1  权力的规训 ：政府主导的制度空间实践
地方政府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其对空间的实践

主要是通过土地制度、规划文件来界定空间改造的方向，并

调控资本的参与过程，以实现其权力的规训①。政府主导的

城市规划中对传统历史文化街区的定位直接影响空间的改造

和开发策略；而规划对城市空间容量和建筑形态的控制则影

① “规训”一词来源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原指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此处意为政府权力对空间进行的监管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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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消费空间的外部形态。

地方政府正式介入大慈寺片区的空间生产始于 1980 年

代，1981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大慈寺周围 80 m 内为文物

保护区 [28]。1998 年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定了《成都大

慈寺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规划面积 9.8 hm2。而政府对大

慈寺的改造肇始于 2002 年成都市启动的最大低洼棚户区改

造，由于大慈寺周边很多房屋年代久远，出现建筑老化、基

础设施陈旧等状况，一度成为城市中心低收入者租赁用于居

住和小本经营的聚集地，与毗邻的春熙路极不协调，因此，

成都市统建办计划拿出 13 亿元对除大慈寺及部分建筑之外，

其余 258.55 亩建筑全部拆迁 [29]。2003 年 9 月，成都市规划

编制《成都市春熙路—大慈寺片区城市设计及历史街区保护

整治规划》，提出将大慈寺片区打造为本土传统历史文化艺

术商业聚集区，包括国际化、综合性现代休闲购物集群街

区；原生、原真、原创的文化、旅游商业集群街区；具有强

烈现代感和本土特色的城市中心商业区和风景展示区。2005
年成都市出台的《大慈寺核心保护区规划》中确定修复现有

古建筑，并新建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低层建筑群，其中《成

都大慈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对片区建筑明确提出要求：

“民国和清代风貌，限高 12 m”。2008 年，大慈寺片区改造

一期工程结束；2009 年 5 月，二期工程的改造拆迁工作启

动。根据总体规划，将建成以大慈寺为中心，融合佛教文化、

川西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新商业文化的“寺市合一”新街

区 [28]。2010 年底，由远洋地产和太古地产各持股 50% 成立

的乾林中国，以 20 亿元购入大慈寺地区的一幅土地，获得

该片区土地的使用和开发权，计划开发为综合性项目，这标

志着大慈寺街区的改造和建设从前期的权力主导转向资本主

导。2011 年 3 月，之前新建的大慈寺街区仿古建筑被连夜拆

除，这些仿古建筑自 2008 年一期公布结束以来从未使用过。

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更新方案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

建出来的感觉跟政府对这个片区发展预想的要求，和这个

片区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还达不到这些要求和效果。当

时在建设过程中，政府在推进过程中也感觉到，仅由政府为主

体为主角，单一运作，政府各方面的资源很难实现最大价值：

历史文化和商业发展的有机融合。我们觉得推向市场，政府把

握总体规划要求，由市场来做，更为合适。这个模式，这个思

维方式产生了以后，就没有再进行新的建设。

——成都锦江区危旧房改造中心副主任文劲 [30]

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从 2002 年被纳入政府的改造范围，

由政府主导的空间实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划文件来实现

对原有历史空间的规训与改造（表 1），然而由于对城市更

新的价值取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导致规划和改造建设出现

严重失误，致使政府主导下的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出现“拆

除—重建—拆除”的荒诞历程，而这一失误也折射出转型期

我国城市发展中以单一权力为主导的空间改造与建设面临的

困境，项目的失败也使得政府认识到让市场资本介入城市空

间生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3.2  资本的控制 ：开发商主导的经济空间实践
由政府单一主导的空间实践的失败使得作为城市管理者

的地方政府退居二线，将土地交由开发商进行开发和使用，

但在此过程中政府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项目的整体风

格、历史建筑的保护以及融资政策仍产生重要影响。2011 年

4 月，太古地产与远洋地产决定投资 59 亿元联合开发大慈

寺文化商业综合体，且将项目的名称定为成都远洋太古里；

这也意味着 2002—2010 年期间以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

生产实践转向以开发商为主导的新型商业文化空间的生产。

开发商为主体的资本对空间的作用既包括对物质空间的设计

与打造，也包括其对内部经济空间的控制。

3.2.1  物质空间的设计与营造 ：被嵌入在空间中的本土文化符号

物质空间的设计与建造是资本介入空间生产的第一步，

虽然政府在对外在的建筑风貌有一定的规定，但作为资本

代表的开发商依然有很大的设计和表现空间。远洋太古里的

空间设计主要由香港知名的设计公司欧华尔顾问有限公司

（The Oval Partnership）完成，由于项目本身处于历史文化

氛围浓郁的大慈寺片区，在对街区进行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尤其注重对于地方文化符号的运用。

首先，从项目的名称“远洋太古里”来看，其中“里”

表 1  大慈寺片区在政府历次规划文件中的定位

年份 规划名称 规划定位

2003

《成都市春熙路－大慈

寺片区城市设计及历

史街区保护整治规划》

将大慈寺打造为本土传统步行文化艺术商业

集聚区

2005
《成都大慈寺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

再现宗教与市井生活的完整。再现大慈寺及

其周边地区唯一集中了宗教寺院和传统“里

坊制”市井居住形态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

2009
《大慈寺核心保护区规

划》

建成以大慈寺为中心，融合佛教文化、川西

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新商业文化的“寺市

合一”新街区，并与春熙路、红星路融为一体，

共同构成成都市中央商务区核心

2012
《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

依托大慈寺片区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引导社

会力量投资打造集商业、酒店、服务式公寓

为一体的文化商业综合体项目，形成集观光、

体验、休闲、购物为一体的文化旅游聚集区

2015

《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购物天堂行动计

划》

用 5 年时间建成“春熙路—大慈寺—水井

坊—合江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建成百

亿级锦江国际新城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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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中，代表着小街小巷；而在远洋太古里的

语境中，“里”不仅意味着一种独特的低密度、开放式购物

街区的理念，同时也传达出项目试图沿袭中国古老街巷制理

念，以重现传统街巷文化与市井生活。

其次，从物质空间的设计和打造来看，不管内部的建筑

样式还是景观小品都充分运用了中西方的文化元素。从建筑

上来看，内部建筑采用以两层为主、局部三层的退台策略，

同时采用了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和格栅配以大面积落地玻

璃幕墙的设计手法，形成现代中式的建筑风格，使得每座独

栋建筑兼具了传统与现代的特征。从内部的景观小品来看，

远洋太古里既保留了历史悠久的字库塔以突显该空间的历史

韵味，同时在街区各处放置了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创作的 21
件艺术品，这些作品都富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意味，从而营

造出一种兼具中西风格的空间环境。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中复

杂地交织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各种因素，历史资源与地域知

识往往在重建过程中结合在一起 [31]。尤其是在基于历史街区

打造新型商业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地方文化成为一种非常重

要的动力，且在此类消费空间的生产中，文化蜕变为一个个

可视的符号，成为一种积极创造需求的媒介。在这种空间生

产中，地方文化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意义和真实性，诸如建

筑、雕塑等特定的文化载体表征了空间的文化性，空间也同

时塑造了新的文化，文化成为一次传统的再发明。

3.2.2  经济空间的打造与控制 ：主导空间生产的全球消费文化

如果说从物质空间的设计与营造上看，远洋太古里的空

间兼具本土与全球特征；那么，在这种物质空间之下进行的

商业经济活动就带有很强的全球消费文化的意味。从远洋太

古里的内部经营业态来看，其业态定位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国

际一流品牌旗舰店。远洋太古里商业街区共有约 300 个品

牌，以零售业为主，约占店面总数的 66%，主要汇集了古

驰、卡地亚等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餐饮占比约为 20%，引

入了兼有料理售卖区的无印良品“世界旗舰店”、中国第三

家星巴克金质服务标准的“黑围裙”咖啡大师店铺，以及

米其林星级餐厅正斗、鼎泰丰等品牌。生活休闲娱乐约占

10%，主要包括负一层的方所、百丽宫影城等首次进入成都

的品牌。为保证远洋太古里商业街区的内部统一性，开发商

对入驻商家的选择有特定的策略和门槛，将没有能力、不

够格的商家排挤在外，形成商业新贵顶级品牌齐聚的局面，

而这种筛选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本对空间的操控。

此外，开发商联合进驻商家在远洋太古里不定期举办各

种主题活动，主要以艺术展演、时尚购物为主。一方面通过

活动提升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尝试借活动来丰富远洋太古里

街区的文化，为消费者营造一种更加多元浪漫的空间氛围。

总之，开发商通过精心设计和营造物质空间，将全球化的消

费主义文化引入经济空间的打造之中，并最终将大慈寺历史

文化街区纳入了资本的全球化生产，且这种两个中外开发商

强强联合的方式也开创了资本的新的运作模式，通过内部明

确分工来实现资本的最优化——境外的太古地产主要负责资

金和商业地产管理，而国内的远洋地产负责市场定位、土地

获取及工程施工等项目开发。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作用下，

中国城市的发展日益融入全球城市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进程，

扩大了包括消费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而

对空间的征服与整合，已经成了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

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正逐渐成为资本运用空间的逻辑 [32]。

3.3  合谋的城市 ：远洋太古里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创造的

中介和手段，城市空间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统治和权力运作

的工具，既是利益角逐的场所，又是利益角逐的产物——空

间本身就是生产的直接对象 [33]。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

本上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生产和演化的主要动力。

3.3.1  政府的企业化 ：空间生产背后的权力逻辑

在中国城市转型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

治”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

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中，表现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

企业化的地方政府滋生了获取城市发展的利益冲动，而土地

是地方政府直接垄断并能有效支配的重要资源 [34]；另一方面，

土地的有偿使用和出让制度使得区位较好的历史街区具有较

大的土地价值，这使得日渐式微和的历史街区成为地方政府

热衷且主动更新和改造的区域，甚至不惜通过“大拆大建”

的方式来换取土地的升值空间。并且，在此类街区的改造建

设中政府主要通过一系列规划文件对空间的整体性质与外部

形态进行制度规训，从而表现出政府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

特征。

此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空间肌理也

发生了重大变迁，原有的历史文化空间遭受较大破坏，很多

历史文化街区在现代高楼大厦的挤压之下奄奄一息，“千城

一面”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城市经

营者的政府希望利用历史街区改造推动城市发展，提升空间

品质，尝试借助地方文化的再造来完成一次城市的“有机更

新”，并将历史空间升级为城市历史文化展示的舞台，甚至

是城市文化地标。这种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导向的城市更新

策略层出不穷，很多废弃的工业遗产地和没落的旧城街道在

政府的大力推动和资本的作用下完成了空间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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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资本的城市化 ：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

大卫·哈维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资本

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实质上是

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 [35]。他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中资本的三重循环理论。哈维把马克思所讲的一般生产资料

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称为资本的第一重循环 [36]。在资本

的第一循环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那就是资本过度积累所

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为了重启循环，资本转向对城市建成

环境的投入，包括生产性和消费性物质空间的投入，此为资

本的第二重循环。资本的第三重循环是资本向社会性花费的

投入 [37]。大卫·哈维的资本三重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的当代

运转方式。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它总是试图创造出与自己

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空间，所以资本对于城市空

间的塑造成为其实现循环的重要一环；空间成为资本的转化

形式，空间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中。对于开发商而

言，这种空间生产的背后驱动力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在全球范

围进行扩展和积累以实现资本循环和增值的需要；当资本随

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被一起整合进消费主义的逻辑之中，资本

就会对空间进行重新塑造与生产。资本在远洋太古里项目的

打造中，不管是对物质空间的设计还是对内部经济空间的打

造，其背后的内在驱动力始终都是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

总之，从大慈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设定到权力和资本主

导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这一过程是典型的城市空间生产

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政府权力与资本合谋，将本土文化与

全球消费文化全方位渗透空间的结果。企业化的政府的“经

营城市”的方略与加快资本循环的开发商形成一致的需求耦

合，政府需要开发商的资金和先期进入空间打造环节，开发

商需要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支持，两者结成政府－开发商“城

市增长联盟”[38]，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合作，客观上也加快

了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进程。

4  总结

从城市空间演变的历程来看，空间本身是在长期的历史

演变中自然生长的过程，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

的城市空间的巨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资本背景。基于这一背

景，本文尝试从权力和资本的角度，探索历史文化空间转换

为新型消费空间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作为城市经营与管

理者的地方政府，更多地依靠自身权力对空间进行作用，形

成一种制度空间实践，其背后的内在驱动力是满足城市经营

和土地收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拥有雄厚实力的开发商主要

通过资本对物质空间进行设计与建造，并通过各种手段对经

济空间进行打造和控制。最终，在权力与资本的合力之下完

成城市新型消费空间的生产（图 1）。

5  对城市消费空间生产的反思

成都远洋太古里的空间改造并非个案，在当前中国城

市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将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成融传统与

现代的时尚消费场所已成为城市消费空间转型的重要特征之

一，成都远洋太古里也有着很浓重的“新天地系列”的影子。

事实上，城市消费空间的生产逐渐突破了时空的约束，带

有地方传统与文化的历史街区形塑为富有“异托邦”性质的

“第三空间”正成为城市中一种强有力的空间，形成独具特

色的城市空间景象。当然，这种空间在政府和开发商的语境

中是传统与现代完美契合的成功商业典范；然而，这种“成

功的空间生产”的背后，依旧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第一，本土历史文化的表面化。基于历史街区的消费空

间生产，只是一味利用本土文化的外壳对消费的实质进行包

装，其本质还是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是一种资本的空间再生

产过程，其高明之处在于将历史文化街区这一纯粹的物质空

间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商业消费的卖点符号，

即文化只是外壳，而消费的本质没有变。事实上，在此类空

间的营造过程中，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元素，往往沦为

创建全球化消费空间和氛围的辅助材料，原本完整的地域文

化和社会空间被片段化截取，嫁接到新的空间载体中，使得

本地文化和传统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曾经丰富多元

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被商业活动和消费行为所取代。消费

主义的逻辑不仅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而且也成为主导

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 [39]。事实上，在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的裹

挟之下，地方原有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全新的消费空间所取代，

正如处于远洋太古里中心区域的大慈寺，在现代消费文化的

挤压之下奄奄一息，传统的宗教信仰空间被淹没在欲望横流

的商业消费空间之中。

图 1  政府与开发商作用下的空间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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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塑造的空间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基于历史文化空

间的消费空间再造，成功地推动了城市消费空间的重构，然

而它通过划分和吸引特定消费群体，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

文化层的断裂，违背了空间正义。从本质上看，这种全新的

城市消费空间塑造迎合了城市精英阶层的消费需求，并将之

成功地演绎为城市整体社会文化的追求。通过这种消费空间

的塑造，不仅在物质形态上直接推动了旧城区的改造和贫困

人口的外迁，而且通过特定地区的空间再生产，重新塑造了

一个被置换的社会空间，并以马赛克的方式将它镶嵌在城市

原有的空间肌理中。虽然在开发商和政府的语境中，全新打

造的消费空间是开放式的，但实际上，内部统一的高端奢侈

的品牌商店，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消费空间的公共性被

进一步私有化，而这种空间隐喻实际上也是空间绅士化的过

程，其后果就是一些属于“公共资源”和应为大众免费服务

的空间被私营化和商业化。

第三，地方民众在城市消费空间规划建设中缺乏话语权，

缺乏与地方的互动。当前，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中，由于

公众参与刚刚起步，大众对空间和建筑的知识较少；因此地

方民众和消费者在空间的规划建设中缺乏应有的话语权，更

多地成为空间的被动消费者 [40]。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塑造更多

是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及当地媒体组成的“增长的联盟”来

完成，拥有雄厚资金的开发商通过与政府、设计师、媒体等

结盟，强化空间符号的运作与生产，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并制

造持续更替的商品时尚；而消费者容易被规训成空间符号的

“解码者”，其消费的过程更易忽视空间的使用价值和自身

真实的消费需求，最终陷入开发商的圈套之中，进而加剧了

当代大众消费的异化。

总之，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将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

打造成城市新型消费空间或许是一条复兴老街区的路子；然

而，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消费文化，如何让新型的消

费空间更加体现公平和正义，如何提升公众在城市空间规划

建设中的参与度，这些问题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都应

该更多地思考。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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