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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城市哲学研究中，城市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关系的密切化，城市之间的关系研究也受到很多人的重视。邹诗鹏教授在《探

索与争鸣》2019 年第 8 期发表的《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一文，主要针对都市一体化、都市圈

发展提出了城市际性概念，为理解城市关系带来很多启发。同时，这种研究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需

要认真思考。比如城市研究中可能存在多种话语类型，视角和问题都有不同 ；都市圈可能意味着城

市关系由于城际交通等的发达而同城化，导致城际问题变成城市内部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城市际

性概念的提出，其实也给我们理解城市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视野，与城市有关的人际、城际、人城

之际，都是我们需要考察的，而本文的视角，则是通过对城市际性的讨论转向对有机城市的思考。

城市际性概念的意义

邹诗鹏教授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城市际性。其背景为都市一体化和都市圈的发展，比如

城际交通发达、同城化现象突出，城际时空压缩可观 ；城市际互动明显且城市际空间发展充分。

从城市际性到有机城市
强乃社

【内容摘要】　城市际性概念为我们理解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新视角，让我们更加重视关系性城市、城市

际空间生产和城市的地方性。但是，这也可能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城市际性的使用范围

可能不够明确，不一定能解决都市一体化和都市圈发展中的问题，实际效果可能具有不

确定性。城市际性概念也给我们启发：其实问题应该是现代性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更好

地进行，我们需要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有机城市的研究。我们必须解决中西城市话语的

裂隙，中西城市有区别，但是也有共性。走向有机城市，就是要重视城际、人际、城人

之际的有机的联系，重视空间正义，重视城市的诸多因素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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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际不是诸多城市郊野的重叠或者交叉，而是新的城市间关系的形成。城市际性也是国际性的，

是全球化、世界市场的节点，其作用是双向的，承接、传递国际影响，发挥应有作用。城市际尤

其和城市际空间生产密切关联。城市际空间是城市发展的结果，是城市空间的调整和变化。这种

变化和调整对有些城市可能是积极的，对有些城市可能是不利的。从实践意义上看，我们需要反

思当代中国都市发展，在都市发展中要破除围绕一个中心、建立多个封闭环形交通与生活带的环

形思维而建立关系思维，重视都市性和城市际性的辩证关系，在都市性和城市际性中思考乡村建

设问题。

城市际性概念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城市共性思考方法，它带来了城市际空

间概念，也促进了对城市网络上的纽结即城市特殊性或者地方性的重视。

第一，我们需要重视城市关系思维，在多个城市的联系中思考一个具体的城市。就像我们现

在往往从主体际或者主体间思考主体问题一样，对于城市性问题的思考，需要我们从城市际性角

度出发，这意味着我们更多从城市间彼此关系中思考城市和相关问题，理解城市本性和与城市有

关的问题，比如城乡、城际、区域等问题。

探讨什么是城市、理解城市性，是城市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彼此之间的联系增加，城市发展中彼此之间的协调和协同发展要求增加，城市圈、群、带、

簇等城市发展的新形态纷纷出现。从区域角度分析城市，一定区域内所有的城市化发展形成了区

域性城市化现象，城市之间的彼此关系比很多时候要更紧密。这种现象和传统的情况相比发生了

变化，比如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往往和现代性的单一中心城市为主形成实体性城市概念、

从单一中心向外蔓延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往往表现为邹诗鹏教授文章中所说的城市

发展中的环形思维。环形思维必然以一个中心为前设，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一个城市。城市的

大小往往表现为这个环形的大小。单一中心的城市发展，有它的必然性，比如，在一定的经济、

技术、社会水平上，有一定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活动展开。尤其是在现代性思维下，统一性、相对

固定性、标准化的思维，也影响到城市、城市活动和城市空间活动。虽然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是，

单一中心的发展模式是比较明显的。

在城市化过程中，现代性思维逐渐暴露其缺点，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出现了。城市重组、

都市重组以及区域性城市化，是苏贾在 2014 年出版的著作《我的洛杉矶 ：都市重组与区域城市化》

中反复申述的一个问题。这本书明确指出，城市研究、政策和实践活动中，发生了从现代思维到

后现代思维的变化。统一、单一核心、蔓延式扩展是现代性城市的典型特点，而城市呈现复杂性、

区域性、多向发展等则是后现代城市的表现。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变得比较重要了。

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从固有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城市际性从城市发展的

彼此关系中理解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城市不是单一的实体，而是复杂关系网络中的纽结。

现代性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城市空间实践往往强调城市的实体性和单一中心模式，而突破这

种思维方式，让我们与后现代关系更加密切。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城市际性。

进而，我们思考城市，需要理解从单一城市到多个城市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城市

际性强调一个城市本身存在于社会活动整体之中，城市发展的形式、形态、问题等都要在诸多

城市关系中、在诸多城市所在的区域中进行探讨。针对自我中心的城市研究方式，也需要增加

他者的视角、他者和自我共在的视角、主体间的视角。城市研究中，凡是研究我们自己生存的

城市，首先需要有一个环境和前提。理解城市性也是如此。从城市际性出发，理解城市性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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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出发，理解城市研究的主体性。比如在理解城市病这个问题上，相邻城市之间的生态

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病虽然是在某一个城市表现出来，但是研究这个病症的形成、治疗，

往往需要超越单一城市为主的思维方式。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城市际空间，就是说城市生态问题

需要通过城市际空间来理解。

从城市关系出发，城市际性概念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破除城市发展中的环形思维、

充分理解城市的相互依赖性、加速同城化、破除对城市的实体化理解而重视关系性的理解，同时

重视城市际空间生产的规划性和规范性。这种城市际性的概念，也要求城市空间活动的主体在城

市发展中不仅仅重视城市的聚集和集中，也要重视疏离和分散。在城市际的边缘地带，不仅仅看

到其边缘性，而且也注意到其可能形成新的中心、新的都市，这实际上也在重构都市性。从城市

际性出发，从城市关系出发，都市性已经在新的理解中发生了转移。城市际性与城市性、都市性

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的都市性条件下，乡村甚至城镇的意义有了新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必须在

城市性、都市性、城市际性中，理解乡村，理解乡村特性。

第二，城市际性带来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为城市际空间的认识和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城

市际性新概念让郊区发展、乡村变化、城镇化等空间活动获得了新的意义。

从单一中心理解城市，可以看到，城市空间的扩展，无论是蔓延还是收缩，往往受到中心城

市的一定影响，往往是从这个单一的中心来界定郊区、郊区城镇化的空间发展。但是如果由城市

际性思考空间的形成和发展，那么这个空间就比较特殊了。比如，郊区可能是两个甚至多个城市

的郊区。我们更需要以城市际性为背景理解郊区，理解城市际空间活动。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尤

其在与城市际有密切联系的城市发展中，城市蔓延形成的城市有很大的郊区，有些地方甚至可称

之为郊区化。从城市际性看，这不是一个中心的蔓延，而是多个中心的延伸交织形成的。郊区作

为乡村受到的影响就更复杂了。在多个城市的影响下，产业形成、人员流动、资金流动、市场形

成等就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这就导致城市际空间可能分享了两个或者更多的都市空间，

而且是不同城市争夺和竞争的空间，是不同城市的空间或延伸，而不仅仅是都市边缘的扩展效应

和空间重组。这些城市际空间的活动和秩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能用原来的单一中心的

郊区来界定。新的空间拓展、新的竞争和合作可能出现。

第三，城市际性概念突出了城市的地方性。在关系中理解城市，需要对关系的节点给予重视，

因为关系是不同主体、自我、对象之间的关系。城市之间必须有一个单一的节点基础。城市发展

受到周围城市影响，彼此密不可分，这是都市圈、同城化的重要表达方式。但是，没有个性化的

城市，没有相互区别的城市基础，何来城市之间的密切关联？所以我们必须能够辨认城市际性中

的城市或者比城市更加发达或复杂的都市。

尤其是在文化上、认同上、身份形成上，城市际性概念让我们思考，城市也应该是一个地方

概念。现在的现代性城市缺乏地方概念，似乎全国、全球各地都一样或力图一样，几乎无地方特

色可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际性”的概念似乎与“跨地方性”这个概念有着某种联系。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寻求与全球倾向相区别的地方、寻求地方性，也成为后现代思维方

式的重要方面。寻求城市性的一般特性是适当的要求，资本也在制造城市发展中容易获得利润的

发展模式，导致城市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同时，这种一般性是差异性、交叉性基础上的共性。

以我们自己所居住城市为基础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确定，在现代社会更加困难。城市际性需要我

们确认地方、确认在多个城市交叉中的不同城市。



城　　市   二 O 二 O 年  第五期

105May.   2020

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际性概念往往也面临同质化严重的挑战。在城市联系中、在城市彼此

区别中思考城市的共性，寻求全球化中的地方性，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已经进入

城市的现状来说，需要从城市彼此关系尤其是彼此区别的关系中理解城市性、城市特殊性和城市

地方性。这涉及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问题。

城市际性概念可能面临的问题

城市际性概念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城镇化进行概括和提炼，对城市发展

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新的思路或者办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一定角度看，其概念的提出、

论证依然存在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城市际性概念对中国城镇化经验和现状的概括问题。

这里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如何理解中国目前出现的都市一体化、都市圈现象。其二，这个

概念在论证过程中使用了很多诸如芒福德、雅各布斯、列斐伏尔等的一些观点。问题是，这些人

所说的城市，是否和我们中国的城市是一致的？

武廷海教授等在 2014 年《共享空间》一书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的特点可以

概括为新建城市多、发展速度快，现阶段我们需要走向空间共享，避免资本的隔离、排斥等造成

的问题。笔者在 2016 年出版的《论都市社会》中，提出从都市社会来分析当代城市和乡村的发展，

强调城市和乡村彼此之间的关联视角对于城乡发展的重要性。其实，从一定角度看，城市际性概

念提出的背景是，我们需要一个概念来说明城市发展新动向。城市际性概念确实有这个意义和价

值。无论是空间共享还是都市社会，与城市际性概念都有相通之处。问题是，对中国城镇化经验

和现状的概括不尽相同，也就是对城镇化现实是什么彼此理解不同。

邹诗鹏教授提出城市际性概念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可能涉及城镇化的多个方面，比如从城

市关系到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但是作者所指的实践基础主要是都市一体化和都市圈。其实在空间

活动中，一体化往往指的是城乡、区域、诸多城市的协调和协同发展，主要从目标统一性的角度

来考察，并没有从疏离、分散、相异甚至对抗的角度分析。都市圈一体化的用法比较多，但是很

少有都市一体化的用法。用城市际性去概括和描绘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这种现象可能有一定难度。

概念所指代的对象本身就是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而不是单一的。

进一步来说，都市圈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消灭城市际性。因为，都市圈发展往往在城际交通发

达的情况下，造成同城化的倾向 ；以城市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城市际性概念，可能无法概括这种

情况。尤其是我们平常使用比较多的城际交通、城际关系，实际上更多指向去城际、跨城市的意思，

就是说，这种城际的实质意义不是维持和发展城市之间的关系，而恰可能是让城市同城化，不同

城市在各个方面趋于消失，而不是更加突出城市之间的关系。

第二，城市际性概念的使用范围问题。

城市际主要指向一体化、都市圈内的城市关系。这种城市关系以相邻的城市关系为基础。其

实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城市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包含地理上邻近城市的关系，更多还包括非邻近城

市的关系问题。随着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等空间活动的展开，随着城市群、圈、带、簇发展的突出，

包括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非邻近或者非相邻城市的关

系变得重要了。那种迈向同城化的城际关系，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可能失去了城际或者城市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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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这是因为，城市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空间生产的重大影响。也可以说，地理上的距离和

社会安排的距离，因为交通的特别安排，有了差别。比如，从北京到上海所要花费的时间，与北

京到京沪高铁中点上一个小的城市所花费的时间，可能差别不大，或者差别与距离远近不成比例。

这是说，地理上的相邻关系，在社会安排下，已经逐渐变得不重要了。随着未来技术发展尤其是

交通运输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地理空间相邻关系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会进一步减少。空间压缩是否

存在，压缩的程度是否一样，这些往往是社会安排的结果，在哈维看来和资本有关，在很多情况下，

是技术发展利用程度和国家权力制度安排的结果。这种情况会改变城市际性的实际指代，会改变

以传统的相邻城市为主导的都市一体化和都市圈的含义或意义。

对城市际性概念所指向的范围可能需要更扩展性的理解。都市一体化和城市圈发展遭遇的问

题，往往关系到城市的平衡、均衡、协同或者协调发展，比如避免交通拥堵、生产生活空间拥挤，

避免严重环境污染，避免生产和生活中的空间制约，提高效率，增加城市生活的舒适度，让市民

出行的通达性上升等。这是城市际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但是这种要求的提出，是有一定范围的，

从现实发展看，城际概念主要是指向邻近城市关系 ；如果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国际范围内，城

市际性的概念可以适当扩展，就是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建设、全球化交往、空间分工、梯

度分工方面适当考虑城市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发达城市，影响、带动其他

区域城市或者周边城市。甚至以城市际思维，思考如何积极主动做好世界范围的经济分工的承接。

这种问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

虑以城市为核心，以区域为基础，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空间。这个时候的城

市际性应该具有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尤其是全球城市的出现，会形成一种新的城市际关系。比如在一定条件下，从北京出发到

东京，可能比到中国国内一些城市要快捷和方便得多。因为时空压缩的存在基础和社会安排、

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有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的。中

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停，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会停，中国的世界城市和其他世界城市、全球

城市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因此，一般而言，城市际性概念可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适

用范围。

第三，城市际性思维的现实效用可能具有两面性。

我们强调城市际性，强调城市互动和关联，重视城市交汇和聚集。但是从现实发展来看，比

如一些区域的一体化、同城化，对于这个都市圈、一体化城市区域来说，未必都能带来积极的发

展。因为资本和市场主导的当代城市发展，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差距。如果说“城市际性”概念的

确是现实社会的反映，那么由于社会现实的区别和差异很大，这个概念在现实效果上可能是双刃

剑。优势资源可能更加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城市，这是符合资本的本性的 ；对于相对条件不好的城

市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竞争增加，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某些城市的消失。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双刃剑的效果，就是以城市际性为基础的政策和活动有不确定性。城市际

性概念的实际效果，可能会导致一些城市吞并另一些城市，可能会“摧毁”一些城市。城市关系

密切，经济、文化等条件相对不利的城市会因为“城市际性”扩展而导致相对优势的进一步减少

甚至丧失。比如城乡发展中的城市辐射效应固然存在，但是也存在城市对乡村的优势资源的虹吸

现象，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如果在城市际思维下，地理上邻近的城市关系更加密切，可能会造成

新的虹吸现象，进一步造成差别的增大，导致优势资源的不当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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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际性概念对我们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可能面临一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一个很重要的动向，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超越现有城市哲学研究困境的思路。城市际性概念给

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可以超越现有城市研究的一些不合适的思维定式，走向更合理的视野。

这应该就是建设性后现代思路下的有机城市研究思路。简单说来，在城市哲学中，不仅仅需要考

虑城际而且也需要考虑人际、城人之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到城际、人际、城人之际的

有机而辩证的关系，以有机城市的思路来解决都市一体化、都市圈等问题。

第一，后现代的有机城市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例如，苏贾在后现代视野的城市研究和

城市哲学研究中就有较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从 1989 年的《后现代地理学 ：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

重述》，到 2014 年的《我的洛杉矶 ：从都市重组到区域城市化》，他提出了对空间的重视、对新

的城市化尤其是超越福特主义方式的城市化的重视。①苏贾特别强调了城市重组和区域城市化，

这个研究对象非常接近都市圈、都市一体化概念所指代的情况。这本书被誉为后现代的、以洛杉

矶城市研究为基础的洛杉矶学派的代表著作。其实，当代后现代城市发展的模式已经展开，比如

区域城市化，这与都市圈发展、都市一体化都有很密切的关联。苏贾是后现代城市与区域研究的

重要代表人物。当然，后现代性在苏贾看来主要不是那种解构性的现代性，而是一种具有积极意

义的现代性，是避免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理解为一种重视解构的

思潮，包括哈维也是如此。而建设性后现代性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大卫 · 格里芬的论述最为

明确。他在《后现代精神》一书中，认为后现代精神明确提倡关系性思维，提倡有机主义，提倡

重视历史和传统，重视生态问题。后现代视野的最大意义就是，不同话语应该在当代城市哲学研

究中基本平等相处，而不是排斥一定的话语，比如中国城市的特色应该受到重视。中国城市本身

很难达到西方现代城市的标准或要求，更何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西方的发展差别很大。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最近有一本书《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两个观点非常值得重视 ：

其一，作者提出了中国传统、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三种知识体系的一个共性，那就是认同有机

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从话语方式看，这是一个比较成功地打通或者部分打通中国传统、西方现代、

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想研究的案例。这说明在话语类型、思维方式上，不同城市研究基本能够共存。

其二，有机思想在当代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求我们形成一种新的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文明，即生态文

明。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当代社会建设中提出了生态文明。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头。

第二，我们需要重视中国和西方城市研究中的话语差异，解决中国和西方城市研究中城市的

共性问题。这是建设性后现代城市研究中一个容忍城市差异性的基础问题。

在如何看待中国城市这个问题上，苏贾和哈维并不认可当代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的重大差别，

也没有明确看到中国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对于城市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城市发展的主要支持系统是资本和市场系统。哈维和苏贾更多看到了这种系统和西方有很多

共性，但这里其实也有很多个性和差异性。

有些研究则主要强调了中西城市的差异性。比如从韦伯到当代德国学者哈森普鲁格，都认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城市，也可以说这些城市之间没有可比性。韦伯在《非正当性的支配 ：城

市类型学》一书中，提出西方的城市主要是和自治、市场等因素联系更加紧密，东方国家的城市，

包括亚洲、中国的传统城市，不具有这种特征。哈森普鲁格的近作《中国城市密码》认为，中国

① 福特主义，就

是强调固定、统

一、标准化的思

维方式，而后现

代的方式与此相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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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都是城市化的村落，或者是按照城市生活的需求进行重塑的类村庄社区。笔者认为，中国

的城市可能不符合西方的定义，但也是城市，是人、财、物、信息等高度密集的区域或者聚落。

如何恰如其分地对中国城市作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尤其是社会哲学意义上的概括、作为社会

理论的概括，需要我们更加努力。

我们现在逐渐明白，都市在西方可能主要指的是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城市。但是中国城市

的主要特点可能是都市性，简单来说，中国城市主要是地区中心意义上的城市，并不是以市场、

自治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国家主导、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城市发展，往往是从国家统治或者治理

的角度出发的，往往是以国家、区域（省、地、县）中心的视角来进行城市建设。施坚雅的探讨

接近于这种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一书中，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市

场关系时，涉及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但是他认为中国城市不具有西方城市的市场主导的意义。

确实，他已经看到了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没有看到中心和城市甚至都市的密切关系，他认为，

这种中心的城市内在功能上被破坏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其实，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地区

中心就是城市或者都市。如何形成新的区别于西方的城市研究话语，并用来透视现实、澄清理论，

还需要我们的努力。

我们和西方城市有共性，所以才可以一起探讨当代城市的整体发展和影响。当然我们也承认

中国城市受到世界城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不同地方的城市。

第三，总体来说，有机城市强调城际、人际、城人之际的一种合理和协调的发展关系。城际

是城市和城市的关系，这里其实包含了人和人的关系即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和城市的关系即人

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城市这里至少表现为环境对城市人口的承载能力，人口超过环境承载力则

导致污染 ；人口缺少则导致经济发展不充分，效率低。关于人和人的关系，重要的是，在城市空

间活动中，必须重视财富、机会等要素的平等配置。在资本和市场主导的城市发展中，必须重视

弱势群体的状态。城际的发展和城市中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有关，也和人与人之间的制度设置有关。

解决城市关系问题，可能还是要落实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上来。城市际关系是否合理，

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主要以空间正义为尺度。就是说，社会制度的基本配置，需要符合人们

对正义的要求。

有机城市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当代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

明。在近代，城市化、工业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主要是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以标准化

和统一性等为主要特征的活动方式，包括城市化方式。后福特时代的后现代城市则重视流动性、

差异性、个体化的城市发展，更加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协调。这是一种新的城市主义所必然具有

的特征。近代城市文明是传统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今天，城市大规模、长时间发展之后，

我们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高度城市化、城镇化的社会即都市社会。由于人对自然的作用能力

提高，自然相对非常脆弱，所以重视人和城市的关系，重视人际、城际的合理安排，就显得非

常重要了。

总体来说，城市际性概念给我们很多启发，也让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按照从城市

际性到有机城市的思路，进一步解决我们遇到的城市问题，做好新的文化、文明和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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