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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从而促使经济产业在全球空间上

的变化 ：制造业等经济活动扩散，而控制管理相对集中。全球城市的内部也表现

出了空间重组的新趋势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性质相同的城市功能在空间分布上区

位更加集中；工作地点的外迁，则促使居住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扩散 [1]。具体的

城市空间结构表现为具有多个亚中心、分散化的制造业和更集中的服务业。随着

199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城市更新与复兴作为空间重组的重要

手段，在提升全球城市竞争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更新本

质是资本力量的整合和平衡，资本的进出影响了现代城市的兴衰；科技发展是城

市更新的基础，但人文精神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现代城市的更新可

概括为对政府和资本力量的均衡以及对科技和人文力量的均衡 [2]。

作为全球城市的伦敦，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历经风雨沧桑，几经蜕变，

始终屹立在全球城市的顶端。借助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契机，针对困扰伦敦发

展的区域不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伦敦再一次领风气之先，在城市更新与复兴方

面进行了实践和探索，这对于正在或即将开始全面更新的我国大城市而言，具有

积极的借鉴价值。

1  西方城市更新与复兴历程

1.1  第一阶段 ：大规模推倒重建与清除贫民窟（二战后—1960 年代初）
二战以后，重建破败社区成为当时广大居民的迫切需求。在 CIAM（现代建

筑师协会）倡导的建筑要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思想下，各胜利国政府纷纷出台了

“高大上”的空间规划，城市中心的老建筑被大量推倒，取而代之以购物中心、

高档宾馆和办公室等各种标榜为“国际式”的高楼。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在更新

过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推土机式的拆除重建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建成环境。

1.2  第二阶段 ：福利色彩的邻里重建（1960 年代—1970 年代末）
大规模拆建的粗鲁的城市改造方式破坏了邻里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尖锐

批评。随着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了带

有福利色彩的社区更新，具体表现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倾向：一些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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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家庭从市郊回迁至城市中心区，住所与低收入居民相邻。

迁入的中产阶级家庭为居住地区新增了税收和投资，改善了

居住环境，同时也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

1.3  第三阶段 ：市场导向的旧城开发（1980 年代—1990

年代初）
西方国家受 1970 年代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下滑和

全球经济调整影响，经济遭受极大冲击。以制造业为主导的

城市开始衰落，导致城市中心聚集着大量失业工人，中产阶

级纷纷搬出内城，造成了内城的持续衰落。进入 1980 年代，

西方城市更新政策迅速变为市场导向的以地产开发为主要形

式的旧城再开发。政府与私有部门深入合作是市场导向城市

更新的显著特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标志性建筑及

娱乐设施来促使中产阶级回归内城，并刺激旧城经济增长。

1.4  第四阶段 ：注重人居环境的社区综合复兴（1990 年

代以来）
公、私、社区三方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

人本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开始加强。“自下而上”的更新机

制被认为更具包容性。政府将多方伙伴关系中的社区能力构

建（capacity building）和鼓励公众参与作为更新政策的新方

向。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与可持续发展观相适应的多维更新

目标的提出，公众开始意识到城市物质、社会和经济环境的

改变需要社区中各部门的共同参与。

综上所述，物质性规划的思想理论深刻影响了二战以后

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历程。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全球性的经

济衰退和过度郊区化导致西方城市出现了旧城衰败、就业困

难的社会经济问题。由此，城市更新开始转型为目标多样化、

保护历史环境和注重公众参与的社会改良和经济复兴。

2  应对全球城市竞争的伦敦城市更新与复兴战略

1997 年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后，提出“第三条道路”的

政策导向。政府通过更新与复兴，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在文化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从而保障城市对

全球商务和投资人持续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融入

政策减轻因结构变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回顾其城市发展

史，伦敦成功地实现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

型，并完成了从“工业之城”向“金融之都”、“创意之都”

的华丽蜕变，成为应对全球竞争的典范城市 [3]。2008 年金融

危机爆发后，伦敦的人口增长、经济低迷与生活品质追求产

生矛盾，使得伦敦在交通、生活和环境基础设施方面面临巨

大考验。此外，伦敦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贫困问题严重。低

素质人口就业难、低收入者住房难等一系列问题也亟待解决。

基于此，借助 2012 年举办伦敦奥运会的契机，伦敦大力推

进城市更新与复兴运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大大提升了伦敦作为全球城市的竞争力。

2.1  经济复苏引领城市复兴
以发展总部经济、金融业、商业服务业为核心策略的伦

敦经济发展战略对伦敦的城市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伦敦

经济发展战略》（The Mayor’s Economic Strategy 2010）[4] 中

设定的目标 1 中提到：将伦敦提升为世界的商业首都及国际

领先的学习和创造中心。伦敦作为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管

理和经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最大的跨国公司总部集中

地之一。金融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为伦敦提供了相关业务的高

级需求，在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还为集群

内地方性企业的培育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伦敦的金融优势

主要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金融机构、强力的科技

支持、最优的人力资本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伦敦金融城为

例，其不仅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汇集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

采取了集聚优势战略，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单位

的互动集聚；二是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伦敦经济发展战

略》还提到：确保伦敦具有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伦

敦对于国外商务的开放吸引了大量非英国公司的进驻，是使

其成为全球服务中心的关键因素。在过去 20 年中，商业服

务业主导了整个就业的增长，为全球经济提供了一套多层次

的专业服务。此外，伦敦的旅游业及上文提到的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都为伦敦城市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2  着眼于城市复兴的空间发展战略
立足于城市复兴的目标，大伦敦空间发展策略主要通过

在住房、就业和交通等方面投入公共投资，优先发展机遇性

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以及复兴地区。2014 年的规划战

略列出了伦敦的重点发展区域：泰晤士河口区以及伦敦—斯

坦斯特德—剑桥—彼得伯勒，以及在更广的东南部地区占有

重要作用的发展区域 ：伦敦—卢顿—贝德福德，旺兹沃思—

克里登—克劳利以及泰晤士河谷 [5]。

2.2.1  机遇性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

机遇性增长区域（图 1）覆盖了伦敦主要的棕地。大伦

敦政府认为该类区域能够为居民提供新的住房、支持当地的

商业发展，并且通过改善地区的公共交通可达性促进其他产

业的发展。机遇性增长区域一般可容纳至少 5 000 个工作岗

位或者 2 500 个新的家庭（或同时容纳这二者）。强化开发

地区一般属于建成区，其当前或潜在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较

好，且能够支持更高密度的再开发活动。强化开发地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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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住房，但低于机遇性增长区域可达到的

水平。为了更好地实施开发策略，大伦敦政府还编制了《机

遇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规划框架》（Opportunity Area/
Intensification Area Frameworks）[6]，介绍了两类地区的主要

特点，阐释了构建规划框架的目的，并在伦敦规划的次区域

层面对各类地区加以标注。

2.2.2  复兴地区

复兴地区的目标是改善当地存在的社会排斥现象，降低

贫困的空间集聚度。贫困现象和社会排斥问题一直困扰伦敦

中心东部地区。伦敦市长认为解决伦敦地区的社会排斥问题，

需要制定地方特定的行动举措。因此，伦敦空间发展战略中

对全市的复合剥夺指数进行了全面评估（图 2），并基于此

进行空间战略的制定。伦敦奥运会即是落后地区复兴的典型

案例。

位于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作为伦敦发

展最衰败滞后的地区之一，是伦敦奥运会选址的主要集中地。

伦敦奥运会申办目标明确提出奥运会要与伦敦东区的复兴目

标相结合。伦敦奥运会在各项建设筹备过程中还全力推崇并

实践“遗产”概念，希望充分利用奥运设施和文化资源从根

本上改变东伦敦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逐步缩小奥运会

举办地与其他伦敦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具体来说，奥运会

选址主要有以下 4 方面因素 ：一是通过奥运公会基础设施投

资，将斯特拉特福德打造为全球性交通节点，奥运会选址于

此充分体现出其加强与全球层面联系的意图；二是鉴于举办

地同附近的金丝雀码头金融区有良好的交通联系，金融业从

业者可优先享受奥运设施提供的休闲场所及良好环境，以此

促进金融业发展 ；三是借助开发东伦敦的战略契机，鼓励私

人投资开发废弃工业用地；四是通过奥运会场馆和配套建设

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和住房数量。

伦敦东部地区在奥运会筹备举办过程中，与英国政府、

企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主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

系，为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奥运会结束后，奥运村成

为当地居民的新居，奥林匹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的最大福利，

结合新建的生活配套设施，该地区将成为生态宜居型社区。

奥运遗产还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发展。综上，奥运会为伦敦

东区在改善环境和基础设施、吸引投资和发展产业等方面的

带来了全面复兴的机遇。

在空间战略方面，伦敦市长还通过鼓励措施和制定倾斜

政策来刺激对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私有投资。

具体策略包括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分为中央活动区、内城和

外城）、工业区位空间布局战略、城镇中心网络策略和对“外

伦敦区域”副中心发展定位等。

2.3  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与复兴战略
文化战略在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

激发城市活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伦敦市长文化战

略》（Cultural Metropolis 2014）[7] 中的第五章节重点论述了

伦敦文化战略与空间战略的关系（图 3），其中强调了基础

设施、环境和公共领域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尽管其表

述与空间战略侧重不同，但文化战略中的观点和政策仍与之

高度契合。基于城市复兴的文化战略可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2.3.1  重视文化投入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鉴于英国政府“一臂之距”的公共事务管理原则，大伦

敦政府自身并不是文化领域的一个主要拨款机构，但它拥有

一定数量可用于宣传伦敦文化活动项目的资金。伦敦文化领

域的主要拨款机构有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英格兰遗产委员会

图 1  机遇性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图 2  伦敦各地区剥夺指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机遇增长区域

强化开发地区

复合剥夺指数
伦敦区域排名

0~20% 最贫乏地区
21%~40%
41%~60%
61%~80%
81%~100% 最充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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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遗产彩票基金等。大伦敦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分为“引导”

及“扶持”两种不同的策略 [8] ：“引导”策略主要适用于能

够丰富文化生活及提升伦敦形象地位的活动，为减少纳税人

的负担及确保活动在商业方面的可持续性，政府鼓励争取私

人和企业的赞助 ；“引导”策略主要适用于属于创业期、能

够提供就业机会且有助于营造社区文化的产业项目。

伦敦各自治区政府是对当地文化活动投入资金最多的一

方。各地政府提供的小型文化活动场所及服务吸引了更多伦

敦人。此外，伦敦郊区政府在室外空间、公园、地区音乐服

务等方面的投入多于中心城区。自 1984 年伦敦政府首创了

为赞助企业提供政府配套资金的政策后，伦敦文化艺术机构

的资金来源有了极大拓展，每年的私人捐赠及商业赞助额基

本与公共拨款相当。秉承尊重历史和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原

则，大伦敦政府推动社会积极参与并持续加大文化投入力度，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大伦敦政府还积极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随着政策不

断完善，目前伦敦已具备了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

业政策。伦敦作为全球的文化中心和创意中心，具体体现为

全球广告产业中心、全球电影制作中心和国际设计之都。文

化产业为伦敦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市长极力主张进一步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支持和投资。

2.3.2  保护历史建筑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作为文化大都市，伦敦的文化生活无法脱离社会环境

（包括场馆、广场、公园和历史纪念物等）。伦敦认为历史

性的建筑环境是一种资产而不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通过对

老建筑加以保护和改造（图 4）、参照老建筑进行复制和规

划等一系列更新方式形成了伦敦古老区域的重生与延续、复

制与新旧建筑共存的独特城市文化内涵。市长在通过伦敦空

间规划来保护历史性建筑和环境的基础上，还通过“伦敦故

事”和其他活动来保障伦敦遗产能够被多数人广泛理解、感

知，并以此为豪。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伦敦也注重通过

公共艺术及大型活动等让古老的城市空间重焕生机。“地铁

中的艺术”、特拉法加广场“第四基座”等活动催生了近年

来英国最具知名度、引发最多讨论的公共艺术作品，地铁站、

广场等独特的环境也为艺术作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展示背

景，彰显了伦敦的城市文化品位。

伦敦的文化品质主要取决于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品质和

设计水平。市长在促进高质量的城市设计过程中认识到，文

化组织在编制策略、宣传规划流程和在私人项目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伦敦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充分融入城市经济发展，

切实改善伦敦街区风貌。鉴于衰落地区的破败与多元，部分

前卫艺术家自发地聚集于此，在提升地区文化魅力的同时，

还吸引了崇尚与文化为邻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地区的服务

业和地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内城的“绅士化”和城市复兴

的过程 [9]。

2.3.3  提升文化活力，促进全民参与

保持和提升高质量的公共艺术品质，吸引游客并提升伦

敦活力，也是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伦

敦每年有 200 多个节庆活动，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室外文化

活动的机会，充分体现了伦敦的文化活力及多样性。激动人

心并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氛围提升了伦敦的国际声誉，也推

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大伦敦政府还通过大型活动积极

向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和魅力，包括伦敦时装周、伦敦设计艺

术节和奥运会等。此外，针对提高青少年音乐素养、解决各

自治区间文化资源分布不均、刺激社区文化发展等系列问题，

出台了具体的发展措施。通过现有活动加强政府与文化机构

图 3  伦敦的文化战略区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图 4  伦敦遗产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战略文化区域

1. 伦敦西区
2. 伦敦南岸 / 泰晤士河畔 /
 伦敦塔桥
3. 巴比肯
4. 温布利
5. 格林威治河畔
6. 南肯辛顿博物馆
 皇家陈尔伯特音乐厅
7. 伦敦乡村乐园
8. 奥林匹克公园
9. 李古皇家公园

历史遗产

登录建筑
世界遗产
战场遗址
在册古迹
注册历史公园与园林
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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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校间的联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为更多居民提供

参与高水平文化活动机会的平台。

3  伦敦城市更新与复兴对我国大城市发展的借鉴
与启示

随着城市建设中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我国大城市面临

“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大城市

更新的背景包括 ：一是集聚城市化与郊区化二元并存，城市

中心仍具有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综合吸引力 [10]，同时大量新的

产业与居住空间在城市郊区扩张；二是受到全球化与经济利

益的冲击，城市更新中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人们对所

居住的城市丧失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分配体制的不合理

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空白导致社会阶层间的差距拉大；四

是政府的趋利性与公民社会的缺乏。纵观伦敦的城市更新与

复兴运动历程，可以在以下三方面给予我们借鉴与启示。

3.1  超越物质空间的社会经济目标
城市更新与复兴具有深刻的社会与人文内涵，忽视社区

利益、缺乏人文关怀、离散社会脉络的更新不是真正意义的

复兴 [10]。不单纯停留于物质环境改善与审美的角度，提升城

市内涵以促进城市空间的再利用、增强地区生机活力是决定

城市更新与复兴的关键。此外，城市更新还应该增加就业机

会以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城市经济和财政水平等。地方发

展必须与城市经济发展定位紧密结合，在城市再生与复兴进

程中，需要通过再生与复兴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

产业调整转型的大城市，在城市产出、生产率提高和创新等

方面都需要为城市在新的劳动分工体系下增加竞争力和持续

投资吸引力。以伦敦为例，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理临近效用和

历史文化条件，进行功能拓展以提升地区活力和促进城市内

涵提升，如国王十字地区；另一方面，在巩固地方原有经济

功能的基础上，借助外力和世界经济发展机遇，在全球视角

下提升和扩展原有功能，如伦敦金融城。

3.2  整体有序的空间发展策略
城市更新要在一个整体有序的城市总体发展框架之下开

展。在中国，大城市同时进行的大规模外延扩展和改造之间

往往相互脱节，导致了城市发展的重心不清晰明朗 ：大量投

资涌入的新区缺乏活力；花大力气治理的旧城区更加拥挤混

乱。大量的实践表明，通过孤立的城市建设项目很难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总体复兴。大伦敦空间发展策

略中的通过制定倾斜规划政策、提供鼓励措施来刺激私有投

资和优先发展复兴地区即为对整体有序的空间开发战略的良

好诠释。

3.3  多元角色的参与和互动
城市更新与复兴的成功需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管治模

式，包括开放透明的决策过程和协调合作的实施机制。城市

更新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市场的公众。政府代表

整个社会的利益，必须发挥积极、公平的主导作用，而不是

“趋利”。政府应在城市更新中起到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活

力提升和创造就业机遇等主导作用。城市复兴的必要条件还

包括强调社会公正和社区参与，这有助于倾听各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形成真正的公众参与机制。伦敦“公民社会”的重

建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思维方向，拓展了研究城

市发展的思维和视角。伦敦的城市复兴运动充分考虑了公民

层面的参与互动，开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政治思维

指向。这些都对我国大城市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具有积极的

借鉴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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