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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作为城市“补充空间＂实践的探析
石克辉１，一，李煜茜２
（１．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２；２．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城市“补充空间”在利用城中村本身价值基础上，结合城市的发展方向补给城市的必要性空
间，使城市的这部分功能空间得以充分利用。就目前从城中村的改造实践来看，城中村作为城市“补
充空间”在居住、商业、文化三种类型上补充了城市的功能空间．通过对实例的探讨，提出适应城市
发展的、立足发挥城中村城市补充功能和城中村自身特色的、多元方向的城中村改造更新思路．
关键词：城中村；城市补充空间；实践探析；更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ＴＵ一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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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

样，其背后的思想基础其实是一种机械化思维模式，

的死与生》［１］一书中，对美国城市大规模的改造运
动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她

即认为通过一种新的、好的建筑形式和功能去替代
旧的、差的建筑形式和功能的这种手段解决城中村

在重新认识了美国传统城市中所蕴涵的丰富内涵之

存在的问题．

后，对城市的多样性、人们在城市中交往的需求及邻
里生活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反观目前我国的城中村不乏“推土机式”的改
造，与当年美国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如出一撤．这种大
规模“推土机式”的重建，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那

但事实并没这么简单，复杂的城市问题不可能
用单一的手段加以解决，这种方式也不可能解决城
中村存在的根本问题，反而会因为思考的不全面、解
决方法的简单化引发出更多的问题．
要想解决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城中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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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出发，从辩证的观点看不断地出现和存在必有其

提下，自发的形成了大芬油画村，将需要大空间创

合理性原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学者亚历山大提

作、展示的年轻艺术家聚集起来，补充了城市的文化

出：“有生命”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应当去探索城市与

空间等．
城中村可以作为城市的“补充空间”，在城市中

人类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而不是试图去清除这种
联系．

承担部分城市功能空间的功能，但在今天市场化的

本文作者试图从发挥城中村本身的特色和多元
性的角度出发，联系城市与人的关系及城中村与城

城中村更新过程中似乎被忽视了，正像前面提到的

市的内在联系，通过探析城中村的改造实践，思考城

在挖掘其本身“补充”性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因此，

中村的更新思路．

本文作者有意将发挥城中村本身的特色性和多元性
作为城市“补充空间”的更新思路提出来，以期为城

１城中村可以作为城市的“补充空间＂
城中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城市包围，在区域
，上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却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其土
地权属及户籍和行政管理体制等仍保留着农村模式

那样，人们更多的是采用“推土机式”的方式，而不是

中村的更新开拓思路，使城中村改造能合理、优化，
充实城市的功能空间．

２城中村的社会功能分析

的村落［２｜．其实，城中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

调查显示，城中村在整个城市中承担的城市社

是城市的一部分，与城市空间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高速发展下亟需

会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通常的研究多认为城中村主

的外来人口居住的问题．因为这些城中村不仅吸纳

发现，因城中村而受益的群体比我们习惯性意识到
的要广泛得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已经形成了像

了大量的城市化的后来者，还成为他们进入城市后

要为外来农民工解决了居住问题，但经过调查研究

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落脚点．
就中国目前的大城市来说，以北京为例，人口密

居住空间、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种社会功能的空

度与建筑密度都远远超出了一个城市的负荷，在如

发展模式是可以具有多元性的．

此紧张的城市空间里，已经很难再找出一个合适的

２．１居住空间的补充

地方容纳源源不断涌人北京城的外来人员，特别是

２．１．１“补充”的潜力

间形式，并有了一些实践，也从侧面佐证了城中村的

１）流动人口居住的自发性．居住在城中村是目

低收入务工者，来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然而，在城
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客观上承担了这一部分特殊的

前我国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居住模式中的一种普遍

城市功能．例如曾经名噪一时的“蚁族聚居地”北京

形式，以北京等大中城市最为明显．据网易新闻消

唐家岭、“大型仓库”北京黑庄户等，尽管它们在居住
质量和居住环境等很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与争议，

息，目前北京城中村中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最高
达到４５：１．这种流动人口住房自发的选择性源于城

但这些事实从侧面也显示了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

中村的许多自身特性，首先，城中村被称为“低成本

“补充”了城市难以负荷的城市居住空间功能，形成
了城市在居住上“补充空间”的雏形，正是这种“补

的生活区”，所以城中村受到人们的青睐；其次，许多
城中村位于新兴产业园区的周边，住在邻近的城中

充”性，成为城中村本身能在城市中得以存在的合理

村方便快捷；再加上，一般城中村的房子属于易分、

性原因．

易合面积不大的一家一户的居住模式，适合外来的
小家庭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单人居住．这些原因都

这里的“补充空间”并非新空间，而是指在城市

的发展过程中，城市所需的必要性功能空间．“补充”

促成了人们自发的住进了城中村．
２）城市化生活的低成本性．在城市社会体系中，

即是补给以充分的意思，就是在利用城中村本身价
值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的发展方向，加以利用城中村

外来的流动人口是典型的边缘性社会人群，他们本

的空间，使其补给城市的必要性空间，使城市的这部

身的经济实力有限，城中村作为“低成本的生活区”，

分功能空间得以充分利用．当然，城中村对城市空间

一切生活开支与城市中比要低得多，这表现在衣食

的“补充”不仅仅体现在居住空间上，还有别的类型：
如武汉的汉口、汉阳一带，由于与城市外部具有便捷

住行的每个方面．就住房来说，据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农

的交通联系、商业信息畅通、经营成本低等原因，形

１

成了以服装加工为主的小产业集聚模式，补充了城

元，这样的收入在没有制度性住房支持的情况下，暂
住、流动是其必然选择．城中村的租金每月４００元左

市的商业空间；深圳的大芬村在文化市场缺乏的前

民工现状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在１

２００～

３００元，而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１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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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在市区相同面积下的租金要２ ０００元，因此，

唐家岭，房子的数量不足，村民便在村里新建扩建房

“城中村”廉租房自然成为其首选．

子，私搭乱建，违规建筑甚至是合法建筑的５倍；楼

２．１．２以“蚁族聚居地”北京唐家岭为例

房之间的过道过于狭窄，火灾隐患突出；一间几平方

１）原始情况．

米的房子更是容纳了多人（见图３），造成了严重的

①唐家岭位于北京市西北五环外（见图１），随

安全隐患．

着２０００年中国软件管理学院在其村西落成，在校学

生开始租住唐家岭农民的自建房．之后，临近的上地

②交通问题：上班高峰期时，公共交通拥挤不堪
（见图４）．

软件园的成熟及联想、百度、华为、西门子、方正等大
型企业的入驻，使越来越多新人职的大学毕业生来

到唐家岭（见图２），渐渐的唐家岭成为越来越多的
白领和学生的租住地，据调查，唐家岭本地人口不到
３

０００，而外来人口超过５万【３｜．

图３改造前拥挤的居住情况
Ｆ嘻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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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唐家岭村在北京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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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上班高峰拥挤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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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更新思路．

①本着延续唐家岭地区已经形成的居住空间补
图２唐家岭村的周边情况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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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于众多的年轻人来说，唐家岭最大的吸引
力在于它的“生活成本的低廉”．２０１０年前后，每月
以３５０～７００元的价格便可以租下一个２０ ｍ２带厨
房、卫生间的单间，如果与人合租，平均每人每月只

需付１００多元；唐家岭还有自己的市场，果蔬价格是
市区的一半，在村里的饺子馆１０元钱就能买两大盘

饺子；同时交通便利，距离中关村、上地等就业地点
只有一路之隔，大大节约了出行成本和时间．
２）存在的问题．
①房源不足：正因为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

充的功能和居住人群等自身的现状，在改造之初，便
将其改造方向确定为满足该地区的低收入白领的居
住需求，补充城市的居住空问，改造的核心是建设不

同于之前公租房的新式廉租公寓．
②针对原来房源不足的问题，唐家岭的改造有
两种方式：在原住居民的安置房中开辟廉租区域；在

拆迁腾退的产业用地原址兴建廉租公寓．这样房子
的数量增多，当地居民不能再扩建，消除了安全隐
患，也缓解了住房的不足问题．
③针对交通拥挤的问题，改造后除恢复原４４７
路和６４２路公交车外，还新增了土井东站，唐家岭新
城站等站点，方便居民出行．

第３９卷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８６

图５和图６为唐家岭地区改造前后的鸟瞰图．

地缘、业缘，当地的居民自发的聚集起来做生意，形

唐家岭村作为城市“补充”居住空间的新式廉租住房

成了一些小规模的商业空间，如北京高碑店自发形

更新思路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无疑为其他与唐家

成的古家具街．

岭具备相同或相似居住背景的城中村的更新提供一
个可行的新思路．

２）适于发展商业的外部环境．①优越的地理位
置：许多城中村位于经济商圈内，有利于商业运作；
②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些城中村往往与城市之间有
直接的交通干道，方便进原料和运输产品，可以大大
的节省交通成本；③低廉的经营成本：城中村由于
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地价便宜，可以租赁到价格低
廉的厂房，再加上附近的原有居民或外来打工者就
地解决工作问题，他们属于廉价劳动力，所需支付的
工资普遍偏低，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

２．２．２以“古家具商业街”北京高碑店为例
１）原始情况．①商业白发性：北京高碑店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四惠桥东，是一个千年的古村

落，元代时是漕运码头，以粮食商品为主的集散地，
商业文化底蕴深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一些经营古
家具的商户自发的迁移到高碑店村，经过十几年的
发展，到改造前，这里的古家具店由最初的一两家，

Ｆｉｇ．５（１）】１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Ｉ、ａｎ幻ｉａＩ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９

发展壮大，成为北京有名的古家具产业村．②适于
发展商业的外部环境：首先，高碑店村位于北京四环

ｂｅｋ）ｒｅ ｌ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ｍｌａＩ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和五环之间的城市绿隔带，紧邻ＣＢＤ商务圈，地理

图５

２００９年规划改造前的唐家岭地区

位置优越；其次，高碑店东临五环路，西到四环路，北
面是京通快速路和地铁８号线，运输便利，可以节约
交通成本，具备发展商业的潜力（见图７）；此外，由

于偏离城市中心，房租便宜，当地的劳动力工资低，
降低了经营的成本．

图６

２０１４年规划改造后的唐家岭地区

Ｆ酶６

Ｃ０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１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喇ｉ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ｍａｔｉｏｎ

图７高碑店村的周边情况

ｉｎ

ｐｌａＩｌｎｉｎｇ

２．２商业空间的补充
２．２．１“补充”的潜力

１）商业的自发性．①历史沿革：许多城中村自
古就是商业重镇，如武汉的汉口镇在明末清初时就
是四大名镇之首，素有“货到汉口活”之说，早已形成
了商业中心Ｈ１；②自身发展：有些城中村借助自身

Ｆ嘻７

ＳｕｒｒＤｕｎｄ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璐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ａｏｂｅｉｄｉａｌ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存在的问题．①用地面积相对较小：高碑店
村的总用地为２３７ ｈｍ２，绿化带占去了１０２．５ ｈｍ２，

城市铁路占去了６０．１ ｈｍ２，高压线占去了６．５ ｈｍ２，
城市污水管线占去了０．８５ ｈｍ２，再加上道路等其他

市政公共用地占去３７．５５ ｈｍ２，使得村内可建设用
地仅剩２９．５ ｈｍ２．②原本的古家具街店面不集中，

竺！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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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规，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不利于系统的推广
和发展．尽管高碑店很早就开始发展古家具的经营
模式，但区域中上有高压线，下有铁路、管线横穿，将
村庄分割的七零八落，对整个村子的规划和发展形
成了极大的障碍ｂ Ｊ．
３）更新思路．自２００２年起，北京高碑店本着发
挥其古家具的商业优势特色，借助千年古村的文化
背景，引进与古家具相关的业态，确立了发展古典家
具商业一条街的城中村更新模式，即补充了城市的
商业空间．

①针对用地问题，结合村落的发展需求，有机
的调整绿化隔离带的总体规划，借助紧邻ＣＢＤ的优
势发展服务业和生态旅游产业，利用高压线，管线的
区域设置绿化、停车场等辅助空间．
②将原本的古家具街统一规划、整改，形成了
现在全长１

８００

２０１４年规划改造后的高碑店

图９

Ｆｉｇ．９（、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ｏｂｅｉ（ｉｉ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ｍｌ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Ｊｌｎ｜１１９

ｍ的古典家具商业街，有特色、有文

化、有品味、有内涵，给高碑店村经济带来活力，已成
为北京高碑店村的支柱产业．每年一届的古典家具
文化节已成为了该区域的商业文化品牌，给老百姓
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许许多多的古典家具老字号品
牌商家落户高碑店，他们的人驻推动了高碑店古典
家具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高碑店古典家具已远销国
外．

图８～图１１为高碑店改造前后的鸟瞰图和街
景．高碑店村在更新改造过程中，适宜的整合了本村

图１０高碑店新村鸟瞰图
Ｆｉｇ．１０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ｊａｏｂｅｉｄ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的优势产业，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商业空间，同时
带动了整个村子的发展．高碑店村的这种为城市“补
充”商业空间的商业街更新思路将为其他与高碑店
具备相同或相似商业情况的城中村的改造提供一个

适宜的思路．

图１ １
Ｆｉｇ．１ １

高碑店特色古家具商业街
Ｆ白ｔｕｒｅｓ

ａｎｔｉｑｕｅ ｆｕｍｉ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ｏｆ Ｇａｏｂｅｉｄｉａｎ

２．３文化空间的补充
２．３．１“补充”的潜力

１）城中村文化的延续性．许多城中村从历史上
就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例如北京的四合
图８。２∞８年规划改造前的高碑店
Ｆｉｇ．８

Ｇ。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ｏｂｅｉｄｉａｎ ｉｎ

２００８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ｍｌ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Ｊｌｎｉｎｇ

院文化、河北冉庄的地道战遗址等等，这类城中村在
改造时应将其特色文化加以延续和发展．
２）文化空间的需求性．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我

竺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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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文化产业兴起，但由于建国后城市中致力于工

３）更新思路．本着利用何各庄位置的优势和延

业的发展，使得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城市中

续其自身的四合院文化特色，何各庄采用了“土地＋

的文化空间严重不足．②文化产业具有集聚的现

艺术”的更新思路，满足该地区的文化空间需求，补

象：第一，只有集聚起来才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充城市的文化空间．①开发“四合院”村舍文化，村

如７９８创意产业园区；第二，艺术家们聚集起来，共
同学习，同时，达到寻求身份认同的目的，如原来的

子里清一色的四合院式建筑风格，打造以规模化四

圆明园艺术家村；第三，文化产业具有业缘的影响，

区位优势，打造何各庄一号地国际艺术区和具有浓

如中央美术学院周边就有很多文化产业聚居区．

郁的老北京文化特色内涵的都市会客厅及高端商务

３）适于发展文化空间的外部环境．随着文化产
业的发展，城市中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多，围绕其周边

合院建筑群落为特色的北京传统民居文化．②利用

会所，形成了一个“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
民、中外文化和谐相处”的生态艺术村落№ｊ．

分布有很多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或位于艺术大学周

图１３～图１６为改造前后的何各庄．这样的更

边（如中央美院），或位于文化产业园区周边（如７９８

新思路不但能够保护中国民间历史文化和原汁原味

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地理优势和文化氛围，可以

的民俗建筑，还可以实现村民私人产权资本的收益

依托文化资源发展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化空间．

最大化．更新后的村庄还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开发以

２．３．２以“历史脉络延续”北京何各庄为例
１）原始情况．①何各庄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
北城乡结合部，地处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及北京市
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建设区域，同时，它是京郊少有的

自然肌理保留完好的原生态自然村落，村子里的住
宅都是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形式，具有极大的文化价
值．②当越来越多的北京传统四合院被拆除，能代表
北京四合院文化的传统村落已越来越少，但随着近
年来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怀念曾经
的四合院，想体验曾经的民俗文化．③何各庄与７９８
艺术产业园区隔路相望，是７９８创意产业链的一部
分．依托周边的中央美院、香格里拉艺术区等文化资
源，有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可能（见图１２）．

图１３
Ｆｉｇ．１ ３

２００６年规划改造前的何各庄
（、）ｎｄｉｔｉ（）ｎ（）ｆ ｆ ｌｅｇ（≯ｈａＬｌｌｌｇ ｉ１１

２０（）６ ｂｅ＾）ｒｅ

１

ｈｅ ｔｎｌｆｌｓｆ（）ｍｌａｔｉ（）ｎ ｐｌａｎｎｉｌｌｇ

图１２何各庄村的周边市场
Ｆｉｇ．１２

Ｓ１ｌｒｒｏｌｌｎｄｉｎｇ ｃｉｒｃⅢｎｓｔａｎｃ咚ｏｆ Ｈｅｇ屹ｈｕａＪｌ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存在的问题．①作为承载北京四合院文化的
何各庄房屋建筑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因为年久失修，
破坏已经相当严重，难以直接利用．②要利用区位
优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广四合院文化的同

图１４

时，还需要其他的文化空间，像展示空间、休闲娱乐
空间等等，而在何各庄这些空间是缺乏的．

Ｆｉｇ．１４

２０１４年规划改造后的何各庄
Ｃ（）ｎｄｉｔｉ（）ｎ ｏｆ Ｈｅｇｆｚ｝１ａｕｌｌｇ ｉ１１

２０ Ｉ ４ ａｆＩｃｒｔｌｌｅ ｔｒａｒｌｓｆＯｍｌａｔｉ（）１１ ｐｌａｆｌｎｊ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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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瓦片经济、强制拆迁、重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时宜的城市改建办法就是选择一种最优化的更新思

路，这样才能够实现多方共赢的城市发展格局．
城中村是可以作为城市空间的“补充空间”，城
市的发展与更新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适性模式可以

照搬的，因此，城中村的更新应本着发挥城中村的城
市补充功能和城中村自身特色和多元性的原则，因
地制宜的进行．
城中村并不是城市的补丁，它也可以对城市起

到积极的作用．在更新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许多问
题，需要在城中村今后的发展中，弥补不足，在城市
化进程中创造最优化的城市“补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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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改造后的何各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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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统民居和生态农村相结合的旅游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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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社区就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这种补充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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