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上海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文化日历，那么，近年来，有一方“流动的展场”的举办日期，总会受到不少市民的关注与
期待。它就是“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继 2015 年、2017 年分别在徐汇西岸和浦东民生码头成功举办后，本月底，2019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将以杨浦滨江
南段 5.5 公里滨水公共空间为主展场，以上海船厂旧址地区（包括船坞和毛麻仓库）为主展馆片区，开启一段新的“空间艺
术之旅”。

透过空间看城市，透过社会看空间，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而他对于读解空间地理背后文化
密码的热爱，甚至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最近，他将自己关于上海城市空间品格的解码与诠释倾囊相授。他的视角与思
考，或为我们品读即将到来的“空间艺术季”，多添一份思想的趣味。

如果城市有“空间品格”，上海的是什么
■ 本报记者 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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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关注
上海的“空间品格”

解放周一：最近，您整理了自己多年来透
过空间看上海的成果，串起所有发现与心得的
关键线索似乎都落在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词
上———空间品格。“品格” 往往被用在人身上，

“空间”也有“品格”吗？

于海：我是研究社会学的。尤其当我聚焦
于城市社会学时，我发现，不存在纯粹的空间
过程，也不存在任何无空间的社会过程。透过
梳理一个城市的空间组织方式、架构方式的变
迁，这个社会是如何组织、变化的，一目了然。

每个城市都会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关
系，而这些关系只有将自己投射于空间，才能
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也是在
此过程中，一个城市的气质、品格慢慢稳定、沉
淀了下来。

至于为何会用到“空间品格”这个词，跟我
一直关注上海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 “全球城
市”有关。众所周知，上海再度崛起，是在上世
纪 90年代。 她告别了上世纪 80年代的 10年
踟蹰， 迎来开埠以来最全力以赴的发展机会，

毫不掩饰要与纽约、伦敦、东京等知名全球城
市比肩的雄心壮志。这时，那些知名全球城市
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无论一座城市采取怎样
的产业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活跃的交流
与交往活动是上述所有目标的基础。无论是建
筑还是空间， 从来不只是工程和美学的产物，

更有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气质与风格。“空
间品格”的提炼由此而来。

所以，上海若想成为全球城市最好的候选
者之一，除了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条件，还需
在人文、社会的维度上加把力。

解放周一：您曾归纳总结，在上世纪 80年
代之前，上海一直属于一个空间品格很不错的
城市。

于海：无论是 15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
阿姆斯特丹、18世纪和 19世纪的伦敦， 还是
20世纪的纽约，他们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
点：在航运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成就了它们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具有雄厚实力的全球城
市地位。

上海之所以成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开埠
并繁荣，也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很长一段时
间里， 上海都是一个居民中外来移民比例极高
的移民城市。移民携带着梦想和野心，给上海带
来无尽的欲望和活力， 直到计划体制时期的上
海对移民关上了城门， 却又向外移民了数百万
上海人。上海人一度拥有的特殊身份意识，正是
这段时期内单向度的门户政策造成的。

上世纪 80年代以前， 上海人在一个高度
稠密紧凑的中心城区感染大上海文明都市生
活。尽管极其狭小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上海人因不得不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而大
方、大器不起来。但这个阶段中上海人对空间
的敏感和精明，何尝不是一种对逼仄环境的塑
造能力呢。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旧城改造而来的
大动迁，几百万上海市民告别弄堂，尽管为中
心城区街道、街区、交通干道、各种高层摩登
建筑的尺度放大创造了条件， 但那些曾经塑
造了上海种种或被人忌妒、或被人羡慕、或被
人称道、或被人模仿的性格，也随着城市空间
尺度的放大、空间组织方式的巨变，被推倒重
来了。

上海人的搬家故事
是一个“新起点”

解放周一：在告别了弄堂以后，很多上海
市民的居住条件（面积、设施）优越了起来，但
公共生活似乎冷清了许多。 现在回过头去看，

是上海人曾经热爱的那种彼此 “搭讪”、 互相
“嘎讪胡”的空间，在“搬家以后”不复存在了。

邻里间那种热络的互相分享、 学习、 模仿、攀
比，也大大减少甚至慢慢不见了。

于海：没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上海
的“空间品格”将走向何处，上海人过去 30 年
来的“搬家故事”会是一个标志性的新起点。透
过它，我们能总结出，未来的上海空间无论怎

样变化，都有哪些要素不可缺失。

就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我第一次搬家，

是因为复旦大学给当时刚留校不久的我分了
房子。这让我从长宁区的虹桥路搬到了虹口区
的凉城路， 并人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独立的、

成套的住房，尽管它只有一居室。后来，当我的
职称上去了以后，又分到了两居室。但这一次
搬家是在同一小区里的调整，姑且还算在第一
次搬家里面，不算第二次。

这一次搬家映照出的时代主题，是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上海的政府和一些规模较
大的单位，面对市民、员工最关注的住房问题，

所给出的解决方案。这一次分房背后有城市空
间改造的背景，政府和单位是这一次空间改造
背后的主体。

第二次搬家，是我把单位原来分的房子卖
掉、购入了一套商品房。这一次搬家对应的是
几个重要变化：一个是住房的商品化，另外一
个就是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后， 当时整个城
市改造更新的主体变成了政府和开发商。单位
已经从城市更新的主角地位上退了下来。

这一次搬家，当时是搬得离市中心更远了
一点， 但我们家的住房面积差不多翻了一倍。

而且环境、房子都很不错。

到了第三次搬家时，我不再只考虑住房面
积了，更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住宅环境和空间
品质。这让我从翔殷路一路往东北方向，搬到
了刚开发不久的新江湾城地区。 这一次搬家，

我们家的面积比原来小了一些，但我愿意牺牲
面积，来换取一个更好、更绿色的生活环境。新
江湾有很好的绿地和湿地系统，所在街区的品
质、周边交通配套也比原来更好了。那时，在整
个上海，市场已成为推进上海城市空间改造背
后最重要的力量。

解放周一：搬离市中心，您是越来越满意、

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了，但也有一些上海市民在
欣喜于住房条件变好、变大之余，非常怀念自
己曾经的老房子。

于海：是的。所以说，上海人的搬家故事是
上海整个空间巨变过程中一个新的起点。但既
然是新起点，就会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简单来说，这背后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得
到了空间，却失去了社区，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
频繁交往。尤其，当我们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商
品交换为代表的大量互动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完成，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程度不断加
深，城市空间的社会性也降低了。这正是一些市
民回望过去时反而心生怀念的原因所在。那段需
要把个人部分私人空间让渡为公共空间的生活
极易触发各种矛盾、冲突，但恰恰是那样一个逼
仄的空间，时时刻刻制造着频繁的社会交往和人
情冷暖。

这多少也提示我们， 大尺度空间的生成，不
乏积极的一面，创造了一个可与全球城市需求体
量匹配的空间架构，但一座城市，除了在为自己
的居民创造更好的居住条件之余，还要创造社会
交往，创造“社会空间”里丰富的人文性、亲切性
与互动性。一方没有社会交往、远离人的日常生
活的空间，是不会有生气和活力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我们身边常见的
马路过宽、绿化带隔绝了周边社区互联互通等
问题，一定会得到扭转。未来的城市空间设计
者一定需要更多考虑，怎样的设计可以方便人
与人之间产生更多的相遇与互动，而不是反其道
而行之。

无论是城市化、绅士化，还是全球化，这些过
程都不可避免地把城市空间结构推向更进一步
的碎片化，使地块与地块、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连
通性大大下降，由此带来整个地区社会联系的减
少。但未来，相信我们会更积极地把空间重新连
接起来，把人重新拉回到公共空间中，让市民在
这些新型空间中发生更多互动与交往。一个能产
生更多活动和相遇的场所，才会让人愿意把它看
成自己的归属。

空间品格将在
更多创造社会交往的空间生成

解放周一：在您看来，如今的上海空间品格
慢慢稳定、沉淀下来了吗？有哪些关键因素将引
领它走向未来？

于海：前不久，我去了雅典和伊斯坦布尔。在
雅典的时候，给人的感觉真是不错。走在古希腊
雅典最早的市场附近，不仅地形很好，无论走到
哪儿都能远眺雅典卫城，仰望这个城市历史上曾
经拥有过的辉煌， 还能在错综复杂的街区间，尝
试各种希腊本地的美食、欣赏各种手艺人、艺术
家的创作。然后，你随便一回头，哦，这边是罗马
皇帝的一个图书馆，再往前走几步，是一个历史
纪念地所在。它的方便性、人文性、历史性非常丰
富地交织在一起， 构成雅典无处不在的空间品
格。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体验也与此类似。无论步
行，还是逛街、消费，都给人以非常丰富的体验。

这让我感到，无论我们人类走到 21世纪，还
是更远的未来，一个真正宜居的、让人流连忘返
的城市， 其中心城区让人居住的地方、 展开商
业、 文化元素的地方， 一定是一方让人可以步
行、激发交流、热爱交往的所在。因为，只有各种
丰富多元的社会交往频繁起来， 各种各样的灵
感、创意与可能性，才会更容易地从人们心里流
淌出来。

回过头来看上海，上海空间品格比较好的地
方在哪里？在 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间，在那些把
历史文脉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地方，在那些拥
有宜人尺度、丰富肌理的空间。

无论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生如何
大的变化， 人类始终需要在充满变化的社会环
境中创造出社交、创造出自我成就感、创造出新
的社会福利。 这样的社会才是有希望和生命力
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近期会特别关注上
海当下的城市更新进程， 关注城市更新过程中
市民们如何以一种更主动、积极的姿态，通过自
身努力，推动社区共治、增添社群福利。让我们这
座城市的空间品格的生成，少一些旁观者，多一
些参与者。

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市民像我一样，在关
注住房面积、朝向、绿化、环境品质之余，愈发关
注到自己所在社区的生活品质、社交品质、社会
空间环境、人文交流与相处。而且，可以预见到的
是，所有居民自身的协商与协作，将成为政府、房
产商之外，一方塑造上海城市空间品格的重要力
量。创造的过程亦是享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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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后的杨浦滨江已成为人们的休闲场所。 资料图片

◇ 观察 ◇

如今，田子坊是很多市民乐于向来上海旅
游的朋友推荐的一个必去之处。

田子坊的魅力是什么？ 我想是它的丰富
性。在田子坊，抬头看到的是历史，低头看到的
是现代。人的丰富性就包含在了其中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之间。

田子坊的丰富性还包含着原真性。 虽然田
子坊那种底层市民的烟火气也在逐渐淡去，具
备历史沧桑的东西也并不漂亮， 但那些从二
楼、三楼挂出的衣物，那些探出来的居民的脑
袋，那些居民们在烧着饭的原始景象，都会让
你感到，在这样一个商业区域，上海市民的日常
生活还在延续，上海人的精神还在延续。

在那样一种氛围中，踏入田子坊和踏入一个普
通的生活世界并无二致， 不会让人心生担忧或紧
张，却能让人轻轻松松便有所发现，看到艺术，看到
创意。看到很多新的感受，在这方清新、亲切的生活
世界中，被激发出来。这样一种体验，一定不仅能够
吸引外来的客人，也能够吸引本地的市民。

现在，也有人说，田子坊好像只剩下老上海
的影子了。还有人说，田子坊的商业气息浓了、生
活气息淡了。但我想，只要田子坊的空间还在，空
间上的历史岁月还在， 二楼三楼的上海市民还
在， 混居这种方式还可以在田子坊延续下去，田
子坊的空间故事就还有可能写出新的篇章。

毕竟， 田子坊中石库门的风采和丰富性还

在，田子坊如今的格局更是多种力量协同合作下
的成果。是田子坊让我们看到，当地方管理者给
予这座城市的创造者们一方空间，让他们在里面
自由发挥才华时，会生发出一种任何设计者都无
法预设、想象出来的城市空间新形态。

我承认，作为一个老上海，我的上述观点带
着很多主观情感。但我相信，会有其他市民和我
感同身受：那些承载着城市记忆的老社区、老建
筑是值得拿出智慧来心疼和珍惜的。而那些曾由
这些建筑联系起来的悲欢离合、人情往来，才是
上海人真正放不下的东西。

（整理自于海教授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市
民与社会》节目中的发言）

从田子坊看上海空间故事的续写
◇ 链接 ◇

可有可无的机场消费
忽视了什么

■ 毛建国

上周， 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发布消息，宣
布将全面下调餐饮价格。此次餐饮调价共涵
盖面食、快餐、盖饭、砂锅、小吃、咖啡、奶茶
等 9 个大类的 209 款餐品。调整后 ，航站楼
整体餐饮价格将有较大降幅。据说，一碗牛
肉面价格降幅达 54%。

事实上，不只这一家机场，近年来，机场餐
饮降价已经蔚然成风。 首都机场早在 2008年
就提出了“同质同价”的服务理念，后来更是提
出了“同城同质同价”。广州、长沙、乌鲁木齐、

南京、深圳等城市，也都相继宣布了类似“同
城同质同价”的规定，餐饮价格已经做到了实
质性下降。今年 4 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报
道称，机场“天价”餐饮在一二线大型机场已
基本杜绝，现在多是向中小机场蔓延了。

推进机场餐饮“同城同质同价”，是以旅
客为中心的一个体现。但是，这一举措仅仅
惠及旅客吗？

随着航空业的发展，机场已成为产生超
级流量的消费场所。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
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超过 12 亿人次。 人气
就是财气。可是，除了机场免税店外，机场其
他商业设施吸纳的财气与人气似乎不成比
例，很多人对于在机场消费抱着“可买可不
买”的理念。尤其是餐饮消费，更是有着“能
不吃就尽量不吃”的想法。机场餐饮创造的
价值，真心无法与机场可吸引的流量匹配。

针对机场餐饮价格“高人一等”，一直有
声音认为是源于机场餐饮场所的租金较高。

这涉及机场本身的定位问题，需要机场认真
研究一下。可是，租金高了，就一定定位“天
价”吗？“天价”食物挡住了大量乘客的脚步，

也出现了一个“死循环”———商家想通过“天
价”赚取更多利润，可由于少人问津，转而就
把单价定得更高，于是更少人问津。毋庸讳
言，相对于机场积聚的大量人气，受限于机
场商业本身的定位和理念，商业潜能并没有
充分发挥出来。“天价面”的存在，不仅影响
了机场形象，也在事实上阻碍了机场服务的
转型升级。

在国外一些城市，机场不仅仅是出入境
的窗口，还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现在，

我国不少城市也提出了打造“航空港”“航空
城”的设想，那么，机场不仅要大账小账都考
虑， 还得考虑如何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
益。应该说，机场也是“五元泡面”的受益者，

而餐饮平价更是预示着机场转型的开始。

     （摘自《北京青年报》）

“盲盒经济”火爆
但消费不应盲目

■ 熊志

据报道，近来 ，盲盒俘获了大量忠粉的
心。 有一对夫妇 4 个月花了 20 万元在盲盒
潮玩上。还有一名 60 岁的玩家，一年花费 70

多万元购买盲盒。而某二手购物平台今年年
中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有 30 万
盲盒玩家在其平台交易，每月发布的闲置盲
盒数量较一年前增长 320%。

所谓盲盒，里面装的通常是动漫 、影视
作品的周边产品，或者设计师单独设计出来
的玩偶。之所以叫“盲盒”，是因为盒子上没
有任何标注或提示，只有打开才会知道自己
“抽”到了什么。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确定的
刺激会加强重复决策。大概正因如此，盲盒
一时间成了让人上瘾的存在。

单个盲盒的价格通常为三五十元。 相对
较强的购买力，让那些受影视动漫文化熏陶
的年轻人，能够撑起庞大的盲盒经济。从上
游的 IP 设计，到中游的零售，再到下游的二
手交易和玩偶改装， 其产业链已相当成熟且
市场空间巨大， 当然也在不断掏空年轻人的
口袋。

如果从纯市场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由来
已久的商业模式，买卖双方自由交易并无不
妥，但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留意。

一方面，盲盒成瘾说到底也是源于赌徒
心理。相对于彩票，它又是个高度不透明、信
息极为不对称的行业。 售卖盲盒的商家，是
否放大了“中奖”概率，变相诱导购买？那些
经典、限量款商品的真实“中奖”率，会不会
低于宣传，留下消费陷阱？

另一方面， 盲盒经济带火了二手交易。

一些拆出来的经典、限量款玩偶，在二手交
易平台上价格暴涨， 溢价甚至达到三四十
倍。其行情之火爆，到底是真实供需关系的
结果，还是有商家投机炒作的因素，对盲盒
玩家来说会很难判断。

不久前，炒鞋的话题引发广泛讨论。它和
盲盒经济相似的地方在于，价格不断飙升的鞋
子和玩偶，都是基于收藏的文化潮流。那么，炒
鞋所衍生出来的一些乱象，比如中间商刻意购
买囤货、人为制造稀缺性、误导消费者，同样可
能在盲盒经济衍生的二手交易市场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盲盒经济的受众很多都
是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他们对市场风险的
识别能力相对较低，容易被刻意夸大的 “中
奖”概率吸引，不断投入金钱去购买盲盒，或
者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花高价购买盲盒玩偶，

极易成为被套路“收割”的对象。

面对不断崛起的盲盒经济，显然有必要
提醒年轻人节制消费、避免成瘾。当然，这也
有赖于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市场，对交易不
透明以及各类违规炒作， 及时清理打击，保
证这一新兴行业能够良性运转。

（摘自《新京报》）田子坊里游客络绎不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