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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轻社群为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行动规划研究

□　左　进，孟　蕾，李　晨，邱　爽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建设逐渐转向增存并行的城市经营。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
文章以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为对象，剖析“产业导向”模式的传统社区更新的症结，通过厦门与台北社区营造实践的
对比，提出“社群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的重要价值；以共同体的构建为目标，以年轻社群的聚集为引擎，通过中介者的
参与式介入，拓展社群与社区网络，引导社区产业不断生长与发展，探索“社群导向”下传统社区共同缔造的创新模式与微
更新的行动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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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conomic normality, China’s cities are transforming from construction to management. 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urban renewal. The paper take the old communities after th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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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逐步由增量扩张的主导方式向做
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同步结合的战略转变，城市发展逐
渐向社区更新、小尺度渐进的方向转变 [1]。目前学界
已有许多从空间、文化和产业等角度着手的社区微更
新研究，如以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为突破口，推动
建成环境的物质条件提升和社区成员的情感融合，将
居民的社区建设成为一个有场所认同感、有人文关怀
的“大家庭”[2]；将文化创意应用到社区文化建设中，
通过地方文化、传统工艺产业文化的再生和应用，以

生活美学创意带动社区产业转型 [3]；通过提升产业等
措施，推动社区的全面改造，强化民众主动参与公共
事务的意识，建立自主运作且永续经营的社区营造模
式 [4]。基于文化、旅游、商业和创意等多元功能的视角，
将一批老旧社区建设成为“百姓宜居区、文化展示区
和都市旅游区”[5]。

随着“退二进三”“退二优三”发展政策的推进，
工业生产从中心城区逐步外迁，城市中心区的工业
厂房、货运港口码头等逐渐被废弃，原有的依托工
业生产所建立的社区网络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
产业衰落后的传统社区往往面临如下的困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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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突围：“社群导向”的传统社区

更新

相较于以“产业导向”为核心的
更新模式强调“以产业为本”不同，以
社群为导向的更新模式则更强调“以人
为本”，更加具有灵活性与实效性。从
灵活性方面看，社区产业的引入是在社
群交互作用下自主生长出来的，在此模
式下，产业不再是预先判定的目标集合
体，而是随着社群的变迁不断生长、变
化的内生变量，产业是由社区的发展决
定的，而不是产业决定社区的发展蓝图。
从实效性方面看，“社群导向”的更新
模式以目标社群作为突破口，牢牢吸引
目标社群，使其持续推动整个更新过程，
并基于社群与社区的交互作用和交往行
为，激活失落空间、拉动商业需求、培
育壮大产业。同时，社群的集聚是一个
“报酬递增”的过程，只要跨过初期的
门槛规模，社区所能吸引到的目标社群
数量将以递增的加速度快速增长。社群
数量的扩大，有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
会网络体系，为后续的社区活动设计、
议题策划等开辟巨大的施展空间。

2“社群导向”的传统社区微更新

行动规划研究

2.1目标：共同体的构建

滕尼斯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
他认为共同体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
和文化等自然形成的人类结合体 [10]。在
对共同体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中，美国芝
加哥学派的学者帕克认为“被接受的共
同体本质特征包括：一是按区域组织起
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
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三是社
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10]。在人类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
过程中，传统产业逐步走向衰落，人们
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原
本依附于传统产业所建立的社会网络走
向破裂。因此，以“社群导向”为核心
的传统社区更新，其根本目标是建设社

类型混杂低端，社区居民收入微薄；房
屋产权错综复杂，社区更新严重迟滞；
环境设施亟待改善，社区人文环境亟待
保护。

2017 年 12 月 1 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发布了 15 个城市的老旧社区改造
试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应用“共
同缔造”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6]。产业衰落后的传统
社区往往居住、商业和产业功能混合，
如厦门沙坡尾社区中的港、场、街、坊
四大片区涵盖了环境空间、工业建筑、
传统商业街和老旧生活社区等不同的功
能空间 ( 图 1)，其“高值低价”的闲置
空间 ( 以工业厂房为主，也包括空置的
公房、住宅等 ) 为传统社区微更新提供
了重要的低成本空间载体，同时复合的
社区人群与空间环境、优良的区位条件
等也为社区活力的再生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基础。

本文以传统产业外迁后的老旧社区
为研究对象，首先剖析“产业导向”模
式下传统社区更新的症结，通过台北玖
楼、南机拌饭与厦门沙坡尾等多个社区
营造实践的对比，提出在“社群导向”下，
以“共同体”的构建为目标，以年轻社
群的活力聚集为引擎，通过中介者的参
与式介入，不断拓展社群与社区网络；
其次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社区
产业不断生长与发展，促进中介者、社
群与社区居民等多角色的互惠与相互转

化；最后探索传统社区微更新的行动规
划路径与策略，研究“共谋、共建、共管、
共享”的传统社区有机更新的创新模式。

1陷阱与突围

1.1陷阱：“产业导向”的传统社区

更新

以往针对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
区更新实践多以“产业导入带动社区发
展”，通过对社区的历史、区位和现状
条件的分析，确定引入的产业类别，以
此作为传统社区更新的落脚点。在以往
的探索中多是将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营
造融合 [7]、基于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打
造具有文化展示、教育学习与观光休闲
功能的文化特色创意社区等 [8-9]，为传
统社区更新与产业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很
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但是，以“产业导向”为核心的传
统社区更新往往具有“见产业不见人群”
的逻辑硬伤，人群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产
业引入的媒介作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产业是社区更新的最终成果与现象，而
不是更新的落脚点与实际抓手。在社区
更新之初，锁定产业类型，不利于社区
未来产业的灵活选择与变迁，亦不利于
社区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而且有“舍社
区之本，逐产业之末”的风险，存在着
巨大的陷阱。因此，传统社区更新应谨
慎考虑是否选择“产业导向”的更新模式。

图 1 沙坡尾社区的多元功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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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共同体，通过目标社群的逐步引入，
引导产业不断生长与发展，通过建立居
民、社群和中介者等多角色之间的互助
互惠网络，加强在地居民与外来者对社
区的认同感与责任感，实现传统社区更
新的有机生长 ( 图 2)。

2.2引擎：年轻社群的选择

传统社区更新由在社区中发生的一
系列活动、议题和事件组成。在“社群
导向”更新模式下，其目标社群是指组
织、加入且最终构成这些行动事件同时
最先进驻社区进行搅动的特定人群。目
标社群的确定是更新战略设想与愿景实
现的重要前提，其选择是极其重要的“战
略抉择”。任何传统社区的更新都需要
在原本衰落的空间“肌体”中重新注入
鲜活“血液”，年轻社群因其独有的朝气、
社区交往活力以及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
成为社区更新的目标社群。从灵活性看，
年轻社群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社区
的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与新鲜感，而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与新鲜感为社区自由
生长提供了机会；从实效性看，年轻社
群的集聚递增效应突出，同时也是各类
媒介争先追逐的对象，他们具备的巨大
能量使其成为传统社区更新启动的“发
动机”。

厦门沙坡尾传统社区致力于吸引
年轻社群，并以此为目标导向建设沙坡
尾艺术西区。其运营团队以活跃在网络
社区上的都市青年和年轻家庭为主要受
众，积极引入符合年轻人群喜好的业态，
补充年轻人喜欢的内容，提出“为城市
生活提供年轻态度”的运营理念。沙坡
尾运营团队利用其掌握的片区内物业资
源，对入驻业态进行引导，以符合年轻
社群的性格为考核目标，使沙坡尾成为
年轻社群活动、消费与交往的创意场域，
并将年轻社群的交互能量渗透进社区，
以议题、事件和活动的形式促进年轻社
群与社区的交互融合。台北的玖楼①针
对无法负担高昂房价的年轻人，以传统
社区旧公寓作为空间载体，打造共享公

寓，让年轻人住进富有生命力的空间，
形成社区中生机勃勃的共生聚落，改变
一般大众对于台北传统社区的想象。玖
楼通过这种共居文化与价值观撑起年轻
人的期待和彷徨，而年轻社群也促进了
社区意识形态的转变。

2.3行动：社群与社区的交互融合

2.3.1聚集：年轻社群的进驻

传统社区更新作为一个长期的行动
过程，必然拥有某种价值取向，而这个
价值取向将决定其工作目标、原则、方
式与结果 [11]。年轻社群进驻社区的过
程是与社区建立信任感和发挥价值的过
程。年轻社群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及其
可以为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是甄选
年轻社群进驻社区的关键条件。

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区存在大
量空置的工业建筑，工业建筑一般结构
坚固、体量庞大、内部空间空旷灵活，
易于分割与重组，具有改造再利用的独
享优势 [12-14]。此外，工业建筑产权相
对简单，其再利用的低成本也为年轻社
群进驻社区提供了空间介质。厦门沙坡
尾作为典型的传统产业衰落后的老旧社
区，在更新初期，以空置厂房的盘活为
契机，在空置的冷冻厂冻库的特别空间
(10　cm 厚的钢门、良好的隔音效果、宽
敞的内部空间 ) 中引入 Live House 音乐
社群，把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集起来，
诞生了厦门第一家专业的音乐演出现场
　—“Real Live”。Real Live 的开幕，

在厦门年轻社群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大量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
沙坡尾，从而凝聚了沙坡尾第一批固定
的目标社群。多次造访台北松山文创园
区②的国际创意城市先驱查尔斯·兰德
利 (Charles Landry) 曾说“松烟老厂房
美极了，不过，走进园区却感受不到创
意与生命力”。他指出，松山文创园区
需要创造人才聚集的环境，通过良好的
规划吸引年轻创业者，让年轻人进驻老
建筑，让创意青年推动城市基底的改变；
同时，可连接具有强烈的议题性与组织
工作能力的创意社群网络，以议题、活
动等互动形式为周边社区的居民提供一
个可以放松舒压、体验慢生活的好场所。

2.3.2拓展：社群与社区网络的建立

年轻社群具有积极获取资源的自主
优势，但单一社群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在
年轻社群高流动性的影响下具有极大的
不稳定性。传统社区更新的拓展阶段需
要第三方角色—中介者③来连接多元
社群与社区，协调年轻社群与社区的交
互作用，以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带动传
统社区的转型与复兴。不同的年轻社群
有不同的性格与在地养分，中介者参与
介入的过程，需要以年轻社群的推动力
为引擎，以议题、事件和活动等方式逐
步向社区渗透，通过生活与现场的共存、
年轻社群的持续推动力，为社区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建立其与在地社群、社区
之间的互动关系，增加社群多样性，建
立社区与社群的互动网络，形成“共谋、

图 2 社区共同体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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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价值观

年轻社群的进驻

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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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与社区网络建立

生长

认同价值观

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社区共同体

中介者、社群与社区角色的相互转化



40

共建、共管、共享”的社区共同体。
沙坡尾艺术西区的音乐社群对社区

的正向刺激让沙坡尾运营团队更加确认
“社群导向”的更新理念，以音乐社群
的号召力为引擎，艺术西区形成了与社
区紧密相关的多元社群网络：面向年轻
家庭和都市白领的艺术工作室，每周固
定举办公益教学活动；面向 90 后群体
的滑板场，亦成为在地儿童的游乐场所；
面向各类人群的沙坡尾市集，抓住了厦

门本地的年轻原创资源，使创意市集有
了社区的温度 ( 图 3)。同时，沙坡尾艺
术西区不再是潮流的小圈子，周边的居
民也开始自发使用空间、参加活动，在
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积累了公共生活的
参与经验。

开展社区议题的目的在于以年轻社
群进入社区为契机，引导在地居民挖掘
社区特性，寻找共同体的搭建与运作方
式。南机拌饭④位于台北万华地区，是

由年轻人发起，通过与“芒草心”“人
生百味”“梦想城乡”等年轻社群合作，
建立、经营社区共享经济实验基地。其
以社区厨房、互助修理站和在地市集等
常态性活动为主线，藉由展售书籍、举
办交流会和发展旧物共享平台等，提出
社区议题，创造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
群之间的沟通机会。台北的玖楼则通过
空间的共享，推动“青银共居”计划的
实施，让刚刚毕业无法承担昂贵房价的
年轻人住进在地老人家的闲置房屋，通
过年轻社群与在地银发族群的共居共
生、友善互动，打造了一个不同世代在
同一个地方分享彼此的社区网络，在高
龄化的社会趋势下，以共同看护的方式，
建立年轻社群与在地老年人群的共居共
生网络。

当社区与社群的多元网络关系建立
之后，社群、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责
任感的建立使社区具备了“自生长”的
能力，诸多事件、话题和关系在社区内
自然发生。这一阶段，中介者基于社区
共同的价值观对社区、社群的行动进行
引导，使社区在生长过程中进行自我的
淘汰和选择。

2.3.3生长：中介者、社群与社区居民

等多角色的相互转化

中介者、社群的构成是持续更新的，
其中最具生命力的更新是与社区角色之
间的相互转化，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 中介者、社群向社区居民的角色
转化。中介者、社群在推动社区微更新
的同时，留在社区生活、工作，成为社
区的一份子，以在地的身份持续推动社
区有机更新。沙坡尾年轻社群通过众筹
等多种方式进驻传统社区内的沿街店铺，
成为社区生活的一份子，以复合业态的
形式把社区居民感兴趣的事物叠加到一
起，为社区提供有趣的服务，通过实际
的空间利用与在地居民的生活共存，向
社区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能量 ( 图 4)。

(2) 社区居民向中介者转化。在传
统社区微更新的过程中，原住居民的社

图 4 沙坡尾社区创意小店
资料来源：http://you.ctrip.com/travels/gulangyu120058/2257236.html。

图 5 “社群导向”下传统社区微更新的行动主体间的关系

活力引擎

共生网络

中介者

持续更新

社区共同体

年轻社群 社区

中介者

年轻社群 社区
互动

共生

议题、事

件、活动

年轻社群

图 3 沙坡尾市集
资料来源：http://www.sohu.com/a/196991088_5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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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意识和积极性逐渐增强，成为赋权人，
继续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互作用，通过
在地的互助共生凝结社区网络。南机拌
饭在建立居民互助网络的同时，通过多
方发展，使部分原住居民从最初单纯参
与工作坊，变成固定到场服务，成为中
介者的重要部分。未来南机拌饭将以共
同经营的方式分配社员的劳动，社员将
成为未来发展规划的决策者。

(3) 年轻社群向中介者转化。年轻
社群通过培养和挖掘追随者，去观察、
鼓励他们来帮助社区做事。原本的单一
社群变成了以年轻社群为核心的多中心
社群网络，更加多元的议题、事件和活
动在社区发生，增加了居民、社群的交
互机会，为构建更具生命力的社区共同
体提供介质 ( 图 5)。

3结语

“产业导向”下的传统社区更新
模式因其“见产业而不见人群”的固有
缺陷，不仅不利于社区未来产业的灵活
选择与变迁，还使其实践的失败风险增
高。相较而言，“社群导向”下的传统
社区更新模式在灵活性与实效性两个方
面都更胜一筹。从灵活性方面看，社区
未来的产业引入是为吸引目标人群所服
务的，或者说，是在这些人群的相互作
用下自发生长出来的。从实效性方面看，
“社群导向”更新模式可以实现人群的
快速集聚，为后续的活动设计、事件策
划等开辟巨大的施展空间，从而大大降
低社区更新的失败几率。

“社群导向”下的传统社区微更新，
以年轻社群为突破口，通过社群、中介
者的参与式介入，引导社区产业不断地
生长与发展，通过活动、议题和事件等
构建社区交互网络，促进社群、中介者
与社区居民等多角色的相互转化，保持
社群、社区活力，从而构建社区共同体，
探索“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传
统社区微更新的创新模式。

(“厦门传统社区更新行动规划研

究—以沙坡尾为例”获得 2013 年度全

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项目组主要

成员包括黄晶涛、左进、张娜、苏薇等。)

[注　释 ]

①玖楼团队的平均年龄约为 26岁，致力于

推动台北共生公寓发展，从“异乡人”的

角度出发，为在外打拼的游子营造有温度

的生活体验；通过整理改造台北的闲置公

寓，挑选偏好参与社群活动的室友，提供

优美环境和各式各样的活动，打造台北共

生文化。

②松山文创园区原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松山

烟草工场，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藉由“软

实力创新”“社群网络链接”“品牌价值经

营”“人才养成”，以构建“台北市原创

基地”为目标，培养原创人才及原创力。

③中介者指除政府、居民以外的所有力量，

可包含社区委员会、专业设计团队 (建筑

师、景观建筑师、环保人士、都市计划人

员 )、运营团队、社区规划师、企业和基

金会等。中介者在社群与社区之间扮演良

好的平台角色，与社区、社群一同持续接

受讯息，适当调整改变，通过双向的链接，

不断扩张累积的能量。

④南机拌饭位于台北万华南机场老社区的地

下室，聚集一群人进行交流合作，主要开

展以下活动：经营社群基地与协力社区发

展，开办社区厨房与在地市集；对旧物与

剩食进行再生，分享劳动与理念。

[参考文献 ]

[1] 余颖，曹春霞．城市社区规划和管理创

新[J]．规划师，2013(3)：5-10．

[2]马宏，应孔进．社区空间微更新—上

海城市有机更新背景下社区营造路径

的探索 [J]．时代建筑，2016(4)：10-

17．

[3] 林晓红．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互动

发展模式探析[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16(2)：7-11．

[4]刘东兰．台湾省彰化县社区营造的经验及

启示[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1(4)：

37-40．

[5] 黄瓴，王思佳，林森．“区域联动＋触

媒营造”总体思路下的城市社区更新实

证研究—以重庆渝中区学田湾片区为

例[J]．住区，2017(2)：140-147．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15个城市试点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EB/OL]．http://

news.sina.com.cn/o/2017-12-01/doc-

ifyphtze3311545.shtml．2017-12-01．

[7] 洪暖珍，许艺娜．社区营造视角下厦门

曾厝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思考—

以台湾永安社区建设经验为借鉴 [J]．

台湾农业探索，2017(4)：31-33．

[8]严铮．挖掘文化底蕴、打造特色社区—

“有机更新”理念下的傅厚岗社区更新

规划刍议 [J]．中外建筑，2013(9)：

84-87．

[9] 姚健，白雪．台湾创意社区营造中空

间构建与优化探究—以台湾车埕社

区改造设计为例 [J]．艺术设计研究，

2015(4)：90-93．

[10] 高亚芹．“共同体”概念的学术演进

与社区共同体的重构 [J]．文化学刊，

2013(3)：50-56．

[11] 刘艳丽，张金荃，张美亮．我国城市

社区规划的编制模式和实施方式 [J]．

规划师，2014(1)：88-93．

[12] 赵军龙．工业建筑遗存有机更新方法

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0．

[13] 唐莲，丁沃沃．基于传统街区更新的

城市设计 [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4): 7-12．

[14]李论，刘刊．德国鲁尔区工业遗产的“博

物馆式更新”策略研究 [J]．西部人居

环境学刊，2017(4)：91-95．

[ 收稿日期 ]2017-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