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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發展下西安都市策略的空間批判
A Spatial Critique on Xian’s Urban Strategy under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ty
洪醒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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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the ancient capital in China, there must be a lo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were the proud of the Xian.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tries to make use of such advantages, creating the
city as the famous historical capital around the world. Since 1949, it was quite important to preserve
such heritages when making the urban planning, but as we see nowadays, many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in Xian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se years. To realize how the history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is the basic issue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And how
will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fulfill their goal to rebuild Xian as the most famous historical city of the
world?
The keyword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this essay is “representation” , which would be the basement
of the critical analysis in Urban Culture Geography.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ga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of space”(such as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practice”(such as the constructions and
creations of the space), and to interpret the diversity of the modern city with the viewpoint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By such analysis, this essay tri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applied the culture capitals to match the goal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word,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lways declar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eritages, the economical increase
still plays the key role in the strategy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Urban Cultural Geography, Xian

摘

要

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僅僅是西安人的驕傲，政府當局更是將這樣的歷史深度視為重要的
文化資本。將西安塑造成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是政府一直以來希望能夠達成的理想與目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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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儘管每一次的都市發展總體規劃都將古城保護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
但環顧西安都市的空間現狀，古城仍然遭到極大地破壞。這種現象就是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出發點，
希望探究歷史文化在西安的都市空間發展策略中究竟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政府規劃單位要如
何使西安達到其宣稱世界文化歷史名城的理想目標?
本研究試圖以表徵/再現（representation）的概念作為新都市文化地理學中空間分析的切入觀
點，探討在西安都市空間營造過程中，空間的表徵（如都市規劃）與空間實踐（具體空間建設）
之間的落差，並以 Representation 的觀點理解與批判都市文化所展現出來的多元性。藉以回應本
文的問題意識，理解西安政府當局如何挪用地方的文化資本，以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儘
管政府不斷地宣稱歷史文化對於都市未來的重要性，同時都市規劃應該是價值中立與工具理性的
促使西安向歷史文化名城的腳步邁進，但發展主義的都市空間策略仍然不斷地在現實中被實踐著。
關鍵字：空間的表徵、活現的空間、都市文化地理學、西安

序

言

文化以旅遊與消費的形式所創造出來的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y）
，已經成為政府與資本
家對於地方經濟與都市空間再發展的重要想像（Zukin, 1995）
。希望文化以藝術、食物、服裝、音
樂、旅遊等等消費形式，或是以滿足這些消費的工業發展再現 (representation) 於當代的都市空間
之中。這樣的空間想像通常可以透過人文與藝術的言說（parole）加以包裝，提供一種發展正當
性的論述。中國許多古城、民居、建築群都積極的申報世界文化襲產1（World Cultural Heritage），
都是企圖藉由文化的包裝與認證，帶動地方經濟的成長。
令人好奇的是，若以文化的底蘊來看，西安深厚的歷史積累在中國甚至世界上都少有可與之
比肩的都市。但自從 1987 年秦始皇陵（臨潼兵馬俑）申報成為世界文化襲產之後，20 年來西安
地區並沒有在這個方面有任何的進展2。即使如此，西安市政府仍然明確的提出歷史文化是市政發
展上非常重要的一環 3。政府將西安的都市明確定位為“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國際性現代化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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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 1985 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來，共有 35 處文物古蹟和自然遺產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在世界各國中僅次於西班牙和義大利。而由於這些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地點對當地的
旅遊與觀光都帶來可觀的收入（例如平遙古城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後，旅遊收入從 18 萬元人民幣猛增
到 500 萬元；黃山列入世界遺產，旅遊收入由數百萬元猛增到 2 億元）
，因此導致中國目前排隊等待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就多達 100 多個。其中本文要探討的西安目前就有四個世界遺產預備清單
中的遺產，分別是漢長安城遺址、唐大明宮遺址、西安碑林與明西安城墻。2000 年，於澳洲凱恩斯
召開的第廿四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決議（這就是一般所稱的凱恩斯決議）
，決定除了尚無遺產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的締約國家以外，所有締約國不得提交一項以上的提名。這也造成中國對於申請世界
文化遺產的競爭更加激烈。
一些報紙中的評論是說西安由於保存問題與景觀的破壞導致西安舊城區三次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都未
能通過，但筆者訪問西安文物局時卻得到不同的答案。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說由於申報的檔十分繁
雜與開發商與政府的利益糾葛，導致西安市政府與陝西省政府並沒有提出申報，然而隨著開發越演
越烈，對於歷史古蹟原貌破壞越來越明顯，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難度也就越來越高了。
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2006-2010）規劃綱要，引自西安市人
民政府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xa.gov.cn/structure/zwgk/fzgh/jjwnjhxx?infid=119426&categoryid=
（2008 年 1 月 9 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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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進一步提出了建設人文西安的具體目標，要求“充分發揮我市的歷史文化資源優勢，豐
富發展現代文化”（西安日報，2007/3/12）。以發揚歷史文化為目標的理念，在都市的規劃與空
間營造中是如何的被實踐著，即為本研究問題意識的出發點。
本研究試圖以 Lefebvre 空間辯證的觀點來釐清在都市空間發展的脈絡中，歷史文化的資本是
如何的被想像、挪用與實踐著，試圖以辯證性的觀點作為現代都市地景的詮釋觀點。若以這樣的
觀點作為基礎，分析過程中重要的關鍵字就是”representation”。空間中的”representation”可能來自
於空間規劃師的想像，也可能具體呈現於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文的目的在分析政府當局，對於
將西安建設成為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現代化大都市的具體目標中，在空間的營造上究竟做了哪些
工作?進一步理解歷史文化在當代西安的都市規劃與具體實踐上，是否如政府當局所宣稱的那般重
要?為了達成這樣的研究目標，本研究以相關的都市規劃與都市空間發展現況為分析文本作出批
判。認為現代都市地景的空間並不能單從表象作出詮釋，需要以辯證的角度發掘出空間中更深層
的意涵。若以地理學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西安不僅僅是要成為歷史文化名城，更重要的是要澱
積成為一座生活都市（livable city）的基礎。
西安在第二次都市總體規劃（1980~2000）中就提及古城保護的重要性，在規劃中提出"保存、
保護、復原、改建與新建開發密切結合，把都市的各項建設與古城的傳統特色和自然特色密切結
合"的原則，但將西安建設成為”以輕工、機械工業為主，科研、文教、旅遊事業發達，經濟繁榮、
環境優美、文明整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都市”（西安市人民政府，1980）似乎仍然是都市發展的重
點。即使依然重視古城維護，但經濟繁榮的現代化都市，終究是政府當局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希
望能達成的目標。這種規劃理念可以從回顧中國都市發展策略的變遷歷程中，理解中國都市意義
翻轉的過程。
1949 年中共建國後的毛澤東時代，當時因為都市高度集結在沿海地區，透過軍事風險的考量
與減緩沿海與內陸都市發展失衡的現象。當時的都市發展模式是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下的設計，
都市主要扮演著生產的角色，在計畫經濟的指標下在都市間形成有機的鏈帶。此時都市意味著以
工業生產為導向的功能性角色（李政亮，2005）
。這樣的都市發展思考模式造就了當時許多都市空
間建設都以發展工業為第一優先。例如梁思成主張保留北京舊城另建新城的構想，在毛澤東主張
將消費都市變成生產都市的都市空間想像下，沒有辦法實行（王軍，2005：87）。
鄧小平時代則再定位了都市發展的策略，政府希望透過都市化的方式帶動經濟成長，經濟特
區就是顯著的例子（Cook & Murray，2001：149-150）
。儘管與毛澤東對於都市的定義與發展策略
不同，但實現現代化仍是政府發展的共同目標。經過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加大改革開放
的幅度，一方面透過改革開放重新形塑其政權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提出部分區域超趕式的發
展。鄧小平曾提到：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
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1993：378）。
1992 年之後，鄧小平的南巡演說也促使中國全面朝向市場化的發展（陳聖安，2004），對於
中國而言，這是另一波現代化的挑戰。在這樣的挑戰中，都市的意義與內涵開始全面地被翻轉。
中國各地開始致力於吸收外資，包含台灣與香港等地的資本進入，資本的大規模入侵也使得都市
空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都市所代表的意義已經不僅僅是過去工業化概念下生產性角色的扮演；
相反地，地方政府可動用種種政策工具來轉換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都市空間形式。更重要的是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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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必須透過各種資本的積累來建立有效的區隔（distinguish）以爭取更好的競爭力。因此，各種
相關的都市競爭力報告不斷出爐，都市之間的競爭更成為媒體報導的主題。此時，都市空間的意
義已經不僅僅是反應工業經濟的考量，許多文化層面的意涵也慢慢進入執政者眼簾。但是都市中
文化內涵的被重視，其最大的目的是作為都市間的「區隔」之用，藉以發展商貿、吸引外資，加
上相對於西方社會，中國都市的高速發展，也造成許多文化被當成發展的口號，卻不一定能夠探
究其深層的內涵。就如同大陸都市問題研究專家所指出的：中國的都市正在變成消費品，都市的
政府正在把投資者、旅遊者、市民當作顧客和消費，把都市的基礎設施、都市的文化、都市的環
境當作產品（倪鵬飛，2003：27）。
透過中國都市意義翻轉的論述，同時對照西安前幾次的都市總體規劃4，就更可以理解西安都
市規劃制定背後所隱藏發展主義的邏輯。以工業化與現代化或是以空間區隔為前提的都市文化發
展，勢必會模糊許多重要的文化內涵，尤其是在歷史文化深度厚重的西安。透過規劃所展現出來
的工具理性，在空間營造的手段上，希望能夠達成如同涂爾幹（Durkheim, 1858~1938）所主張社
會科學的目的在於追尋出社會中客觀、普遍的法則與規律（蕭新煌、張苙雲，1982：267-295），
科學的功能是要說明現象，而工具就是法則。
在這樣的發展邏輯下，都市空間中的主體（人）的立足點及一切人文獨特性的意義，都逐漸
淹沒失落了。同時也可能導致生活世界（lifeworld）中的價值失落，種種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文
化、歷史之內涵都被遺忘，這些被遺忘的生命、文化與歷史內涵正是地理學中人文精神寄託之所
在（潘朝陽，2005：6）。這種現代性下的都市發展危機即為本研究的關心的焦點，為了回應這樣
的問題意識，本研究試圖由都市空間發展的脈絡，探究當代政府對於空間規劃想像與具體做法，
並以地理學的人文關懷作為本研究空間批判的基礎。

研究觀點建立：都市的客體研究到主體意義的活現
在都市空間社會學發展的初期，都市空間的理論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都市空間發展變化模
型，將空間看作是獨立的、純粹的、客觀的研究對象，卻忽視了都市空間過程與都市社會過程的
聯繫，在都市空間過程的分析中缺乏一種批判精神。傳統概念下的都市化，就是人口向都市空間
聚集的過程。那麼都市化背後的機制到底是什麼？傳統的人文生態學把都市視為一個自然系統，
都市發展是一個新的群體和土地使用方式入侵（invasion）
、承繼（succession）和隔離（segregation）
的生態學過程的結果（Park,1967/1925）。這種借用生態學的演化時間觀與達爾文的物種競爭論，
所提出來的都市社會現象觀察論述，構成所謂的都市生態學（又稱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
70 年代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普遍認為經濟成長會帶動生活水準的繼續提高。因此，
第三世界的不平衡發展與不平等的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Smith, 1996：5-8）。隨著國家的經濟成長減緩或是停滯，都市中失業問題的突出，許多大都市

4

西安目前已經制定三次的總體規畫歷程。第一次規劃年限是自 1952 到 1972 年，第二次是從 1980 到
2000 年，第三次規畫是自 1995 到 2010 年。目前已經進入第四次，其年限自 2004 年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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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區開始出現蕭條的現象且不斷地向郊區擴展，因此都市社會中產生了新的衝突與緊張關係。
例如美國和西歐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發生過多次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和反政府行爲，如黑人運
動、學生運動、內城暴動等等，都市中就業、住宅、交通、環境衛生與治安等問題也日趨嚴重。
都市的多元性發展刺激了不同學科的研究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對都市的複雜問題進行研究，企
圖尋找出新的解釋方式。其代表人物包含有 Manneul Castells、Peter Saunders、David Harvey、Doreen
Massey、Richard Walker 和 Allen Scott 等人（Savage and Warde, 1993）。
地理學的研究者也試圖透過空間觀點，更廣泛地拓展新的都市研究領域與探索新的理論解
釋。從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歷史文化脈絡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都市與都市問題進行新的論述
（Machimura，1998；黃宗儀，2004：61-84）
。但透過這種觀點的都市研究常常會發展出類似的結
論，認為都市空間的形構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必然產物，都市中的居民都成為冷冰冰的
客體，都市中日常生活的空間都已經被全球化的空間所取代，而無法再生產出空間的意義。
針對這樣的研究限制，自 1980 年代後，區域研究對於都市的認知更為深刻與複雜，研究典範
也更加百花齊放。研究者試圖描繪出一個都市的多元性，認為都市是一個多元的複合體，其空間
是由於不同歷史與地理背景脈落下，許多特殊制度之間的社會關係所生產與再生產（reproduction）
出來的。對於這種多元性，研究者的目的就是要將都市作為一個文本（texts）結合居民（行動主
體）日常生活的經驗，詮釋與整合這樣的多元性。因此，隱身在都市背後的符號意義與象徵的文
化價值意涵等議題就成為都市研究者關注的主題（Scott, 2000；Zukin, 1995）。
此時，都市研究中重要的字彙就”是 representation”（表徵/再現）
。”representation”指出意義的
生產是透過語言、論述與想像的過程，不僅傳送既存的意義，更是使事物產生意義的積極實踐；
同時被定義為表意的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意指呈現（present）某件有意義的事，給意義世
界中的其他人（Hall, 1994）。
究竟 representation 有多少可能性呢?關於這個概念，在國族主義興起的討論中已經提供了相
似的論述，即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Anderson，1999）的概念。Anderson 認為「民
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像形式，其源於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modernity）過程當中的一次
深刻變化。受到這樣的觀念影響，研究者開始認為都市是一種想像的環境（imagined environment）
（James, 1992: 422）。包含在這種想像之中的有關於空間的論述、符號、隱喻（metaphors）與幻
想，這些想像主要是透過對於現代都市的生活經驗時所產生的論述5，這也成為社會科學論述的一
個主要主題。
但想像的論述並不可能憑空出現，因此在 1980 年代，馬克思主義都市地理學家區分了一種都
市研究的新典範（Harvey, 1996；Lefebvre, 1974/1991）
，這種新典範的特徵包含了幾個假設，首先
是認為都市化（urbanization）不能視之為理所當然，必須有更精確的定義與解釋。因此都市地理
學家更關心都市之中關於生產、消費與交換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也注意到國家力量背後的結構
關係。
5

都市生活中的瞬逝、驟變的特性，常常讓人捉摸不定何者為真實(reality)，所以，以社會學的思考模
式，我們認為，現代都市中的”真實”，常常是建構出來的。作為這種建構論述最重要的工具常常是
媒體或是早期的印刷術。透過大眾傳播方式可以提供社會大眾一種想像的真實(imagined reality)
( Anders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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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過程（urban process）
（Kostof, 1991）的概念也於此時被提出。研究者認為都市的空間組
織、階級、族群政治甚至包含都市的物理空間形式的演變都必須在大結構的基礎下被解讀 6
（Kostof, 1991:9, 11, 13,14, 25,26；1992:280）
，進而理解這些元素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在怎樣的條件
下被安置。因此，都市的研究焦點應該著眼於人類（居民）活動和都市形態之間的同構關係，研
究者應該要考察的是一個活生生（living）的都市。都市地理學家開始認為在都市中只有”改變”
是持續不斷的，因此開始對於都市的動態形成過程感到興趣，透過長時間歷史的考察，注意人們
日常生活的習慣性活動（例如經濟活動等等）
、信仰或是整體社會生活的緩慢趨勢與自然地貌的變
遷，研究整體都市運作過程中在都市地景上所刻畫的痕跡。
1990 年以後的都市研究，注意到更多都市多元性的特質。傳統的都市研究，大多是以白人、
西方而且通常是男性的社會學者、地理學者、人類學者與都市計劃師的視角出發，或是由都市規
劃者所描述他們理論上的模式。如今，由都市歷史與美學中可以訴說更多不同的故事，都市的特
質也成為電影理論、詩人、作家、文學批判與後現代的人文性關懷（humanity）所關注的新領域
（King，1996：1-6）。當代都市的文化不僅僅是不同知識領域的呈現，而是不同的研究視角。可
能透過不同性別、族群、意識形態、種族、階級、性別與國族情感等於都市形成不同的認知與論
述，進而形成不同的都市觀點。Anthony D. King 曾說：
傳統都市文化正統的再現已經被都市本身的多樣性所聚集的非正統性所侵蝕摧毀了
（King, 1996：2）。
King 提到昔日都市文化研究與再現的觀點正逐漸被都市本身的文化多元性所替代，也就是說
觀看都市的視角，已不能由單一的觀點（例如政治觀點或是父權觀點）出發，更要關切都市中來
自不同面向的聲音。都市中來自於各種階級、族群與社經、文化背景的主體對於都市空間形塑的
力量都是研究者關心的議題。”Representation”的概念應該如何運用到都市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呢?
本文試圖透過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關於都市與空間辯證的觀點作為詮釋與批判的基礎。
Lefebvre 首先提出「都市權利」（right to the city）的概念（Lefebvre，1968）。實踐都市的權
利意味著居民可以拒絕服從資本和國家統治的需要，拒絕從原來人際交往、文化生活的市中心向
外遷移。而「差異的權利」是都市權利的邏輯延伸，企圖通過權利的抗爭來生產空間，以反對資
本主義不斷加強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的同質性。
Lefebvre 利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考察都市歷史與當代的都市，對法國巴黎公社進行研究，將巴
黎公社作為一種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將都市作為一種關於實踐的具體的抽象（Lefebvre,
1970/2003）。也就是說，Lefebvre 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都市革命。他認為都市在歷史上成為一
種能動的力量。無論對於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來說，都市只能被定義為經濟增長與生產力發展
結果以及社會生產關係的邊際產品嗎?不是。都市成為一種相當於科學的力量，空間與空間的政治
組織表達了社會關係並對它們產生了影響（Harvey, 1973：306）。
在「馬克思主義與都市」一書中，Lefebvre 確信，爆發革命的區域是社會的中心都市而不是
6

關於 urban process 的概念，在 Kostof 所著的 The City Assembled 裡，強調都市的偉大就在於每個都
市的特殊都市過程(urban process)中，因而每個都市都有自己的都市過程，都有其自己的歷史脈絡與
故事，無法一概而論。都市形態或是都市研究迷人的地方也就在這裡。因此不能以形式主義的研究
模式去看待都市。他主張以都市過程作為視域來理解都市的存在與形態。

7
邊緣地帶，都市是革命的中心，是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中心，是空間生產的中心（Lefebvre, 1972）。
列斐伏爾認為工業社會將被都市社會所取代（Elden, 2004：129），且都市化是對現代性和日常生
活的戰略性空間規劃，使得資本主義得以延續，得以成功地再生產其基本的生產關係7。因此，列
斐伏爾將日常生活理解為一個空間與都市領域內的範疇（劉懷玉，2003）。
Lefebvre 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Lefebvre, 1974/1991）
，提出空間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
的概念作為都市研究的新起點，強調空間實踐在溝通都市與人的關係時的意義，指出都市生活展
布在都市空間之中，各種空間的隱喻，如位置、領域、邊界與流動等，都透露了社會的界限，以
及主體建構自己與異己的邊界。列斐伏爾通過揭示都市空間組織和空間形式如何是特定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的產物，揭示她們如何有助於這種生產方式所依賴的統治關係的再生產來破除都市意識
形態（吳寧，2007：352）。
空間的認識就是對生產的過程的複製與揭示，也就是空間解碼的行動，因此應從對
空間中事物的關注轉向對空間生產的關注（Lefebvre, 1974/1991：36）。
資本主義依靠全球化的銀行和商業網絡，依靠高速公路和機場，依靠能源、原材料和資訊流
動，對所有的空間進行抽象，並將自然空間和其特性如氣候、地形都降至為社會生產力運行的一
些材料。地表、地下、空氣，甚至是陽光都變成可用來交換、消費和控制的產品；空間則被利用
來進行剩餘價值的生產，空間在旅遊和休閒中被消費；環境和生活的組成、城鎮和區域的分佈，
都是依賴空間的生產和空間在社會組織、經濟組織的再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市、區域、國家、
大地的空間分佈就像工廠裡的機器設備一樣是用來增加生產的，是用來使生產關係得以再生產。
在這種狀況下，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距離已逐漸崩潰，人也逐漸被都市空間所異化（alienation）的
現象（吳寧，2007：355），人們在歷史過程中對自身所處的場所的感知也被扭曲。因此，在社會
空間概念的探討上，Lefebvre 認為必須考察三個重要的環節區，即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
、空
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與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個重要環節，並對三
者的關係進行了辨證的考察（Lefebvre, 1974/1991：38）。
空間實踐通常關注的是功能形式意義上的空間，同時也包含在概念思考和體驗之前的感知空
間。空間實踐涉及空間組織和使用的方式，在新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空間實踐使日常生活和都市
現實之間體現了一種緊密的聯繫，它關注的是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既包含日常生活，也包
含都市行為，涉及了從建築到大型的都市設施等各種各樣的功能空間，是一種物體和事物的空間，
也是一種人在其中移動和行為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大致將其看作是經濟或物質基礎。其中，
不斷生產的空間形式和實踐必須與不同的生產和再生產的行為相適應，這不僅定義了場所、行為、
符號以及日常瑣碎的空間，符號或象徵也使場所具有了特性和意義（Lefebvre, 1974/1991：38；汪
7

列斐伏爾在「資本主義的倖存」（Lefebvre，1973）一書中指出：資本的流通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得
以發生的前提條件，為瞭解捷過度生產和積累所帶來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餘值，過剩的資本就需
要轉化為另一種流通方式，即資本轉向了對建成環境的投資，從而為生產、流通、交換、消費創造
出一個更為整體的物質環境。由於過度積累和資本轉化的迴圈性和暫耐性以及在建成環境中過度投
資而引發的新的危機，使得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創造出來的空間帶有極大的不穩定性。這些矛盾進一
步體現為對現存環境的破壞，從而為進一步的資本迴圈和積累創造出新的空間。因此空間的生產實
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維持自身的一種方式，它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創造出了更多的空間：都市化
即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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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2005）。空間的表徵涉及概念化的，構想的空間（conceived space），是一種科學家、規劃師
和專家治國論者所從事的空間。這種空間在任何社會中都佔有統治地位，趨向一種文字的和符號
的系統，是一種可以據此進行控制的工具。再現的空間是通過相關的意向和符號而被直接使用的
或生活的空間，是一種被佔領和體驗的空間，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間，它與物質空間重疊並且
對物質空間中的物體作象徵（符號）式的使用。
透過 Lefebvre 的觀點，可以回應當代都市研究的觀點，透過對於 representation（表徵/再現）
不同層次的空間解讀，可以更全面地觀照與詮釋現代都市的多樣性。以空間辯證的觀點理解都市
過程（urban process）的發生，都市將不再是一種被客觀理解的客體，而是可以透過空間與意義
的生產與再生產建構屬於自身的論述。
本研究認為西安本身不僅僅是一個被研究的客體，更重要的是在都市過程中都市多元性的意
義如何被詮釋與解讀，也就是空間性意義的活現。在傳統的觀點中，認為中國大多基於發展主義
的觀點，以經濟成長的觀點對傳統文化破壞。但這樣的都市發展策略已經受到許多的批評，並試
圖修正路線，從西安的歷次都市發展規劃中就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企圖以發揚傳統歷史文化作為
當下都市空間的發展策略。這種以歷史文化作為空間的表徵，透過空間主體活現的意義傳達後，
研究者又該如何地解讀與詮釋，就是本文嘗試的研究進路。

空間的表徵（epresentation of space）：都市空間型塑的動力
究竟是誰決定了都市的發展?Feagin 引用哈維資本三個循環的理論，認為都市的空間變化是由
都市中的強勢團體，即開發商、銀行家以及投機者是空間營造中的關鍵角色（Feagin and Parker ,
1990：4）。Feagin 全面地論述了房地產開發過程中的開發商、市民級開發過程、開發行為、社會
背景的結構等方面的內容，充分展示在美國的社會背景中，房地開發商在實際作過程中各方面的
相互作用，從而揭示人們所見到都市中之所以發展的深層原因。
中國一些學者也採取類似的研究取徑，著手研究中國都市化的動力來源，並認為 1990 年代以
後的中國都市化是政府、企業、個人聯合推動的都市化過程（寧越敏，1998：470-478）。也有學
者從利益主體論的角度認為都市空間結構發展的動力主體，主要是政府、都市經濟組織與居民（張
兵，1998），或是政府力、市場力與社區力（張庭偉，2001：7-14）。儘管分析的視角各有不同，
但最中都歸咎到相似的動力主體。由於在都市中所處地位的差異，不同的動力主體對於都市空間
的形構產生了不同的利益追求。
從政府的層面看來，無論過去的君主專制或是現代社會的執政階層，都代表了一定社會群體
的利益，必然會在政策上體現其階級取向。政府的政策、戰略會造成都市空間系統的結構性巨變，
國家投資建設又往往對都市發展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從企業的層面看來，作為都市的經濟組織單
元，總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換取最大的效用為目的，這就構成了企業在都市中選擇空間區位的基本
原則，這就是都市經濟學所研究的主要內容。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產業活動在都市整體的空間格
局中佔有支配的地位，因此，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是都市空間系統發生結構性變化的重要推
動者（Feagin and Parker, 1990：16-17；Hall, 2002）。而在居民的層面，都市居民為了維護各自在
都市空間和土地利用中的特定利益而參與企業和住宅的投資。但與政府與企業相比，其對都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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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影響力或在都市活動中的論述詮釋有限的，且往往處於天然的劣勢。因此都市居民因其在社
會環境中的地位而對都市空間結構的影響微弱而無奈（王偉強，2005：55）。

(一)政府的規劃理念：國家機器的干預
西安所屬的關中經濟區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網路模式“三縱三橫＂主體骨架中，屬於二級經
濟成長級8；隴海蘭新經濟帶上最大的經濟增長點；關中都市群發展軸和陝北、關中和陝南城鎮發
展軸這兩條都市發展主軸的交會點上；同時還是 5 條（沿 5 條國道線）經濟發展軸的輻射源和中
心。因此西安作爲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上規模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都市，具有承東啓西、連接
南北的戰略地位，是中國政府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橋頭堡和西部地區最具發展帶動作用的都
市，在西部開發中處於第一階梯（和紅星，2006：9）。

圖1

中國經濟發展網絡

資料來源：改繪自西安第四次都市總體規劃（2004~2020）

西安的都市定位在中國的區域經濟網絡中，由於位於西部經濟發展軸與隴海經濟發展軸的交
會點（見圖 1）
，作為成長極（growth pole）)帶動區域經濟成長的格局與性格十分明顯。值得注意
的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府當局依然宣稱要使西安成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同時也相應地制
定許多規劃方案。但考量到中國崛起的經濟成長背景，與整體區域經濟成長對於地方政府的政績
的影響，所以對於政府的規劃目標與實踐之間的關係與落差，就必須靠研究者作出更全面地詮釋
與批判。
關於西安歷史古都的規劃方案很多，由中央至地方分別制定相應的規劃方案。在計畫經濟時
代，中央政府自上到下向各級政府行使管理權；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之後，隨著向社會主義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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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級成長極指的是首都經濟區、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二級的成長極尚有瀋
大經濟區、武漢經濟區、成渝經濟區（和紅星，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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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中央政府開始向各級政府分權，使得各級政府擁有相對較大的獨立行使地
方政務的空間（許耀桐，2004）
，也因此中國都市化進展與都市空間建設會進入到較為活躍的階段。
按照十一五規劃（2006~2010）下的西安，政府構想要進一步地提升都市中的古都風情，因
此堅持新舊分治的規劃理念，即將西安市人民政府遷至舊城區北端張家堡附近9（張沛等，2007），
盡量將西安歷史文化的遺產的保護、利用與展示放在首位，降低古城區內居住人口等等的目標。
由於舊城區部份是西安是歷史文化名城核心，在第四次都市總體規畫（2004~2020）之中制定西
安舊城區改造計畫是政府重要的想法，在總體規劃中具體提出新舊分治、保護老城與傳承歷史、
突出特色的規畫特點（和紅星，2006：118)。
依照西安市都市規劃管理條例第六條與第十二條的規定：
西安市都市總體規劃由市人民政府組織編制；規劃區範圍內的分區規劃和詳細規劃
由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組織編制。縣人民政府所在地鎮的都市規劃，由縣人民政府組織
編制（第六條）。
都市規劃區內的舊城區改建，應當嚴格執行《西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的規定，
加強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都市規劃區內的舊城區改建，應當逐步改善居住和交通
條件，完善都市基礎設施（第十二條）（西安市人民政府，2005）。
自 1950 年代以來，西安一共歷經過四次的都市總體規劃，除了第一次的都市總體規劃因為時
代背景並未具體落實之外，其餘都對於西安的空間地景造成巨大的改變。具體表現在 1980 年代之
後，西安的傳統民居普遍遭到拆毀與改建，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作為歷史文化復興象徵的歷史街區
與仿古建築。經歷過近二十多年的劇烈拆遷後，西安政府又信誓旦旦的要恢復歷史文化古都的宏
願。本研究試圖透過 90 年代以來，西安政府所提出許多重點式的改建作為個案分析，企圖理解歷
史與文化的資本，是如何作為都市空間的表徵，以達到政府所宣稱的目標。
個案一：德福巷與書院門的空間拆舊換新：
德福巷位於西安南門內西側的湘子廟街內，與書院門東西呼應，東鄰南大街，北望鐘鼓樓（見
圖 2）
。關於德福巷地名的由來，在明代時因黑虎閣樓而得名黑虎巷；清代改名為德護巷；民國初
年改稱德福巷；1946 年以胡景翼將軍更名為景翼路；1950 年改名南竹笆市街，1952 年恢復為德
福巷。1966 年改名五星一巷，1972 年恢復為現名（葛慧，2005）。德福巷現存的建築大多是仿建
的，巷口的牌樓是仿古代的建築，而巷道內部店家的裝潢設備卻是現代西式的。主體建築是紅磚
白牆、飛簷走瓦，而門窗的落地玻璃卻透出店內的各種陳設。咖啡、酒吧和茶社的招牌中英文交
錯，有木制的匾額，也有霓虹燈襯托。
德福巷拆遷的背景，是回應在西安都市規劃管理局於 1993 年編制《第三次都市總體計劃
（1995~2010）》時的發展概念，其確認西安今後的發展要在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同時，以科技、
旅遊、商貿為先導，優化經濟結構，將西安建設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與現代文明的社會主義外向

9

自西安市 1995-2010 年都市總體規劃中，以明確提出行政中心外移，以降低老成區的人口密度。第
四次都市總體計劃 中行政中心外移計劃的內容則得到進一步地確認(和紅星，2006)。和紅星為目前
西安是都市規劃局局長，由於涉及官方資料的隱密性，許多一手規劃資料的取得不易，故本文引用
的規劃資料來源，特別是 80 年代前的規劃，大部份都以和紅星所編著的「古都西安—特色都市」一
書為文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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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都市（和紅星，2006：110)。可以看出，當時都市規劃的理念是希望在優化經濟結構與發展商
貿旅遊的條件之下，來看待西安的歷史文化。所以德福巷與書院門的仿古街道，就是回應當時空
間規劃理念中以古長安的形象與現代有機都市風貌相結合的空間實踐。
80 年代曾有日本學者（大西國太郎）向有關部門提出願意出資保護古巷，那時的德福巷周
圍還是保護的最完整的一個老居民區，其中不乏百年以上的老屋，其唯一的條件就是保存德福巷
的歷史風貌（陳小瑋，2005）。但在 90 年代的改建大潮中德福巷還是被拆遷更新，1993 年 8 月，
德福巷開始全面實施拆遷改建，1995 年 3 月，把德福巷改建為旅遊文化一條街。政府宣稱是為了
人民將這些古建築拆掉的，這種以人民為合理化藉口的拆遷行動不停的在西安都市空間中上演
著。據說，改造者原本想建造成絲綢一條街，而市場最終選擇了咖啡10、茶館和酒吧。歷經三年
的修建，政府宣稱將新的德福巷改建成為古色古香、韻味悠悠且錯落有致的仿古建築，德福巷也
成為古城一些追求時尚和品位的年輕人聚集的場所。經過這樣大規模的改造後，2002 年通過實施
的《西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 11又要將德福巷恢復成傳統民居的形式，並與湘子廟、竹笆市
連結形成歷史街區。
僅僅一街之隔的書院門，也在 90 年代初期經由規劃設計，由碑林區實施將這裡改建成為具有
明清風格的仿古商業建築，成為西安市著名的仿古文化一條街。書院門與德福巷緊靠西安城牆南
門兩側，東西呼應成為歷史上重要的兩個民居區。經過政府與建商的共同開發，民居相繼被拆光，
德福巷成為外表仿古內部仿歐陸風情的酒吧一條街；而書院門也將原有民居拆毀之後，刻意營造
出整齊劃一的嶄新仿古建築，街道兩邊都企圖透過建築表現出歷史的古色古香，但是街道內部的
日常生活全部都是以經營文房四寶、書畫刻章等生意的消費形式，但主要的顧客來源大部分觀光
客。在改造的過程中，政府打的旗幟就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並結合復興歷史文化的使命，但
最後卻被資本主義所收編，歷史文化也成為消費文化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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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巷在大拆遷後，在巷子兩邊蓋起了仿古建築，可蓋好了三、四年的巷子還是空空如也，十分冷
落。後來老樹咖啡的咖啡屋的老闆把門面裝修成了仿歐的，緊接著不到半年時間，隆福、及格、真
味、佐治、浪橋等等 20 多家咖啡屋一下子把德福巷變得熱鬧起來。引自胡武功(2002)，西安記憶，
頁 60。
在《西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的第二十八條中規定，古城牆以內區域的北院門、三學街、竹笆
市、德福巷 、湘子廟街區為歷史街區。北院門街區東至社會路、西至早慈巷、北至紅阜街、南至西
大街，三學街街區東至開通巷、西至南大街、南至城牆、北至東木頭市，其街區內的建築應當保持
傳統庭院式格局和建築風格。竹笆市、德福巷 、湘子廟街區的臨街建築，應當保持、恢復為傳統建
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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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德福巷與書院門的位置圖

資料來源：上圖轉引自指南針旅遊網，網址：http://www.ly321.com/ (2007/12/5 引用)，下圖為本研究所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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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左邊為德福巷中的特色咖啡店

右為書院門的仿古商業大街（多為文房四寶與書畫刻章）

資料來源：作者實地拍攝（2006.8）

從德福巷與書院門的例子看起來，在都市改造與拆遷的思考邏輯中，歷史文化化身為被消費
的符號，任意地被複製與挪用。這種對於空間的使用(use)方式，恰好回應了法國哲學家 Michel de
Certeau 在日常生活實踐（英譯為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0/1984）一書中所強調平凡
人（ordinary man）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展現高度的能動性，希望藉由使用商品的方式來區隔自我與
他者（萬毓澤，2007：59）
。在這樣的概念下，空間也成為被使用的商品，而居民百姓也不再被視
為是毫無抵抗能力或浸淫於錯誤意識的文化傻瓜（cultural dude）
，而是能細緻地挖掘各種在地的、
細緻的、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實踐，將能動性還給行動者（Passavant, 2004：4）。
De Certeau 特別強調所謂的消費就是另一種生產，其悄悄地、無形地滲透於各處，它不是透
過自己的產品來展現自己，而是透過使用者些由支配性的經濟秩序所強加的產品的方式來展現自
己（de Certeau，1984：xiii）
。也就是說，消費者對於產品（也可能是被宰制的主體對於支配者所
強加的文化形式）的使用，有可能「對其進行顛覆，但不是藉由拒絕或改變來顛覆，而是去使用
它們……，逃脫支配的社會秩序，卻不離開它」（de Certeau, 1984：xiii）。
德福巷的咖啡與小資（中產階級）的空間意象與書院門的空間歷史消費，都可以看作是居民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實踐，也就是 de Certeau 筆下的戰術。透過虛與尾蛇、陽奉陰違與間接的戰術，
弱者必須持續地使異己的力量為己所用（de Certeau, 1984：xix）。行動者在此情形下，便成功地
透過各種程序（procedures）與戰略（ruses），來拒絕並顛覆既有秩序的邏輯與實踐（轉引自萬毓
澤，2007：63）。
對於西安的居民來說，單純地談論歷史文化的厚重與保存的問題已經無法引起他們的注意。
對他們來說，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才是重要的課題。政府的立場是希望同時推動旅遊、商貿，又
能夠發揚都市中的歷史文化精神，因此歷史文化的空間表徵成為官方必要的說法，也造就出都市
的空間實踐出現所謂的仿古街道與歷史街區等等。但是對於居民而言，改善生活或是從空間中獲
利才是關心的重點，套用 de Certeau 提出日常生活戰術（tactics）觀點，居民在政府的歷史街區的
空間中，透過不同的使用方式來表現自己，仿古一條街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成為咖啡一條
街。而咖啡的意象，也讓居民形成中產階級興起的空間想像，以致於現今的德福巷反而成為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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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形象代言，甚至模仿歐洲咖啡館的廣告標語：
「我不在家裡，就在德福巷。我不在德福巷，
就在去德福巷的路上。」
因此，居民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再現（representation）出空間的意義，而這種再現並非一種
抵抗現有的秩序邏輯，而是設法挪用，甚或改變了原本空間的表徵意義。這種在不違逆主流社會
秩序的情況下遁逃的日常生活實踐（de Certeau, 1984：xiii），也可以說明抵抗的實踐不一定要出
現在激烈的政治對抗中，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各種貌似為不足道的一舉一動中去尋找。空間營造
的想像與表徵（representation）企圖要營造出歷史文化名城的光韻（aura)，但在最後的空間實踐
中卻被居民的日常生活戰術扭轉意義，向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與經濟利益靠攏，透過這樣的運作
方式，歷史文化意義的構築已經不再是空間的主要內涵，空間被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所佔據。
根據 Castells 的觀點，其強調都市規劃是產生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主要矛盾，即勞動力和
生產手段的私人控制，與生產力與生產手段再生產的集體性之間的矛盾（Mckeown, 1987：107）。
這種矛盾在都市中表現為，個別公司在已開發地帶工業區選址可獲得豐厚的利潤，而導致普遍相
同行為之障礙性後果。Castells 認為個別公司能通過促進更大的聚集獲取利潤，而有組織的分散可
以產生更廣泛的技術進步。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就必須透過區劃法規、金融刺激和集體消費等方
式進行干預，因為國家必須代表與反應更普遍的利益。
從這樣的觀點看來，Castells 認為的都市規劃是帶有社會正義的色彩，同時也希望透過規劃將
利益與技術平均分散，消除勞動力與資本主義中生產手段私人控制之間的矛盾。在 Castells 的分
析中，也指出國家干預的侷限性：首先，國家不能改變所有關係；其次，國家也不能直接干預生
產過程（高鑒國，2006：86）
。但就西安空間的規劃與空間實踐看來，政府當局拆舊換新的空間規
劃，由於居民透過日常生活空間實踐的轉化，不僅僅沒有達成其挪用歷史文化資本的空間想像目
標，且歷史空間的營造而產生的文化經濟效應有限，在德福巷的例子中不僅僅犧牲了歷史文化的
空間光韻，甚至於淪為被資本主義收編同化的同質空間，儘管滿足了小資生活的需求，卻也喪失
了地理區域中的獨特性。
除了書院門與德福巷之外，自 80 年代以來西安舊城地區許多的街道也在一波波的規劃中，逐
漸地改變原本的面貌。例如東大街、北大街與南大街等三條重要的街道改造，而最後一條西大街
也於 2000 年開始動工，並於 2003 年以嶄新的仿古一條街出現在西安的都市紋理中。由於 80 年代
之後也是中國經濟加速成長的起飛階段，因此較長期的規劃常常無法配合社會的現實發展，所以
西安第二到四次的都市總體規劃其年限都有所重疊，第二次是 1980~2000 年，第三次是 1995~2010
年，第四次是 2004~2020 年，為了配合經濟的快速成長促使政府不得不及早地進行下一輪的規劃。
在這樣的規劃背景之下，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便是政府不斷地宣稱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
性，但是最後僅僅能以一些仿古建築的硬體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作為歷史文化空間的表徵
（representation of space），但在發展主義的驅使之下，這種缺乏人文底蘊的空間展演物質空間，
不但不容易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就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關懷看來，也是需要批判的。

(二)企業資本與都市空間營造
個案二：曲江新區的開發
不同於德福巷與書院門以點或線為主軸的改造計畫，曲江新區是西安市政府結合所謂都市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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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商 12 所作出的都市營銷計畫（郭捷主編，2005：194）。在都市的空間營造與開發的過程中，政
府所面臨到最大的考驗就是資金的不足。90 年代以後，中國的經濟開始快速發展，都市政府開始
利用市場機制籌措資金，例如透過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卷等方式來進行都市建設的融資。這
樣的概念就是都市營運的早期實踐（ibid：186）
。這種市場機制，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空間滲透，
一方面資金快速的流動，造成如同 Harvey 所說的資本輪迴，剩餘價值投資到固定資本之中，改善
了建築環境也改變了地表的空間。另一方面，空間生產的同時，也是社會再生產的開始。
企圖以歷史文化資源的再發現，達成以旅遊娛樂、休閒度假與舒適居住等都市機能。曲江新
區位於西安市東南角，距離市中心約五公里，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皇家林園所在地，因唐曲江池
而得名，區內有大雁塔等著名古蹟。1993 年經陜西省政府批准成立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

圖3

西安曲江新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網站「走進曲江」，網址：http://www.qujiang.com.cn/zjqj/qjgl-dlwz.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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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營運商是一種介乎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特殊角色，來從事都市經營的工作。都市營運商與政府
之間是一種契約關係，且與開發商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開發商擁有資源升值之後的全部產權，而都
市營運商只有部分的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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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 月 9 日，曲江旅遊度假區的新任領導幹部提出“半年小變，一年中變，三年大變＂
的曲江宣言。以聞名中外的大雁塔和曲江皇家園林遺址為中心，近期規劃面積 15.88 平方公里，
遠期規劃總面積為 47 平方公里（含初期之 15 平方公里）（郭捷，2005：79）。其是西安市都市中
心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五年西安都市建設的重點區域。其中重點建設，本研究整理如下
表：
表1

計畫總投資
(人民幣)

曲江新區中重要景點建設

大雁塔
北廣場

大唐不夜城

大唐芙蓉園

曲江
海洋世界

世界娛樂園

唐城牆
遺址公園

5 億元

20 億元

13 億元

3 億元

6 億元

0.5 億元

250 畝、建築

700 畝、建築

面積 5 萬 m2

面積 8 萬 m2

以水景為核
心的大型主
題園區

海底世界、海
獸表演館、海
洋珍奇館

娛樂、休閒、
購物、餐飲

10000 平方公
尺林園、水景
觀、唐城景觀

13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18 個月

項目規模

1000 畝

建設內容

文化廣場、水
景觀、商貿配
套設施

1000 畝

998 畝、水面

建築面積
50 萬 m2

300 畝、建築
面積 10 萬 m2

集 歷 史 街
區、休閒觀光
及購物一體
的步行街

300 畝

18 個月
(2003 年初開

36 個月
(計畫 2003 年

工)

5 月開工)

項目法人

日本
日建公司

日本
日建公司

曲江管委會

西安曲江海
洋世界有限
公司

陜西大都
房地產開發
公司

曲江管委會

完成時間

2003 年 12 月
31 日

未完成

2005 年 4 月
11 日開園

2005 年 2 月 5
日開館

未完成

2006 年 6 月

建設週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曲江新區的發展與以往開發最大的差別在於，過去的土地經營流程必須透過政府所投入的資
金啟動，遵循著開發、建設、再開發、再建設而逐步開展的發展模式。這樣的流程最大的問題在
於政府先期投資的量比較小，市政配套一般要分好幾期才能達成，開發區域的規模較小，吸引投
資的動力不強也因此導致開發的風險較高。
曲江新區的開發的新流程為(1)徵地Æ(2)舉債Æ(3)市政配套Æ(4)招標開賣掛牌Æ(5)賣地Æ(6)
項目規劃策劃Æ(7)招商Æ(8)項目管理。其中土地儲備中心負責(1)、(2)、(4)等業務，地產開發局
負責(3)、(5)業務，規劃局負責(6)的業務，招商局負責(7)的業務，經濟發展局負責(8)的業務（整
理自郭捷，2005：185~204，並綜合本研究實察訪談）。因此，才能完成以區域整體開發的發展策
略。
這樣的開發模式最成功的一點在於資金的籌措較為迅速，導致在曲江新區開發過程中基礎建
設資金與城中村異地安置的補償金費來源得到很有效的解決。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見在曲江新區
的開發過程中，許多財團法人的介入是新區能夠迅速開發的重點，即便是曲江管委會也是透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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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籌的方式來開發土地與建設。以佔據幾個重點項目地理位置樞紐的廟坡頭村為例 13，由 2003
年 4 月決定整村搬遷，異地安置起，僅僅過了一年半左右，直到 2005 年 1 月，拆遷工作即到尾聲，
其實真正遷村的時間，僅僅兩個月。這樣的城中村改造速度在西安，甚至全中國都是少見的。
目前，世界 500 強企業—中海外集團在曲江投資 100 億元，全面參與城中村改造、都市配套
和社區建設。深港大型企業集團—金地集團投資 100 億元，參與曲江池遺址公園、城中村改造和
周邊開發建設。中海國際社區、曲江華府、曲江六號等 20 多個社區全面建設，社區建設總開工面
積 200 多萬平方米。2000 年前地價一畝不到 30 萬元，2006 年，開發商一畝地出 180 萬元還拿不
到。今年，這里的地價最低一畝也要 260 萬元。至今年七八月間，曾經 50 萬元就可以購買一套別
墅的曲江，現在幾乎見不到 5000 元⁄平方米的房子（西安晚報，2007/10/12）。
但問題是，外資願意投資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創造附加價值應該所有投資者的共同目標。以大
雁塔北廣場的開放為例，大雁塔北廣場位於大雁塔下，佔地約 1000 畝，投資約 5 億元。自 2003
年 5 月開工，2003 年 12 月 31 日建成開放，其以大雁塔為依托，唐風唐韻為主題，並以亞洲第一
大型音樂噴泉為賣點，成功的吸引大批遊客前往。在大雁塔北廣場開放的當天，遊客數即達到 13
萬人次，開放一個月之後，遊客數達 230 萬人次，已經超過大雁塔景區 2003 年全年的遊客總數。
也因為有大雁塔北廣場的因素，大雁塔景區就進入世界級的景區之列，也因此帶動曲江的土地價
格由每畝 20 萬元躍升到 100 萬元以上。官方估計，當大唐不夜城與大唐芙蓉園先後完工之後，解
決西安旅遊業的夜間旅遊問題之後，西安遊客的平均停留天數將從 2.4 天成長到 3.4 天，西安旅
遊業的經濟效益也因此增長 40%（西安日報，2004/10/27）。
曲江新區的開發與 1980 年代以前的西安空間規劃最大不同的在於企業資本的投入，而導致都
市空間大規模地改變，這種情形與中國 80 年代後的經濟開放政策有很大的關係。都市中房地產、
基礎建設與金融業的基本投入是由於資本第一循環和超積累所實現的，生產部門的危機是空間變
化最大的動力。商品生產中過多的資本（通過利潤）要用於商品生產再投資的機會。資本主義社
會的週期性利潤波動，通常是由於所生產的東西比有利可圖賣出去的東西多，結果資本必須尋找
另外的投資出路，於是便轉向房地產開發領域，形成資本的第二循環（Harvey, 1985：9；1989：
67）。
企業資本投入都市空間的營造，一方面可以解決政府都市規劃執行過程中的資金來源問題，
透過大規模的資本進入，導致空間整體營造的規模可以較單純由政府部門出資來的更大，儘管大
規模的空間變革背後可能必須面臨對於歷史文化襲產的破壞更大的危機。另一方面，資本向都市
建築環境的流動既是解決資本積累危機的一種手段，但反過來又引起進一步的危機。如同 Harvey
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簡單承認資本積累與都市化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在於發現資本如何湧入這種
建築環境的建設，怎樣形成了這個過程中的內在矛盾（Harvey, 1989：7）。
13

廟坡頭村的個案，由於其涉及大唐芙蓉園、西安廣電中心、大唐不夜城、唐城牆遺址公園與歡樂世
界等五項重點工程的樞紐用地，其搬遷受阻，直接導致這五個工程區的停擺。在拆遷談判的初期並
不順利，其僵局打破的關鍵在於首先將歡樂世界移走重新選址，原本計畫的土地先作為村民搬遷的
安置地，並先啟動安置小村的建設。另外將補償得方式分為兩種，一種是直接的產權掉換，另一種
為房屋加貨幣兩種形式。這種拆遷的承諾可以達成，可以預見背後所需要的龐大資本，其來源當然
是投資其中的不動產商，透過前述的都市經營者的管道協調市場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但明眼看的出，
要不是背後有龐大利益在驅動，很難達到這種雙贏的局面。因此，廟坡頭村的改造計畫與中國其他
地區城中村改造的計畫經驗其實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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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隨著資本投入建築環境，整個經濟活動會相對冷卻，這意味著第一循環中資本積累的新
機會相應增加，資本便返回第一循環。結果第二循環中的資本出現貶值，建築環境不再是投資的
熱點，有些舊的建成設施沒有新建城設施那樣的效益，結果貶值或是被放棄，資本流向能夠謀取
最大利潤的地方。因此，資本主義不得不在保存建築環境中元有投資資本的交換價值和破壞這些
投資的價值已開拓更大積累空間之間進行兩難選擇（Harvey, 1985：15）。由於資本總向最大利潤
處轉移，以西安的個案來看，若是透過資本投資所建構的空間建築，一但資本積累效益不如新的
建成環境，就有可能會被放棄。以西安的空間資本看來，其空間中的歷史文化資本是具有永續開
發與不可替代性的，但是若是將固有的古蹟建築拆遷，代之以仿造的替代品，或是以一種遊樂園
的方式開發與消費西安的歷史空間，這些都是具有可替代性的，隨時可以被取代。這個部分，也
是本文對於發展主義下西安的都市空間營造所提出最深刻的批判。要能夠永續開發與建構西安的
區域特色，發掘出都市中空間的光韻（aura）是很重要的，這個部分在後文會繼續討論。
曲江新區在政府的想像中，是作為西安都市歷史文化表徵（representation）的示範地區，但
曲江內部空間建設的完成必須仰賴各種資本的挹注。對於這些資本家而言，他們的確是改變與塑
造都市空間的重要因素，但資本家所考慮的畢竟是投資與報酬的競價關係。因此在曲江新區的空
間規劃中，歷史成為一種娛樂的對象，例如大唐芙蓉園反映的好像是唐代歷史文化的迪士尼樂園
化，文化資本被挪用與操弄，但獲利的並不是居民本身。
從上述的個案看來，西安的都市空間變革是奠基在兩個基礎條件之上的。首先就是政府（包
含由中央到地方以及區級的各級政府單位）對於空間的規劃與想像，規劃的背後支持著是一種理
念，例如 90 年代改建過程中，規劃者認為仿古就是回應傳統歷史文化最好的方法，但空間造實際
執行的過程中，資金的來源與是否充裕才是規劃能不能落實與開發能不能迅速開展的關鍵。2000
年以前的西安開發個案，大多由政府先完成基礎建設，例如德福巷與書院門的仿古建築完成後，
接著再期望透過招商來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但是曲江新區能夠在短時間內看到大面積的成果，
由房地產開發商或是各種外來資本的引入就是一個有利且關鍵的因素。
表2
指

2000-2006 年西安市主要產業產值統計

標

單位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西安市生產總值

億元

646.13

734.86

826.68

946.66

#第一級產業

億元

44.65

45.87

47.77

50.72

60.21

66.01

70.77

第二級產業

億元

277.13

312.9

353.58

407.38

476.92

539.61

638.88

第三級產業

億元

324.35

376.09

425.33

488.56

565.26

664.52

764.03

接待國內旅遊人數

萬人次

1502

1685

1910

1614

2084

2346

2652

接待境外旅遊人數

萬人次

65

67

74

34

65

78

87

旅遊業總收入

億元

105.4

113

131

106.4

154.4

178.5

204.79

旅遊外匯收入

億美元

2.7

2.9

3.2

1.46

3.3

4.09

4.67

資料來源: 修改自西安市統計局 2007/8/6 公佈之網路資料。網址 :
http://www.xatj.gov.cn/news/tjgb/200736102331.htm
註 : 其中除旅遊外匯收入之外之幣值單位均為人民幣

1102.39 1270.14 14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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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為了回應對於中國都市規劃大多受到發展主義的制約，因此西安政府企圖在各種規劃宣
稱歷史文化的重要性，但實際狀況從上述兩者的個案分析可以理解，為了有效地解決都市規劃中
資金來源的問題，同時也疏導了中國經濟過程中資本循環的危機，可以想見中國的都市空間規劃
不可避免的會結合企業資本，因此難免在經濟發展與歷史文化保存中失去平衡。從政策面來看，
即便是要恢復歷史文化名城的地位，西安市政府將旅遊與高科技定位成為西安經濟成長的兩個重
要轉輪，這一點可以從西安各種規劃(例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與西安皇城復興計畫)的具體內
容中處處可見旅遊二字得到證明。
由表 2 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西安旅遊產業的重要性，其中旅遊業的收入就占了第三級產業三
分之一左右的比例。表三是關於「十一五」實際的資金投入情形。由經費預計支出的項目來看，
雖然西安市將旅遊與文化列為五大產業之中，但這兩項所投資的經費比例只佔西安市十一五投資
總額的 11.73%，約只有工業投資比例（22.36%）的一半。而旅遊的投資項目經費來源多半是企業
自籌、銀行貸款與企業招商，且主要集中於曲江新區與三學街、蓮湖區歷史街區等商業街市的設
立。從經費預算中幾乎找不到任何有關於歷史古蹟維護的項目，由具體建設目標看來，西安是要
重新塑造一個歷史景觀（包括建設仿古大街與類似大唐芙蓉園等的仿古建築），並希望透過這些
仿製的歷史空間意象成為帶動旅遊發展的轉輪。
表3
序 號
合

西安市十一五重大建設項目規劃匯總表

專案類別

計

“十一五＂ 各類產業項目占十一
期間投資 五期間投資比例（%）

項目個數

總投資

150

4800

2115

100

一

基礎設施

19

1479

536

25.34

二

環境保護

12

498

193

9.13

三

農林水和農業產業化

11

303

133

6.29

45

905

473

22.36

四

工

其中 ㈠

高新技術產業

★

(17)

(365)

(205)

(43.34)

裝備製造業

★

(10)

(113)

(77)

(16.28)

(18)

(427)

(191)

(40.38)

㈡
㈢

業

其他重大工業

五

旅

遊

★

16

360

193

9.13

六

文

化

★

11

97

55

2.60

七

現代服務業

★

23

921

408

19.29

5

28

21

0.99

八

黨政公檢法司

九

教

育

5

160

75

3.55

十

衛

生

3

49

28

1.32

15

2233

860

其中過百億項目

資料來源 :《西安市 2004－2020 年總體規劃修編大綱》，西安市規劃局，2004。註 : 其中★代表西安
市五大主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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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分析看來，就可以理解為何政府不斷宣稱歷史文化的重要性，但西安的歷史文化空
間仍然遭受到極大的破壞，或者是被忽視閒置不理

14

，其關鍵因素在於這些空間的營造有沒有經

濟與旅遊上的價值。如果西安的歷史文化復興的希望與目標繼續放在經濟與旅遊的數字成長上，
那麼可預期的在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列中，西安舊城註定是要缺席的了。

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基於人文關懷的空間批判
Representation 究竟有多少可能性?以空間辯證的觀點作為都市空間分析的視角時，重點並不
是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的雙元對立觀點。本文批判西安的地方政府任意挪用歷史文化資本作為空
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以發展主義的心態導致傳統的破壞。而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分析的重點並不僅僅是從其對立的視角出發，強調與政府與企業相比，居民其對都市空間的影響
力或在都市活動中的論述詮釋有限的，且往往處於天然的劣勢，對於都市空間結構的影響微弱而
無奈。
Representation 的主體就是都市本身，當代都市的文化不僅僅是不同知識領域的活現，而是不
同的研究視角。可能透過不同性別、族群、意識形態、種族、階級、性向與國族情感等於都市形
成不同的認知與論述，進而形成不同的都市觀點。依照這樣的觀點，representation 有無限的可能
（Rob Shields，1999：100），
性，在空間的想像與實踐之間的競逐，在某一個時刻（the moment15）
中活現出來，進而拼湊出都市空間的多元性。
秉持著這樣的觀點，本文企圖透過人文主義的關懷，認為都市的歷史文化並不是只能作為促
進旅遊與經濟發展的資本。對於都市而言，歷史文化的價值與意義，可以運用 Benjamin 理論中重
要的概念 aura16（光韻）一詞來類比（Benjamin，1985）。Benjamin 認為，各式各樣的藝術媒體
有不同的詮釋類型，這對於他們他們的文化意涵有著重大的影響。Aura 指涉的是藝術作品與傳統
之間的關係，對班雅明來說，在藝術作品可以機械複製（藉由印刷、攝影、錄音等）以前，每件
作品都獨特地坐落在時間與空間裡，並因此維持了一種獨特性，以及與觀賞者之間的距離。然而，
一但藝術作品可以機械複製，他們就喪失了這種特殊性，而對他們的感受也就改變了。
藝術作品的獨特性質，無法脫離其嵌埋於傳統織理之中的狀態。傳統是有生命的，
14

15

16

西安舊城區中許多有意思的地景缺乏有系統的標示，使遊客甚至當地居民都不清楚。例如筆者曾試
圖於西安書院門外之蛤蟆(下馬)陵尋找地圖上標示出的漢代董仲舒墓，卻在路上來回數趟卻遍尋不
得，詢問當地居民也都不清楚，這種狀況實在是西安要發展歷史深度旅遊待改進的地方。
Lefebvre 在『總和與剩餘』中提出關鍵的概念就是瞬時(the moment)。列斐伏爾認為人類的實踐不侷
限於通過重複的工具性活動(生產)而對外部自然的一種功用性改造，還包括愛、激情、身體與感受等
想像實踐的詩創活動。他將這種詩創化的實踐解釋為轉瞬即逝且又具有決定性的感覺(高興、屈服、
厭惡、驚奇、恐懼或憤怒)，他認為這些感覺有時候揭示了日常生活中包含的所有可能性。這些感覺
的運動是短暫的，並且很快就會被遺忘，但是在它們出現的那段時間裡，所有的可能性(通常是決定
性的可能性，甚至革命的可能性)，都會被揭發和呈現出來。『瞬時』被看成時間的斷裂點，看成是
可能性與極大歡欣的極度認同時刻。
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書中主要論述了機械複製技術的發展給藝術領域帶來的一系列變
革。它把藝術人從一向被人們所崇敬的神聖的“祭壇”上拖了下來，在摧毀了道統的同時使現代藝術
具有了新的特點、價值和接受模式。文中多次出現了“光韻”(Aura)這一詞。這是本雅明獨創的藝術概
念，用來概括道統藝術最為根本的審美特性，在他的藝術理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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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變化多端……藝術作品指涉了光韻的存在，永遠無法與其儀式功能分開……在機械
複製的年代……世界史的首創，機械複製將藝術作品從對儀式的寄生解放出來(轉引自王
志弘，2003：102)。
Savage 提到班雅明的都市論除了要與漫遊者（flaneur）的概念連結起來，還要將都市看到的
新與舊的辯證結合，並且要與其強調的光韻（aura）結合起來。一個藝術品的光韻是在一個特定
的時間與空間中所涵養出來的，這種光韻的存在，會促使觀看者自動的以凝視回應這個藝術品，
觀看者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感受到藝術品的原真性（authenticity）。當複製技術越來越發達的同時，
藝術品可以大量的仿造與複製，光韻就逐漸消失，而追尋光韻就更為重要，否則將沒有正統性的
感受。
若將都市視為空間的主體，其空間的光韻也必須透過長時間歷史文化的積累而形成，傳統的
歷史文化就是使都市成為一種空間的藝術品的基石，從自身散發出炫目的光韻。以人文主義地理
學中對於地方(place)的概念看來，這種光韻也就是地方感形成的中心與意向(intentionality)所指，
進而建構出中心—四方的空間圖示(潘朝陽，2005：74)。
名聲在外的西安總是沒有人們想像中那樣古香古色，那樣深沉和渾厚。走在西安的
大街小巷，總給人一種灰頭灰臉的感覺，整個都市是一副破落貴族的表情，讓人提不起
精神。西安的問題出在一個“太”字上，太古老，太悠久，太沉重，太深厚，太土氣，太
四平八穩，自然就太保守，太缺乏活力。在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大潮中，西安這頭“老牛”
一直是拉著一輛“破車”在八百里秦川艱難地跋涉，老英雄無法再現當年的英雄氣概，直
喘粗氣（海默，2005：121）。
海默對於西安的都市批判，其實某種程度是奠基在西安的經濟發展遲滯，以致於連沿海都市
空間最容易遭受到批判的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所形成的空間複製都未曾出現，整個都市顯得暮
氣沉沉。由於西安的經濟成長遲緩，因此都市空間的變革也受到拖累，因此都市中的歷史文化也
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與發揮，導致歷史文化不但沒有成為西安的金字招牌，反而被認為是在都市
空間變革中的絆腳石。
但透過前述的分析，可以發現這樣的空間批判必須更進一步地論述。可能改變都市空間型塑
的動力除了資本之外，政府的規劃理念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本研究認為，即使經過幾次都市總體
規劃的過程，由中央到地方都不斷地宣稱西安歷史文化的重要性，但其空間實踐的背景，還是希
望能以區域經濟成長與旅遊的利益為優先。之前由於受限於資本的挹注，對於空間的營造多半為
點與線的小型規劃，例如德福巷、書院門與城隍廟樓牌的改建。但透過前述曲江新區的分析，大
規模的資本透過政府與企業的協調，以都市經營商的角色出發，如此一來將以更大的尺度與規模
讓西安的都市變臉。
在最近幾年西安的空間營造中，雖然如同北京中關村在複製美國矽谷、上海陸家嘴在複製紐
約曼哈頓但現象並不嚴重，但由於政府的規劃理念受到發展主義的限制，將歷史文化以一種迪士
尼樂園的方式展現，弔詭的是，這種透過消費展現出來的空間景觀並非真實，而是以一種擬象
（simulation）的形式出現。例如在曲江新區的大唐芙蓉園中，企圖以一種仿造的盛唐文化與建築
空間，作為西安歷史文化的活現方式。這種現象就如被複製的藝術品，透過對於真實的複製，以
致於擁有深厚歷史文化深度的都市，逐漸喪失其擁有的光韻。但政府卻不斷地以這樣的複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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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傲，認為這些所謂的仿古歷史街道與歷史遊樂園區不但可以透過西安的歷史文化的再現強化都
市居民的自豪與信心，更可以帶動西安的經濟起飛。
今年 8 月間，來自曲江的統計表明，這裏年吸引遊客 1500 萬人次，收入 3.8 億元；年投資額
165 億元，按目前市場價值，曲江新區已相當於一個中等都市的經濟總量。這些項目的巨大成功，
使人們看到了文化優勢、文化項目、文化產業給西安發展帶來的啟動力、拉動力和核變力，看到
了曲江文化立區、旅遊興區的輝煌前景。在此基礎上，曲江新區又提出了“200 億元打造西部第一
文化品牌”的宏偉構想，提出了以 30 個重大項目為載體，實施這一戰略構想的具體舉措。……。
曲江的變化是可看、可感、可觸摸到的。對普通的西安市民來說，她讓人們的生活融入了更多時
尚的元素，踏上了時代的節拍，重新審視西安的地位和價值，增加了生活在這座文明古城的自豪
感（西安晚報，2007/10/12）。
西安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空間中蘊含的意義在現代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為其擁有的歷
史價值、社會文化的意義、以及符合美學的外觀等皆屬於當代生活品質中無價的成分。古蹟保存
的論述已經從「點」的保存（古蹟的指定與保存）邁向「面」的保存（古老聚落的保存）
，同時也
從「殘跡」保存與「原物」保存邁向「活用」的保存（再生、再利用式的保存）
。再生與再利用應
用在”representation”時，以 Lefebvre 的觀點看來，是必須透過一種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
（Lefebvre, 1974/1991：39~40）表現出來。
本研究儘管批判西安當代對於歷史文化的想像是以仿製的空間取代歷史的真實，但也不是強
調要將西安的歷史空間「修舊如舊」
。就算西安整個都市空間完全以一種歷史建築的形式出現，也
不一定能夠達成政府宣稱的世界歷史文化名城的目標。簡單的說，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所要呈現的並不是具體的空間實踐，更重要的是空間中的意蘊，這就是西安都市所能彰顯
的光韻（aura）
，同時也是地方性的意義核心所在。以這樣的角度作為批判的基礎，西安都市中要
努力的不僅僅是歷史文化的空間仿造，而是更多空間歷史深度的挖掘。
奧地利維也納依靠莫札特形成文化相關產業，不但豐富都市文化意涵，也間接帶動都市經濟
成長。日本京都以古寺與町家建築，空間城呈現出的古色古香，也豐富都市空間的人文意涵。西
安的歷史文化光韻，如果依賴仿古一條街與迪士尼樂園化的歷史遊樂園的塑造，那麼可預見的在
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名單中，古都西安注定要缺席了。

結

語

本研究認為西安當局在發展該城市時雖說保證其歷史文化，但在實質空間上，卻容讓資本主
義式的操作，其歷史文化反被摧毀。在這個層次上，本文主要試圖提出一種現代都市地景的空間
詮釋觀點，意即必須挖掘與探索都市地景背後的空間意涵，空間的意義並不能表象地被詮釋。但
若顧及較『中性』的城市規劃觀點是怎樣處理歷史文物的保存和使用，本文的重點並非將所有歷
史文化保存歸入政府之公共責任下，而是從辯證的角度出發，提供一個空間詮釋與批判的觀點。
西安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地方。一千多年的國都地位與三千多年的建城歷史都讓都市空間中蘊
含著歷史的古味，現今的西安舊城不僅僅是明代的城牆遺址範圍，更是唐代皇城所在位置。都市
空間紋理一脈相傳，這種情況在世界古都的保存現況中，是一種相當難得的資產。也許一些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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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在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被拆除（西安舊城區有相當多令人遺憾的個案）
，但整體都市空間結
構並沒有太大的變動。這是一個相當有利的條件，振興經濟的文化戰略是變化與願望的複雜再現，
其共同點就是要建造一個連接旅遊、消費與生活方式的文化空間，但重點是要以一種具有生活性
的空間出發，而不是僅僅是那些仿古建築所象徵的擬仿物（simulacra）可以達成目標。
從西安的個案出發，以空間批判的視角理解政府宣稱透過中立與理性的規劃工具，卻以發展
主義為優先的空間開發，取代真正發揚歷史文化名城的目標。90 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企業所創造
的剩餘價值以資本的形式投入到都市的空間營造之中，也解決了政府當局在都市空間營造時缺乏
資本的問題，因此都市空間的變化以更大的規模出現，也因此傳統歷史文化的保存也就面臨更大
的挑戰，都市中的歷史空間更容易在發展主義的脈絡中被犧牲。為了要能理解空間表徵與空間實
踐之間的落差，本文企圖透過當代都市研究中的關鍵字：＂representation”作為都市文化地理學研
究的切入點，認為當代的都市研究已經不再視都市為研究的客體，更重要的是讓都市作為文本，
透過＂representation”自我彰顯。
“Representation”可以作為空間宰制者的空間表徵，同時也是提供各種觀點與形式活現的方
式，例如主張女性主義的作家，就可以透過文學的形式將都市空間活現出來，同樣的不同階級、
性別、族群與文化同樣可以透過詮釋、電影、音樂與文學等形式活現都市。活現背後的多重背景、
觀點與形式，正以空間辯證的觀點，可以回應都市文化地理學中對於都市多元性的詮釋。因此，
都市文化地理研究可以更完整地觀照都市空間的發展，透過空間的辯證與對話，讓空間實踐、空
間想像與空間生活，建構被此，也找到對方。
本文分析西安近代的城市總體規劃，與資本家對於空間營造的投資想像，認為現代化的西安
城不單沒有如同政府所宣稱的，發揚歷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反將傳統歷史文化作為資本挪用，根
本目標依然是區域經濟的發展。在空間的表徵與想像的辯證過程中，歷史文化無法成為都市的光
韻（aura）與地方感意義的核心，具體表現在仿古建築與歷史迪士尼樂園化的空間實踐上。若以
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觀點出發，都市要再現的，不是表現在硬體建設的仿古建築上，更重要的空間
中豐富的歷史意蘊，並具體表現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透過空間形成論述，讓空間自身發言，透
過空間歷史深度的挖掘與意義建構，才能真正復興西安的歷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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