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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笔者结合中国快速推进的都市一体化进程，在《探索与争鸣》杂志撰文提出“城市

际性”（interurbanity）概念。①文章刊出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共同召

开过一次小型研讨会，与会学者均作出了很好的评论②。其中强乃社、陈友华、叶超还专门撰

写了评论文章。本文针对这三篇文章，并结合研讨会上其他学者的一些意见，作一个概要性的

回应，也希望相关论题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

城市际性实为“都市际性”

叶超教授指出，目前国外已有学者零星地提及并论述“城市际性”。这些研究所讲的是否是

笔者所谓城市际性，尚可存疑。本文所讲的城市际性，直接针对大都市的聚集及内聚性特征，且

为都市间的关系，因而实为都市际性（以下讨论中必要处直接表述为都市际性）。两个或更多都市

之间日益呈现出紧密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却受限于内聚化的都市化以及都市间渐趋区隔化的关系，

“城市际性”概念的效应与限度
——关于“城市际性”概念讨论的回应

邹诗鹏

【内容摘要】　笔者提出的“城市际性”概念，实为“都市际性”，且有着中国都市圈及都市一体化的

语境。人口密度、都市圈的发展程度、都市化的集聚及溢出效应，以及便捷的交流交通、

同城化生活方式，是都市际性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城市际性是社会理论性质的概念，

其具有描述与规范（及反思与批判）的双重意义，从描述到规范的提升，有望开放和拓展

城市际性概念的实践效应。城市际性有着值得阐释的生存论及精神文化价值，其包含着

一种疏解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意味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重新集聚此

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由此重建都市价值观与都市个性。

【关  键  词】　城市际性　都市际性　规范　生存论　生活方式

【作　　者】　邹诗鹏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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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都市际性关系凸显出来。但西方的都市研究一直局限于并强化了都市自身的聚集及内聚特征，

即使是在讨论都市群时也是如此。吉登斯曾创造性地提出过“大都市”或“巨型都市”（Megalopolis）

或“众城之城”（city of cities），并认为其“最先出现在美国东北部海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之

间长约 450 公里的城市带”①。城市带不同于欧洲的大都市附加卫星城的模式。在吉登斯那里，

城市带的核心还是都市化，且较城市圈与城市群更低一级。决定从城市带向都市际性转变的因素

主要还是综合发展程度、人口密度以及交往程度。美国东北部都市带的人口密度较大（该城市带

人口约 4000 万，人口密度 700 人 / 平方公里），虽然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但区域内交往还是受到

交通便捷程度的限制。彼德 · 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中曾分析过 20 世纪 90 年代高速列车（200

公里 / 小时）及日本新干线等技术条件下的“新城崛起”现象，但在他那里，新城与老城间的关

系并不具备都市间关系的性质，他也没有提到都市间关系。霍尔特别分析了巴黎“外郊区”与距

巴黎 15 英里的若干新镇间的所谓“郊区区域间”联系不便的情形。②但这依然是围绕着大都市的

诸卫星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边缘城市”与另一个“边缘城市”之间的交流不畅，显然不构成

都市际关系。至于一个现实的跨民族国家的巴黎大都市圈（涵盖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

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都市），虽然有着诱人的都市圈格局，不过，因其不同的民族国家归属、

欧盟的现状以及交流便捷程度，也还不足以进行典型的城市际性分析。

笔者强调都市际性概念的中国都市化与都市一体化实践基础。对今日中国而言，从都市化

到都市一体化，正是从都市性到都市际性的拓展过程。中国的都市一体化态势，已经不同于西

方的都市化。中国都市圈的人口聚集及密度，是形成都市际性的一个条件。特别是中国三个最

大的都市一体化区域，其人口密度比吉登斯所描述的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都市圈要高，长

三角以及珠三角，人口密度均接近或超过 1000 人 / 平方公里，更不用说京津冀地区高度同城化

的京津唐一带。甚至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其时空压缩及城市际关系，也具有了都市

际性意义。

人口密度是都市际性的重要条件，但绝非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墨西哥的

不少地域，人口密度很大，却未必形成都市际性（甚至连都市化也成问题）。在较大的人口密度及

较强流动性的基础上，都市化以及都市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及综合实力，合并构成都市际性的支撑

性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已经积累了较为充分的都市化及都市一体化的发展成果与较

强的综合实力。除人口密度与综合发展水平外，便捷高效的高铁所构成的 1 小时都市圈及其交往

模式，更加凸显出都市际性。在这种情况下，都市际性及同城化，向城市区划以及都市的过度内

聚化趋势提出了问题，而都市的国家归属以及溢出效应，也要求为都市际性的发展及同城化生活

的真正实现创造条件。在都市圈的格局下，同城化实际上是在两个或更多的都市之间发生的，理

解和运用都市际性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从城市际性入手，有利于解决城市区隔给事实上的同城化

带来的诸多问题。

不少评论指出，应将乡镇发展引入城市际性中。但笔者还是要强调城市际性所确定的乡镇发

展论域。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广大内陆腹地托起了具有高度全球性特征的都市际性，而都市际

性也必然要求承担起对于内陆空间的拓展与反哺效应。城镇化或乡村振兴主要存在于都市际性及

其延伸开来的国家内陆空间之中，而都市际性空间则不同于内陆空间的城镇化或乡村振兴模式。

当然，巨大的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目标，也向都市际性提出了要求，都市际空间不能无限制地向整

个国家空间拓展，也不能寄希望于这一概念能够用来解释整个国家的城乡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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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都市际性本身是都市聚集效应的外溢，都市圈本身的吸纳及内聚效应，同样构成都市际

性的条件，诸都市主体在理解都市际性时，均需承诺其对于都市圈的依赖关系，而不是撇开这一

关系从而停留于都市间的竞争关系。基于已有都市间的竞争关系，可以很轻易地拒斥都市际性概

念。仅仅承诺都市的内聚功能，为之辩护从而拒斥都市际性概念，或许是对都市际性概念本身的

误解，在都市际性概念中，都市的内聚功能及溢出以及都市间关系的重新建构，是相互关联的两

个方面。

城市际性具有描述与规范双重效应

在《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一文中，我特别强调城市际性概念的描述性质。我是从事哲

学研究的，最初提出城市际性显然也受到了胡塞尔的主体际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概念的启发，但我并不希望赋予城市际性一种主体间性所具有的先验属性，也不认为城市际性

一定是一个哲学性质并赋予价值属性的概念。城市际性属于一种社会理论性质的想象。它是对

于（也是限于）目前中国都市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一种事实性的描述与刻画，其经验性

十分明显。但是很遗憾，目前即使在“描述”这一方面，也没有做得很充分。强乃社教授即指出，

提出城市际性概念，有必要在对城市圈、群、带、簇等城市发展的新形态的理解与分析上展开，

但目前的城市际性的描述范围，相对还局限于都市化及都市圈，对城市际空间的分析，也还仅

限于地理空间。

几位学者的评论给我很大启发。笔者现在认为，经验分析也应当进行拓展，并有可能使城

市际性成为一个一般性的城市理论概念。比如，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经验分析，就有可能对珠

三角、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中国相关区域的都市一体化展开比较分析，区分不同的城市际性业态，

获得更多的描述性，从而增强这一概念的分析与解释效度。同样受高铁时代空间压缩的影响，

若干虽超过 1 小时都市圈距离但联系十分紧密的两个或多个大都市之间，也存在着值得分析的

城市际性，最典型的是京沪之间的城市际性，这两座具有重要影响与关联的大都市之间，高铁

的“公交化”使得城市际性越来越突出。至于京穗、京深、京港以及沪港、沪深、沪穗之间，

以及国内其他诸多城市之间，也因为都市间的关联性以及相应的同城化趋势，同样值得展开城

市际性的分析。当然，同样有理由展开一种基于若干西方都市发展实践的都市际性分析。城市

际性也不必限于“都市”之间，不同类型的城市际性分析显然有益于使城市际性成为城市理论

的基本概念。

因此，城市际性不应该只限于描述性。正如汪行福与强乃社两位教授所指出的，城市际性还

应有规范、反思与批判功能。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城市际性的形成，存在着一个快速的都市化及

都市一体化发展进程。资本、人口、技术、空间以及各种资源的聚集，一方面助推了都市化，另

一方面也酿成了诸多难以化解的“都市病”。由此，城市际性提出了都市化及都市一体化的限度

问题。城市际性问题看上去是高度内聚的都市化的边缘与剩余问题，但也是都市化依其内聚化模

式必然遭遇的问题。正是在从都市化向都市一体化的转变过程中，城市际性才逐渐成为主要问题。

忽略城市际性的都市化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孤城”模式，而都市一体化如果不能处理好城市际

性问题，就依然还是诸都市的各行其是与各自为政。应当承认，都市化与都市一体化之间的一大

矛盾，就是城市际性问题。在都市发展中，要充分承认并利用市场逻辑，但不能完全迷信这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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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都市化到都市一体化的拓展，显然需要一种由民族国家主导的计划性参与引导。实际上，

都市只有在从属于国家进而从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框架下，才能发展出市场关系。

举例而言，构成城市际性的两个城市主体，其关系通常并不是对等的，其中势能相对较小的

一方，对于城市际性的承诺也会小一些，且对城市间的竞争关系有所警惕，这里的支配性因素，

实质上来自其所在城市主体在市场上的相对弱势，并因此造成整个城市间关系的不平衡状态。要

改变这一不平衡状态，就必然要引入国家及其计划所应有的计划性。事实上，对于两个都市而言，

其实际建构的城市际性，多是由于势能相对较强的都市依照国家计划而实现的转移与让渡而建构

起来的。不仅中国是这样，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政府在引导都市化以及城市际性的建

构过程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引入城市际性，也对都市圈本身的盲目扩张态势提出了一种批判。如果不考虑都市间的关系，

那么所谓“都市一体化”终究只是不同都市本身的扩展过程，而且是城市冲突逐渐加剧的过程。

仅仅立足于不同的城市聚集特征，恐怕不能真正理解城市际性。当然，郁喆隽基于城市际性的反思，

反过来重新思考都市聚集，并提出了“城市内性”概念，这又是特别富有挑战性的尝试。

都市化以及都市一体化对城市际性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高速都市化及都市一体化发展，

带来了城市际性的拓展，由此形成城市际性对都市化的依赖与依附。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封城”，实际上是城市际性的中断，并使城市际空间沦为野地，但那毕竟是极其特殊的情况。通常，

城市际性是都市化外溢效应的结果，也嵌入从都市化到都市一体化的转化过程，而城市际性则是

从都市化向都市一体化转变和提升过程中的积极成果。但都市化及都市一体化的问题尤其是危机，

会直接累及城市际性。人们可能习惯于在都市化及都市一体化的快速而有效的进程中把握城市际

性，城市际性也意味着分享和承接都市化及都市一体化的正态效应。但问题也有另一方面，即都

市化及都市一体化陷入停滞或危机状态时，正是城市际性充当悲壮而又无力的“接盘侠”，正如

高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总会在城市际空间留下不同形式的废弃物一样。

由此，城市际性敞开了一个都市化以及都市一体化发展样态及质量的问题。只有在其发展有

益于转移都市发展动能并持续地参与提升都市化发展质量的前提下，城市际性的发展业态才是肯

定性的。因此，简单对抗都市发展的城市际性发展样态，与仅仅利用城市间的竞争关系来实现的

城市际性发展，都是没有前景的。

城市际性的生存论意义

多位学者特别关注城市际性的精神文化内涵。对笔者而言，则是生存论层面的思考。笔者最

初考虑城市际性时，就是出于生存论的考量，而精神文化内涵乃是生存论的应有之义。但鉴于城

市研究中生存论的考量容易陷入乡村 / 都市、精神还乡 / 物化（或异化）的二元对立或悖反性思维，

从而将城市际性简单地置于都市性的另一端，笔者有意撇开了生存论的考量，而是着重从社会理

论方面定位城市际性。在通过城市际性概念重新理解都市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城市际性

的生存论意义。

生存论的实质，就在于对于质料或物性生活方式的超越，并表现为生命个体的精神超越性及

其个性化内涵。如果都市化特别表现为质料或物性生活方式的聚集（消费性乃是最直观的表达或

表现），那么城市际性应当体现为对都市压力与焦虑的舒缓与解放，由此，城市际性有可能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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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种有别于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有可能重新集聚此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

由此重建都市性，在一个更为开放且充实的空间中，重新确证都市认同。

都市生活的压力与焦虑，多由过度的都市聚集所致。相比于都市压缩空间，城际空间以及城

市际性意味着更为有效地释放都市压力与焦虑的生存方式。以都市生活的另一重焦虑来消耗和释

放都市压力与焦虑，已是常规模式。各种类型的都市体验模式，乃是通过各种物理性和身体性的

方式来消耗都市焦虑，尽管都市人已经习惯于这些方式，但本质说来，这些都不过是都市焦虑的

替代模式。实际上还存在着更为有效的通过空间转移来消耗和释放都市压力与焦虑的方式。旅游

通常是最流行的排解都市焦虑的方式，在这里，旅游意味着将身体从其习以为常却又是科层化的

都市时间的链条中解放出来，并将身体、大自然与自由时间重新聚合起来。旅游也是一种空间转

移模式，但通常意味着常规生活的中断。日常都市生活的压力与焦虑的最佳缓解方式，是工作外

生活的郊野化。有别于别墅化的高端郊野模式，应当更多地考虑建构计划性的城市际空间，从而

建构一种缓解都市压力与焦虑的城市际生活形式。 

城市际性本身就是对于已经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城市际”（Interurban）的一种性质定位，既

是对都市聚集的缓冲、解构、转移与重构，也是对都市化形成过程中消解了的地方性及其传统的

重新聚集及重构，因而也意味着并必然伴随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从很大程度上说，城市

际性生活，乃是高度都市化的补充形式。强乃社教授将其概括为城市际性的后现代色彩，或许是

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不过，城市际性与都市化是否构成一种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却又值得

怀疑。城市际性本身仍然属于现代性范畴，而且一旦将城市际性确定为后现代性，那么对于城市

际空间及其发展而言，则很可能带入某种不合理的评价因素。有机城市是一个特别好的概念，不

必一定套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城市际性相对于都市化的便捷性是需要得到肯定的。比如，在讨

论同城化生活方式时，陈友华教授敏锐地指出，同城化生活方式本身就令人疲惫和苦不堪言。但

笔者强调，要应用好城市际性，并且改变目前存在的城市际交通在城市管理、规划及交通制度设

计上的多种不合理的方面，比如是否可以不必忍受地铁停留几十站的折磨，而是利用或开发城际

快速交通，使得城际间交通成本变得更低。那样，也许居住在昆山、嘉善，工作在上海市区，用

1 个小时来市区内上班，就是一种可以想象的“美好生活”。

城市际性也意味着一种新的都市价值观。城市际性意味着对于已有的内聚性的都市化价值观

的开放性理解，在确证都市内聚性时，也要理解并认同都市内聚性的外溢效应，都市间的交互性

成为城市际价值的当然内涵。城市际性意味着对某种单一的物化的都市化价值观的反思、批判与

拒斥。时下，高度的内聚及加速主义效应，已然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全部价值，而都市化向都市

一体化拓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特别表现在这种内聚及加速主义效应正在成为都市一体化的当

然价值。而在城市际空间拓展、复制和推广都市的内聚及加速主义的结果，则是城市际空间令人

忧虑而又无奈的空城或“鬼城”。在这一意义上，城市际性的建构显然要致力于中止这一问题重

重的同质性的都市化拓展过程。尽管如此，城市际性本身又是多样和包容的，在那里，地方性、

全球性以及都市的外溢效应同时并存，假以时日，我们应当可以看到一个融生产、生态、消费、

旅游、技术开发、教育等业态为一体的城市际发展样态。这是一个既有益于发展都市外溢效应，

又能有效地沟通城市间关系的城市际性发展样态 ；是一个既体现国际化及全球化元素，又创造性

地保有地方性文脉及其传统的城市际性发展样态。

城市际性意味着地方性的重构，并因此使都市的传统因素再次有效地集聚起来。城市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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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都市对地方性的吸纳及重构，与强乃社教授强调的有机城市概念应该是不矛盾的。全球

化以及现代性意义上的都市集聚，往往是对地方性的抑制或抽离，全球化标志着一座都市的“洋

气”程度，地方性则标志着一座都市的“土气”程度，都市的全球性与地方性似乎是对立的，

越是强调都市化，就越是忽视地方性，当人们提到某某都市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时，其实也就

意味着其越来越稀薄的地方性。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各都市的“档次”，大体是依国际化程度

而区分开来的。上海是长三角都市圈的中心都市，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相应地，其地

方性也有理由最少，越是处于这一都市圈远端的都市，无论其人口数量乃至政治地位如何，其

国际化程度都比较低，尽管具有丰富的地方性资源，也不免在长三角都市圈中处于较低的地位。

在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冲突方面，上海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极端类型，尚需讨论。但如依照全球性

与地方性的非此即彼模式，那么长三角诸都市的地方性是否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

问题。比如，苏州、杭州这两座都市的国际化战略（通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杭州已宣称成为国际

化大都市，而苏州新近发展的目标，则明确地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显然不意味着抽掉其保留

得不错的地方性。事实上，上海作为全球性大都市，也越来越注重江南地方性及其文脉。现在

的关键在于，长三角诸都市应当基于、反思并开放各自的都市化经验，建构一种互通并共享的

地方性传统，即通过本来就具有的江南文化传统连接各都市，并在建构性的城市际性中体现各

自的精神文化属性，在这一意义上，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江南文化，比如大同小异的江南园林、

运河文化的支撑效应、吴越文化传统、明清以来不断拓展的实学文化传统等，就成为长三角城

市际性的丰富资源。

城市际性意味着都市个性的再造。一座都市注定会形成自身的精神文化。近年流行的一个观

点是，几乎所有的都市化都因现代性的积聚而趋同，因而便没有城市个性。但实际说来，几乎所

有的都市，又都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重塑其城市个性，且因其独特的个性而持续存在。由此看来，

尽管都市的个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都市内聚化的结果，但都市的个性与其内聚化并不是同一回事。

大都市因各种资源的集聚从而有可能生成都市的个性，但此个性仅表现为其强大的集聚性，资源

的集聚本身并非都市的个性，甚至那些公认因巨大的集聚功能而成就其大都市个性的都市，也并

不只是具有集聚的个性。上海被称为“魔都”，这一看上去十分鲜明的都市个性，正是表现于其

巨大的资本、市场、人才（口）等资源的集聚效应，但这本身可能遮蔽了这座都市在精神文化传

统上的个性。与此对应，苏州这座都市，看上去因地方性及其文化传统的个性而著称，但却具有

越来越显著的集聚功能，苏州常住人口 1200 万，GDP 为上海的一半左右，且人均 GDP 高于上海，

发展态势强劲，苏州与上海之间已经构成典型的都市际性。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讨论无论上海

还是苏州的都市个性时，都不能限于某一个维度，而是需要在一种交互性即主体间性的意义上进

行。实际上，当一座都市过强的内聚性因其个性特征而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时，其内聚功能就需

要向另一座关联的都市发生某种疏解及转移，而其精神文化传统的地方性特征也会苏醒或重塑。

与此同理，另一座似乎偏重于文脉及地方性的都市，在都市间关系发展过程中，不仅会保持和弘

扬文化传承及地方性，也会以此为基础并利用关联都市的资本及资源溢出效应，发展出强大的都

市聚集功能。由此，城市际性实现了对都市性的积极的改造与重塑，也保有并弘扬了不同都市的

个性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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