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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ICT on Urban Residents’ Life-space and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及规划策略研究

姜玉培  甄峰
Jiang Yupei, Zhen Feng

摘要：在信息通信技术逐渐渗透到城市生活领域的背景下，本文从作用过程与

结果方面厘清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生活空间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空间规划策略。

研究认为 ：在 ICT 作用下，城市居民虚拟生活空间进一步延伸到实体生活空间，

并通过数字媒介传递进行交互与融合，促使城市生活空间日趋呈现出多样化、

复合化、破碎化、移动化、体验化等特征。尤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城市生活空间呈现出新的空间组织结构，以及新的人地交互模式。此外，不同

信息资源条件下不同生活空间居民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的响应

和表达方式。因此，结合信息化影响下城市生活空间出现的新的社会、空间问题，

指出城市生活空间的优化应在“人本”规划的基础上，依托信息通信技术构建

功能多样复合、集约高效利用、富有内涵特色、信息化程度高、注重空间正义、

虚实相融的生活空间。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adual penetration of ICT into urban life, clarify the 
influence of ICT on urban life-space from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and then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under the action of 
ICT, the virtual life-space of urban residents has extended to the physical life-space, and 
prompted the urban life-spac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multiple, fragmentized, mobile, 
experiential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media transmission. 
Especially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oT technology, a new spat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a new interactive mode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rban life-
space has appeared. In addition, different response and expression of urban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has been shown based on the impact of ICT. Therefore, 
owing to new social and spatial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urban life-sp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CT, we believe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life-spa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eople-oriented” planning, and a new urban life-spac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and 
multiple functions, rich connotation, high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space justice, mutual 
fusion of the virtual and physical can be constructed depending on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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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空

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城市空间关注的焦点也逐

渐从功能空间转向生活空间。生活空间通常被理解

为发生及进行各种日常生活活动的场所总和，具有

具体实在性和日常性，是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相结

合的产物 [1,2]。列斐伏尔（Lefebvre）首次将其“空

间三元论”中再现的空间定义为与居民生活相关的

空间 [3]。道萨迪亚斯（Doxiadis）最早赋予了城市

生活空间的科学内涵 [4]，并将其理解为与居民生活、

居住相关的环境。总的来看，学界对城市生活空间

的研究是在社会空间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种

族隔离、郊区化、极化等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密切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要素

的探讨与评价、特定人群特定场所的城市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组织、生活空间单元划分、生活空间规划

与重构等方面 [5-14]。近年来，更加强调城市生活空

间发展的可持续性，侧重研究城市生活空间质量与

居民健康的关系、城市生活空间环境质量评价、社

区层面生活空间质量评价与实践、不同生活阶层在

空间上的互动等方面 [15-18]。可以说，城市生活空间

研究从人类活动空间的视角构筑城市地理空间和社

会过程之间的联系，并试图进一步阐释两者之间的

关系，已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前沿领域。

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及物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向城市领域的日益渗透，城

市空间已成为瞬时的信息空间，并深刻影响着以

空间为载体的居民日常生活活动及行为。在这种

影响下，城市居民与空间设施、城市居民之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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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时、空间上的互动会形成一些新的生活活动模式和社会

交往关系，作用到一定空间上会带来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新

变化，同时会出现一些新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国内外学

界最先关注到新技术范式出现对城市空间产生的重大影响，

形成了以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对宏观层面城市空间的影响研

究 [19-22]，对微观层面城市空间中居民活动与出行行为等方面 

研究 [23-25]，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支撑下城市空间与时空间行为

关系的研究 [26-28]。但鲜有将研究视角转向城市生活领域，尽

管信息通信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城市生活空间中。此外，囿于

数据获取及处理技术，以往城市生活空间研究中鲜有系统探

讨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生活空间带来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提供的位置服务数据，城

市居民在生活空间和场所活动的时空痕迹被实时记录，从而

为实时跟踪并分析生活空间的变化过程及演化规律提供了强

大的数据支撑。同时，为把握居民活动、行为与生活空间的

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契机，进而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生

活空间的选择、安排和组织，甚至创造新的生活空间，并最

终实现城市中不同人群生活空间品质的提升。

因此，本文将着眼于城市生活空间这一研究主题，将其

内涵扩展为整个虚实空间，既包括静态的生活场所空间，也包

括动态的生活流空间，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类型及社会关

系在空间上的交织、映射、流动，涵盖居民每天或经常需要不

断重复发生进行的各种活动，一般指必要性的活动，不包括偶

尔发生的活动。结合信息时代背景，凸显出信息通信技术对城

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相应变化，并适时提出新的

空间规划策略，以期丰富城市生活空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

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重组、优化提供指导与借鉴。

1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

1960 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包括各种传感

技术、电信网络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物联

网等技术的阶段，且不断向城市生活领域渗透，具体表现为

各种信息通信技术逐渐渗透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服务。

在这种影响下，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活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发

生了变化。一方面，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已经突破传统实体空

间的桎梏，发展成为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并存与交互联系的

局面。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日常活动受时间的约束越来越小，

作用在生活空间上，表现出多样化、复合化、破碎化等特征。

同时，作为决定区位条件的新要素，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不

同群体居住、工作、休憩等生活空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

异质性，进而呈现出不同的生活空间格局（表 1）。

1.1  虚、实城市生活空间并存与交互联系
信息革命发生之前，生活空间严格按照所承载的功能进

行划分，居民要完成日常活动，必须穿梭于不同的功能空间

单元，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与特定空间之间存在一种紧密且

简单的线性关系 [29]。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与发展，首先表现

为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信息流，架构了包含网络、通路和节

点的新空间形态——网络空间。之后，依托其高流动性、高

时效性、共享性、高级网络性等特征，网络商务活动、网络

办公活动、网络社交活动等在城市中越来越普及。网络活动

的大量出现丰富了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类型并改变了其与时

间、空间的关系，城市虚拟空间进一步延伸到实体空间，进

而带来生活活动空间范围的变化。与实体生活空间相比，虚

拟生活空间存在一个连续的域，可以跨越现实中能力、组合、

权威、时空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制约，并可以灵活安排活动时

间的方式换取活动空间上的弹性和高时效性。尤其随着云计

算、移动互联、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无

线通信、GPS 等技术的结合，虚拟生活空间逐渐对实体生活

空间产生了替代、促进、改变、中性四种关系的影响 [30]。其

中，流动空间实现了虚拟生活空间与实体生活空间之间的相

互影响与融合，改变了城市生活空间中不同生活人群分隔的

空间位置之间那些有目的的、反复的、可程式化的交换与互

动次序 [31]。翟青等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带来了居民虚实生

活空间的交互，居民信息化程度、居民信息化认知、居民信

息化习惯、居民流动性是微观层面虚—实生活空间交互的主

要指标，工作地是最能展示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紧密关联的

场所类型 [32]。

表 1  信息革命前后城市生活空间特征的对比分析

时期 信息革命前 信息革命后

城市生活空间构成 主要由场所空间构成 虚实交互的场所空间与流空间并存

城市生活空间划分
严格按照空间功能进行划分，如划分为居住空间、办公空

间及其他功能空间

一方面，生活空间功能更加混合、多样，功能边界更加模糊化；另

一方面，基于人本规划更加强调居民生活活动空间的划分

城市居民活动与生活空间的关系 紧密且简单的线性关系，特定活动一般只能发生在特定空间 依托各种信息流，居民活动可以穿梭在不同的虚、实交互空间

生活空间组织形式 由联系实体生活空间的交通工具及交通网络构成 由联系、沟通虚实生活空间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构成

社会分异 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的差异是社会分异的主要因素 信息资本的掌握程度逐渐成为社会分异的重要因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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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居民生活空间日趋多样化、复合化、破碎化、

移动化、体验化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能够为城市居民的活动提供更多

空间选择、安排和相应的机会，城市居民的主动行为增强，

映射到实体空间上，促使城市生活空间呈现出更多新的空间

特征。

（1）多样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重新配置了城市居民

的活动时间，增加了活动安排的自由，由此带来城市居民生

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生活的流动性、快节奏性，促使

城市生活空间的内涵不断演进与拓展。居民生活空间范围在

居住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消费空

间、公共服务空间、社会空间等，各类空间之间的界限日渐

模糊化，空间组织方式也更加紧凑、完整、便捷、网络化 [33]。

此外，借助计算机、智能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终端，城市居

民日常活动空间可以分布在任何有网络的场所空间。

（2）复合化。当物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各种实

体流和虚拟流突破空间约束作用于实体空间时，单一实体空

间变得愈发不纯粹，城市生活空间已经演变为多重空间的叠

合体。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城市居民可以在居住场所进行远

程办公、网络课堂、网上购物等活动，居住空间已经演变成

集居住、工作、购物、学习等为一体的复合化空间。此外，

信息技术增加了新的大众人群集聚机会，休闲空间在生活空

间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成为承载休闲、娱乐、办公、学习、

交流等混合功能的新复合空间，且增进了城市居民在地方场

所空间上的关系多样性。例如冯静等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

及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街道、酒吧、咖啡馆等成为公共生活

的新容器，联合办公空间、网络线下空间为城市添加了生机

与活力 [22]。

（3）破碎化。信息通信技术的嵌入使城市生活空间呈现

出瞬时性、流动性等特征，活动在空间上的主体可以在网络

接入的条件下完成日常活动，不受传统活动空间上时空距离

的约束。因此，居民时空利用呈现出多任务现象。多任务式

的需求对城市生活空间的利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不

增加城市物理生活空间的约束下，面向城市生活空间存量，

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弹性规划与设计，其结果便出现了城

市生活时空的“破碎化”。

（4）移动化。伴随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新型移

动设备（如智能手机、iPad 等）成为信息时代城市居民最基

本的生活方式之一。在这种影响下，将日常活动的完成锁定

在固定生活场所的思维被打破，城市生活空间进入移动互联

时代。移动化空间特征使城市居民在不同实体生活空间转换

过程中能够更加灵活地安排日常活动和完成活动任务，使得

远距离出行变得更加有意义。例如依托不同类型移动 APP，

居民可以在移动过程中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在线办公、网上

购物、社交、休闲等活动 [34]。

（5）体验化。信息时代，城市生活空间的意义不仅仅在

于被使用，更多表现为被欣赏与体验。尤其是城市休闲空间

与消费空间，通过营造某种生活氛围、情调、记忆等方式提

高不同群体审美和精神感受的体验，从而形成居民与生活空

间的另外一种互动关系。此外，如 VR（Virtual Reality）等

信息技术，提供了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平台，在推进对

城市生活空间感应与识别的基础上，为城市不同生活群体创

造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

1.3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居民生活空间新格局 
物联网是继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信息技术之后将信息

传感设备与互联网结合成巨大网络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在方便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城市生活要素

的基础上 [35]，带来了生活空间格局的新变化。首先，物联网

技术的广泛应用影响产业空间的布局，产业的集中与分散引

起城市内部空间出现集聚化与扩散化并存的趋势。在这种趋

势影响下，居民日常居住、通勤、购物、娱乐、家庭移动性

等均发生不同响应，作用到实体空间上，则带来城市生活空

间范围、功能结构的变化。其次，物联网带来城市居民日常

行为与生活活动空间的深度交互，形成新的人地互动模式。

物联网可以搜集任意定位点、时刻点的信息，通过与地理资

源深度融合和开发，影响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和空间行为，

同时可以借助信息指令促使行为与实体空间直接互动，进而

促进智慧生活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活动出行为例，物联网

时代，活动路线的安排不再是出行前的查询，而可以在出

行过程中借助各种传感设备提供的实时数据随时调整活动路

线，实时感知与体验将更加丰富与真实。第三，依托物联网

技术的深度发展，城市空间运行效率不断提升，但由于信息

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不同生活群体建构的生活空间序

列差异较大，对生活空间意象的传递具有一定的主观选择性。

作用到实体生活空间上，又会带来生活空间功能及组合关系

的动态变化。

1.4  不同城市生活空间上居民的响应与表现
信息通信技术作用于城市实体空间，带来了地理距离的

时空压缩，促进了城市整体生活活动空间的高速流动与发展，

满足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对时空高效利用的需求。但在不同

生活空间上，信息资源分异现象明显，不同生活群体对于信

息的需求及获取信息能力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阻碍

不同层次生活空间信息流动和沟通的主要障碍，信息空间仍

难以完全脱离地理实体空间某些属性的影响 [36,37]。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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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信息供给和约束条件下的场所空间上组织日常生活，不

同人群在日常活动模式、时间利用、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会

有不同程度的响应与表现。在信息基础设施高效便捷及信息

资源广泛分布的城市空间内，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对信息设备

使用频率高、依赖性大，并逐渐渗透到其活动发生、活动方

式选择、活动参与模式、活动分布、活动链构成、活动时间

持续、活动伙伴选择等方面。此外，在信息通信技术作用下

城市居民对时空信息的感知与判断变得敏锐，信息处理能力

提高，因此对实体生活空间的感知范围大且内容丰富，从而

更有利于个体日常行为决策。相反，在信息基础设施及信息

资源未覆盖或覆盖不足的空间内，除了经济、社会等影响因

素外，低信息化水平造成了城市居民活动需求相对滞后，空

间感知范围小且相对简单。信息时代，信息化差距已经成为

不同群体在城市生活空间上分异的重要因素，出现城市生活

空间规划倾向于满足信息化水平较高人群的趋势，而部分信

息化水平较低的低收入阶层、流动人口、弱势群体等的空间

选择机会被剥夺，已经严重影响这部分人群的生活空间质量。

例如和玉兰等的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低的女性居民受

时空限制最大，信息技术对其家务的解放最小。信息化水平

中等的女性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较为突出，休息日更愿意在家

及其附近活动。信息化水平高的女性居民所受时空制约最小，

信息技术对其家庭事务的解放作用最为明显。休息日活动范

围大，回家时间晚，表明该类女性居民娱乐活动丰富，生活

质量较高 [38]。

2  面向生活空间的规划策略

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作用于居民日常活动而对城市实体生

活空间产生影响，促使其发生了诸多变化，如生活空间日趋

虚拟化、多样化、复合化、破碎化、移动化、物联化等。但

也出现了生活空间割裂与错位、生活空间景观同质化、基础

设施信息化程度不高、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

公共生活空间营造缺乏信息时代理念、部分实体社交空间被

虚拟社交空间所挤占等城市社会或空间新问题。在此背景下，

笔者结合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从提高

不同生活群体的生活空间质量与品质等方面出发，提出相应

的空间规划策略。

（1）构建功能多样复合、集约高效的生活空间。高效、

便捷、高渗透性信息网络的构建降低了城市居民生活对特定

环境的依赖，但对生活空间功能的多样化、复合化需求反而

更高。因此，应致力于满足信息时代居住空间、工作空间、

消费空间、休闲空间发展的新特点，提高土地利用的多样复

合性，集约高效地布局生活空间。生活空间功能多样复合要

求在一定空间内能同时满足居民的多样活动和多元需求，以

土地混合使用及灵活的空间布局为手段，进行综合性开发或

更新改造。在城市空间规划中，根据土地利用情况，作好生

活空间功能多样复合程度的界定，实施城市建设用地的弹性

化规划。一方面，积极培育混合居住空间、新型办公空间、

承载学习功能的休闲空间等新型空间形式。另一方面，将城

市中需要更新改造的废弃空间通过一定的规划设计打造成集

娱乐、休闲、工作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空间载体。例如《上海

市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中强调依托信息通

信技术打造集约用地、环境友好、设施充沛、活力多元的生

活空间。其中，在提供就业方面，明确提出在公共服务配套

良好的地区可依托老旧厂房和历史建筑的转型发展嵌入式创

新空间，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区空间。

（2）保护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内涵。一方面，信息媒介

使城市特色、城市内涵可以被超时空认知，甚至被“体验”，

但容易沦为一种粗糙简单的浅薄感受，便捷替代了亲身参

与，换来的是城市形象被符号化、单一化、平面化，最终被

快餐式消费。另一方面，信息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认知

懒惰”“创新趋同”，使生活空间景观在建设过程中趋于同质

化。因此，在城市生活空间建设过程中应当保护历史特色与

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挖掘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内涵，注重城

市特色与内涵在居民生活空间、生活方式上的表达与创新融

合，尝试具有活力的更新方式，拒绝呆板的城市形象和单调

的城市生活空间。例如南京市通过开发新城新区，优化城市

布局，对老城实施整体性保护，使其成为吸引众多居民日常

活动和颇具文化特色的生活空间。

（3）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空间正义。当前，随

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城市生活智能化成为未来的

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城市电子信息网络的普及，各种在线生

活服务得到在线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信息通信技术被整合镶

嵌到传统的基础设施上，提升了其智能水平并不断被整合到

城市物联网系统中，持续深入地影响着居民生活空间的利用

效率。随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力度也应该不断加大，在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

需求合理衡量的基础上，明确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节

点布局、建设时序等。此外，对于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人群，

其空间需求容易被忽略，空间机会容易被剥夺，已经严重影

响这类人群的生活空间质量。因此，应降低这类人群信息基

础设施的空间使用成本，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空间

正义，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共享水平。例如阿姆斯特丹和巴

塞罗那通过安装在停车场的传感器为市民提供实时停车位信

息，以引导居民合理出行；伦敦借助移动 APP 等设备为市民

提供公用自行车位置信息等。

（4）优化公共空间，提高信息服务水平。传统的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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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往往只能提供单一的、现实空间的活动参与，并存在各种

物理隔离现象，活动的时空间范围以及参与方式均被限制，

空间利用被固化、隔离、压制。信息通信技术的介入与渗透

允许城市居民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多元化、多空间化且富有弹

性。因此，首先应该加强公共空间的信息化水平，并开放公

共空间，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适时整合

城市各类社会资源，进而挖掘公共空间的发展潜力。例如在

购物场所设置信息化购物平台，在公园、图书馆、咖啡馆等

公共空间覆盖免费 WiFi 服务等，有效结合各种移动终端与

城市公共空间，满足居民工作、生活等需求 [39]。此外，由于

信息的高度渗透也应该注重公共空间的半独立空间的营造，

方便信息安全和半私人化的社交活动等。

（5）促进虚实社交网络融合，化解虚实社交孤岛。传统

社交关系的发展受到现实时空间的限制，虚拟社交网络的

发展突破了现实地理条件的限制，却往往容易坠入虚拟空

间的泥淖，丧失真实的交流能力，进一步压缩现实交往空间，

导致日常生活交往中人际关系的愈加冷漠。因此，在城市规

划与设计中，一方面倡导社会交往回归部分实体空间，积极

营造现实交往氛围，在不同尺度上构建更加开放的现实交

往空间。例如城市尺度上可以营造易接近、可进入性较强

的绿地空间、广场空间等 ； 社区尺度上打破居民居住封闭

与隔离等生活状态，鼓励混合居住，并积极增加像社区图

书馆、广场、活动室等公共交往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

把虚拟社交空间接入到现实交往空间，构建线上线下交流

融合的新型社交空间。例如席广亮等提出的智慧社区建设，

即是综合考虑居民的购物、休闲、交往和健康等多种需求，

通过网络信息平台进行社区的服务设施整合建设，以营造

更具活力的社区生活 [40]（图 1）。 

（6）探索居民活动规律，落实人本规划。信息通信技

术不仅深刻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还为我们了解城市居

民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的交互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特别是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实时大规模精细化地研究不同

居民群体的活动行为提供了手段。因此，在城市规划与设计

中可以借助大数据及相关研究方法，以及相关问卷调研小数

据，分析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移动的时空距离、个体空间行

为、社会关系网络、居民生活状态、微观生活决策等，从城

市居民的微观行为特征研究城市生活空间的形成过程和内在

机理，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生活空间的质量。例如卡默

林德（Kammerlind）通过入户和电话调研，根据老年人活动

情况评价其生活空间 [41]。吴秋晴在大城市社区动态规划探索

中提出建设有凝聚力的社区公众平台，引导居民在社区事务

中的优先参与 [42]。同时，也可以通过合理配置信息基础设施，

提高各生活空间间的互动、联接效率，进而提升城市整体生

活空间的质量。

  
3  结论

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影响下的城市新现象的解读，本文

基于城市空间变化的视角系统梳理了信息通信技术作用下城

市居民生活空间的新变化。认为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和深

度影响下，人地互动模式有所变化 [43]，这种变化影响下的居

民生活空间日趋多样化、复合化、破碎化、移动化、体验化，

呈现出新的空间组织结构和表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响应方式。

同时，这些新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空间问题，

如生活空间割裂与错位、生活空间景观同质化、基础设施信

息化程度不高、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公共

生活空间营造缺乏信息时代理念、部分实体社交空间被虚拟

社交空间所挤占等城市社会或空间新问题。文章进一步从人

本化出发提出空间规划优化策略。试图为构建城市生活空间

规划体系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一方面强调当前城市规划应利

用信息技术的工具理性提升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质量与品

质；另一方面，从信息技术的价值理性出发，关注城市居民

的多元需求，确认城市不同生活群体的空间适应状况，适时

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与服务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空间上的均

等化，真正实现城市生活空间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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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肯定会有差别；再比如，老北京人、新北京人，新北京人在北

京长大的孩子，也会有不同的城市意象。他们有他们用心体验的

北京，我们有用脑设计的北京。我们用脑设计的城市肯定会对市

民身体和心理乃至行为造成各种各样、强度不一的影响，比如北

京去年展开“拆店修墙”和前年展开的“拆院墙”等城市专项治

理行动，更不用说整体拆迁，搬到郊区去了。反过来，市民体验

的城市和市民互动产生的城市意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建成的形体

环境，甚至让我们规划设计的形体环境面目全非呢？需要研究。

比如，本来是房子的墙，打洞开了商店，现在，门脸是拆了，窗

户又开了，消极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也不乏积极的例子，如以

市民们共识为基础在街头巷尾自然形成的晨练角落、步行道。因

此，我们需要对市民以他们体验的城市和他们互动产生的城市意

象为基础所产生的行为进行研究。尽管《体验的城市》谈的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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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是学习城市的学生要读的

书，但是，它提醒我们，注意研究市民体验的城市，注意市民间

互动产生的城市意象，注意微观社会学和符号互动论，通过市民

对城市的日常体验和互动来考察影响他们城市生活的社会心理及

其行为。其实，不只是芝加哥学派谈论这类问题，芒福德和林奇

都研究过城市意象问题，怀特的《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同样

如此。林奇涉及城市人如何建立反映城市人的城市形象或感觉的

认知图。城市意象方式的思想基础是，对那个城市而言，不同的

人和群体赋予城市空间不同的意义，他们心里的城市画面是不同

的。所以，伴随建成环境去分析这些思维意象是很重要的，它会

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城市，解读市民们的城市体验，进而让我们规

划设计的城市更贴近市民体验的城市，更能恰当地表现市民间互

动产生的城市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