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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与韧性城市社区相关的研究文献中，适应性是经常使用的术语，它不仅描述了一个社区对于可能导致

不良后果的扰动的抵抗或吸收能力，也包括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能力，这些变化往往为社区带来成长、发展、创

新与变革的机会。因此，适应性常被视为社区韧性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对于“什么是韧性城市社

区适应性的本质”尚且没有清楚的阐述。旨在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补充这一理论的不足：韧性城市社区适应性

的关键特征是什么？社区韧性应如何通过构建适应性来实现？从城市社区目前面临的挑战出发，基于对韧性城

市社区本质及关键特征的分析，构建城市社区韧性与适应性概念模型。该模型以适应性为核心，以环境支撑、

空间可变、以人为本作为解读城市社区适应性的 3 个维度，指出：遵循城市社区独特的地脉文脉特征；满足城

市社区中变化的环境需求与空间的偏好；尊重居民的权利与建议的城市社区是体现适应性的韧性社区，并以此

作为 3 个原则指导韧性城市社区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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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on resilient urban communities, adaptability is a frequently used term that describes a 

community’s capability to resist and/or absorb disturbances that may otherwise lead to undesirable ramifications, 

and embrace the associated changes as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development, novelty, and innovation. As such, 

adaptability is often regarded as a sine qua n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However, it is unclear in the literature 

what exactly adaptability compris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silient urban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bridge 

this knowledge gap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are the key adaptive attributes of a resilient 

urban community? Standing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urban communities, this paper builds a conceptual 

model for interpreting urban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key 

characteristics of resilient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model, adaptability is the core, interpreting by the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context dependence, space allocation and human centricity, which are also three principles 

to guid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silient urban community. It proposes that the urban communities which 

follow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leylines and cultural context, meet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al needs and spatial 

preferences, and respect the residents’ rights and suggestions are resilient communities that express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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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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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1.1  城市社区韧性及适应性的研究现状

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韧性”愈发成为

城市主动应对风险与灾害的关键能力。作为一

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城市整体韧性通过内

部各个子系统韧性的累积、传递与协同作用共

同表达出来 [1]。可以说，构建城市社会生态系

统内部各部分的韧性，是实现宏观尺度下城市

韧性的微观途径，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入点

与落脚点。城市社区从空间角度来讲是人们居

住、生活的重要功能性空间单元，从管理角度

来讲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的良好

管理对城市整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因此，

城市社区被视为“城市减灾的基本单元”[3]，

构建社区韧性在城市空间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 [4]。在对韧性城市社区进行研究的文献中，

韧性被定义为系统的适应能力，即适应性。显

然，对于韧性来说，适应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条件，它不仅描述了一个社区对于可能导致不

良后果的扰动的抵抗或吸收能力，也包括一系

列相应的变化能力，这些变化往往为社区带来

成长、发展、创新与变革的机会 [5-8]。也就是说，

一个具有韧性的城市社区必须是一个具有适应

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学者们对于适应性的概念

及其与社区韧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3 种不同的

观点：1）适应性是社区韧性的一个重要属性。

Cutter 提出，适应性作为韧性的一种特性，意

味着系统在对灾难做出反应过程中的灵活性，

且这种特性能够被应用于城市社区的基础设施

体系、管理体系、社会体系和经济体系当中 [6]；

2）适应性是社区韧性的一种突出的绩效表现

或特征表现。Folke 认为，适应性代表了系统

调整以响应不断变化的外部因素与内部过程的

能力，并保持在当前的稳定域中持续发展。一

个有适应能力的城市社区应具有将经验与知识

结合的学习能力，从而构建社区韧性 [9]。3）适

应性是实现社区韧性的主要路径。Walker 认为

适应性与韧性相互补充，而适应性是社会生态

系统中各个组分对于整体韧性的影响能力，因

此人们可以通过控制局部的适应性来管理并调

节整体的韧性 [8]。Berkes 和 Ross 对社区韧性的

定义关注于面对变化时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其

观点认为，韧性是系统持续变化与适应但始终

保持在一定阈值之内的能力 [5]。

1.2  城市社区韧性及适应性研究中的问题

在已有研究中，许多文献在城市社区的

语境下将适应性与韧性 2 个概念相提并论，试

图厘清二者间的关系，找出适应性对于韧性

城市社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回答“社

区韧性应如何通过构建适应性来实现？”这

一核心问题。从以上文献的观点可知，一方面，

可以看出构建社区韧性与培养城市社区的适

应能力密不可分，因为适应性是社区韧性的

重要属性、核心特征和主要实现路径。然而，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上述文献仅宽泛地指出

了适应性与韧性二者间的关联，却并未明确

地阐明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 [6]。此外，

文献中对于韧性城市社区语境下适应性的具

体构成研究不足，因此使城市社区具有适应

性的具体路径仍不确定。可见，在作为特征

和实现路径的适应性与作为目标和结果的城

市社区韧性之间，存在一个需要补充的理论，

这便成为本文作者主要的研究问题。

2  城市社区面临的挑战与关键特征
2.1  城市社区发展中的挑战

城市尺度上全面韧性的实现依赖于城市

社区层面具体韧性的累积和传递。面对城市

化、现代化、商业化等冲击与气候变化的不

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城市社区在以下几方

面存在的挑战为韧性城市社区的构建带来很

大影响。

1）社区与城市文脉割裂。对于新建社区

来讲，由开发商承包地块进行独立经营的居住

区建设方式，往往在社区的规划上独善其身，

并不考虑社区空间与当地自然及人文背景之

间的关系；用地红线与住区围墙割裂了社区

与周边城市环境在视觉、生态、文化、交通

等方面的联系，造成了城市肌理中社区空间

的碎片化与孤岛化，导致新建社区无法作为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韧

性的功能。

2）社区空间与设施脆弱。中国的城市经

过多年发展已存在很多老旧社区 [10]，社区内

部基础设施趋于老化，乱搭乱建、乱摆乱放

等空间侵占现象屡见不鲜；很多老旧社区内

部缺少消防通道、逃生路线、避难据点等必

要的防灾空间与设施，公共空间及开放绿地

面积也不充足。社区空间与设施类型的缺失、

功能的不健全、布局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老

旧社区的环境韧性严重不足。

3）社区教育缺失与社区人口老龄化。不

论对于中国新建社区还是老旧社区来说，目

前都已经初步呈现老龄化特征 [10]，社区活力

有待提升；加之大多数社区适老化设施不足，

进一步限制了以老龄化居民为主的公众参与

和邻里活动，导致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不健全，

社会韧性亟待加强。同时，社区在防灾教育

方面的欠缺使居民在面临突发风险和灾害时，

往往由于掌握的防灾避灾知识过少而无法及

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实际行动能力低下，

体现了社区管理韧性与个体韧性的低下 [10]。

2.2  城市社区的关键特征

城市社区面对风险与灾害的适应性来源

于也根植于城市社区的特征，明确城市社区

特征是构建韧性的前提，也是对城市社区适

应性进行解读的依据。

1）城市社区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

的社会生态系统 [11-12]。城市社区可以被视为一

个由社区居民与社区生态环境共同组成，即

由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彼此耦合、相互依存

并协同进化的社会生态系统 [5]。作为一个复杂、

多样的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社区在发展演进

的过程中必然时刻伴随着难以预测的变化和

不可避免的问题 [12]。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动态

性使城市社区能够通过适应各种变化与干扰

获得自我平衡与自我更新的动力，从而形成

系统的韧性。

2）每一个城市社区都有其独特的物理特

征和发展历史 [5, 12-14]。作为城市整体社会生态

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社区与本地环境呈现

出强烈的文化附属性和资源依赖性 [15]，并体

现为社会性联系（social bonds）与资源的纽带

（resource ties）[16]。在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

城市环境任何的改变都会引起社区内部的连

锁反应，并在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

文化等各个方面留下变化的线索与痕迹 [17]。

虽然城市社区无法控制所有与其相关联的物

质或非物质要素，但仍然能够通过改变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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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来获得更强的社区韧性 [5]。

3）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的本

质是具有功能性和形态特征的空间 [18]。作为

行使居住功能且完整、独立的系统单元 [19]，

城市社区的建设需要基于一定范围与规模的

地理空间。总体空间的面积、形状、区位以

及内部空间的布局、结构、数量等，是影响

并决定社区景观视觉形象、绿色生态环境、

居民行为心理等方面特征的关键，也是韧性

得以表达与最终落实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

社区空间的演变反映了城市社区对变化的环

境与需求的适应。

4）社区中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关系

圈，其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都享有最终的决

定权 [14, 20]。社区居民不但是社区服务与福祉的

享受者，也是建设、管理、改善社区的参与者。

基于社区居民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受教

育程度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在对社区建设与

发展愿景上的一致性，可将来自社区个人的能

力、技能和知识以及来自社区群体的组织力、

培训力和领导力视为一种可被开发和利用的

人力资源 [21]，作为社区韧性的重要来源和提

升韧性的可利用资源之一 [22] 以及社区韧性的

研究主体 [19]。

基于城市社区上述关键特征，以适应性

为韧性的核心，在遵循城市社区独特的自然

及人文文脉、满足社区中变化的空间需求与

偏好、尊重居民的权利并重视其能动性的前

提下，探索解读城市社区适应性及构建城市

韧性的全面维度。

3  城市社区韧性的核心特征与3个维度
基于城市社区的本质，即体现出多样性、

动态性和适应性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及城市社

区具有独特的自然及人文文脉，需要满足社区

中变化的空间需求与偏好，并尊重和重视居民

权利和能动性这几方面关键特征。本文作者将

城市社区韧性特征的表达层面分为结构与功

能、操作与运行 2 类。其中，前者的表达载体

包括空间格局与环境构件，通过对形式、功能、

类型、数量、区位、布局等韧性指标的描述，

分析并解读城市社区作为具有空间性的生态

环境所体现的韧性；后者的表达载体包括服

务体系与管理体系，通过对途径、技术、机制、

动机、活动等韧性指标的描述，分析并解读

城市社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社会网络所体现

的韧性。通过明确城市社区在这 4 个方面的韧

性特征及其表达方式，总结解读韧性与适应

性的维度，并作为具体落实适应性并实现社

区韧性的载体（图 1）。

3.1  适应性作为城市社区韧性的核心特征

适应性是构建韧性城市社区的核心，主

要体现在结构与功能以及操作与运行 2 个层

面。1）城市社区结构与功能的适应性，体现

为城市社区空间格局与环境构件在以下两方

面的能力：一是在调整结构以适应新的环境

方面的能力，二是在转换功能以满足新的需

求方面的能力；2）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与管理

体系的适应性，体现于通过提供不同的选择

以扩大服务群体并通过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加

强风险中的合作等方面。为了实现适应性这

一核心概念在城市社区中的落实，并基于城

市社区本身的特征，本文作者提出 3 个维度，

即适应性的 3 个关键特征：环境（作为）支撑、

空间可变、以人为本，用以解读城市社区适

应性的本质、表现与实现路径。

3.2  解读城市社区适应性的 3 个维度

1）环境支撑是适应性存在的基础。韧

性系统具有可变性，也有其变化范围，即弹

性限度。可变性处于弹性限度内的系统才是

能够通过变化和适应表现出韧性的系统 [5]。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社区是城市嵌套体

的一部分，受到来自环境背景中各种要素的

影响。这些背景要素在城市社区的规划设计

中发挥着过滤与筛选的作用 [23]，从而形成了

对城市社区系统可变范围的限定，同时也揭

示出构建韧性须依赖的条件、资源和途径 [15]。

将背景环境纳入城市社区规划设计的考量

中，可以为城市社区赋予宝贵的独特性，如：

社区文化的多样性、材料与技艺的地方性、

气候和地形的适应性等。因此，城市社区所

处的自然环境背景（气候、地形、水文、土

壤、植被、风速、日照等）与人文环境背景（人

口结构、地方文化、传统习俗、政治环境、

经济水平等）是社区适应性形成的基础与先

决条件。

2）空间多样是适应性实施的途径。城

市社区的本质是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社会系统

相互作用的整体，由一系列有形空间构成 [6]。

社区空间的多样性源于社区内的空间或场地

以及场地内限定了空间的环境构件，具有随

着背景环境的特征性变化的能力，例如根据

需求在位置、结构、面积、形状或功能等方

面做出调整 [24]，从而使社区系统具有结构和

功能层面上的多样化选择。不再随着规划与

设计方案的敲定便被一锤定音，遵循空间多

样性原则的城市社区从一个整体化的恒定常

量，转化为空间与构件等各个部分都具备多

种可能性的可控变量，从而使整个社区获得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适应性 [25]。这一原

则的具体实现途径包括：设置可移动的空间

边界、易更换的场地材料、多样化的功能配

置方案、多功能环境构件的使用、冗余韧性

资源（如员工、设施、空间等）的预留等 [26]。

3）以人为本是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

绩效表现。社区中构建的韧性表现为一种集

体或集合的韧性 [26]，其结果是给社区所有成

员带来福祉；同时，它的实现依赖于社区成

员的共同行动，包括居民的需求与行为以及

管理者的决策与目标。因此，人们的动机、

参与和意见便成为社区进行适应的依据和源

头，因为它们在 2 个方面对社区操作层面的

适应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社区公共服务及管

理机制。技术手段与多样化的服务动机，为

满足多种需求提供了机会；积极的公众参与

管理，能够带来良性的多边合作关系；充足

且即时的意见收集和听取，保证了管理与维

护过程中灵敏的反馈机制。遵循以人为本的

原则，包容动机、鼓励参与、听取意见等策

略提高了公共服务与管理的绩效；而高绩效

的社区服务与管理则通过增强社区操作层面

的适应性，赋予了社区集体的韧性 [22]。

4  城市社区韧性构建与适应性解读的

概念模型
以城市社区为出发点，以城市社区的本

质与特征为基础，围绕社区韧性在结构与功

能以及操作与运行 2 个层面的表现，并通过

空间格局、环境构件、服务体系及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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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方面对社区适应性的描述，这一概念模

型展示了 3 个维度与城市社区本质和特征之

间的紧密联系，并展示了框架中 3 个维度之

间及其与“适应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关系。

首先，应明确适应性是使城市社区具有韧性

的关键属性，它可以通过对社区空间格局与

环境构件的规划设计，以及对服务与管理体

系的调控优化等途径实现（图 2）；其次，

在实施的过程中要保证在以下 3 个维度之下

进行：1）环境支撑维度，无论是对于社区的

规划设计还是管理调控，都应基于城市社区

在地脉与文脉等方面的独特性，这一维度是

适应性实现的背景基础；2）空间可变维度，

保证空间及其构件在功能、类型、分布、可

达性等方面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是进行社区

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这一维度是适应性落

实的具体操作途径；3）以人为本维度，关注

居民的真实需求并将社区的人力资源视为构

建社区韧性的可开发利用资源，是进行社区

管理与调控的关键原则，基于城市社区具有

的社会性特征，这一维度为适应性的增强带

来了有效指导。

5  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

具有不同空间尺度和独特地方特征的复杂社

会生态系统，一个城市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

各种灾害和风险的抵御 [1]。在这种情况下，

适应性被视为城市社区这一多样化、动态化

社会生态系统实现韧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在

已有文献中，对于社区适应性和社区韧性之

间的关系，以及社区适应性在构建社区韧性

中的角色并没有清晰的阐述。为了弥补这一

理论不足，1）文章分析了城市社区在目前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几方面挑战：社区与城市

文脉割裂、社区空间与设施脆弱、社区教育

缺失与社区人口老龄化，这些挑战揭示了城

市社区在环境韧性、社会韧性、管理韧性及

个体韧性的缺乏。2）文章指明了城市社区

的本质和特征，即城市社区是一个具有多样

性和动态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每一个城市社

区都有其独特的物理特征和发展历史；作为

城市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的本质是具有功

能性和形态特征的空间；社区中的人们形成

了一个紧密的关系圈，其中的各个利益相关

者都享有最终的决定权。3）作者将韧性城

市社区在空间格局、环境构件、服务体系和

管理体系 4 个方面所体现出的核心特征定义

为适应性，并由以下 3 个维度对于“什么是

韧性城市社区适应性的本质”这一研究问题

进行了解读：1）环境支撑维度，韧性城市

社区适应性的背景基础是遵循城市社区独特

的地脉与文脉特征；2）空间可变维度，韧

性城市社区适应性的实现途径是满足城市社

区中变化的环境需求与空间的偏好；3）以

人为本维度，韧性城市社区适应性的绩效表

达需通过尊重居民的权利与建议。从而构建

起城市社区韧性构建与适应性解读的概念模

型。与其他韧性城市社区的理论或实践框架

相比，这一框架不仅能够作为理论层面理解

城市社区适应性本质的着手点，同时也能够

成为实践层面实施具体韧性的行动点。城市

社区韧性的构建是不同尺度上城市韧性规划

的基础，因此应作为未来建设韧性城市的起

始点与关键环节，这也是在城市社区语境下

明确适应性的概念与特征是至关重要且十分

必要的原因。

由于“韧性”这一概念来源于其他学科，

学科背景的差异性和本身具有的抽象内涵为

在城市社区语境下理解韧性及适应性增加了

难度。本文作者以城市社区实践为例，在社

区尺度对适应性的特征、表现和构成进行了

探讨。然而，虽然实现宏观尺度上的城市韧

性需要从城市社区等微观路径着手，但并不

意味着微观尺度上韧性的实现必然带来更大

2

1

1 基于城市社区特征的韧性表达、解读与落实层面
The aspects of performance, interpretat 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munity

2 城市社区韧性构建与适应性解读概念模型
The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and 

adaptability interpret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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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的整体韧性，毕竟韧性特征的表达并

非简单的加和效果。因此，在实现微观尺度

的韧性的基础上，仍需对韧性的累积与传递

机制进行研究。此外，对于构建城市社区这

一尺度的韧性，仍需进一步讨论如何将这一

理论框架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途径与实施

策略，从而通过培养城市社区适应性来逐步

构建城市的整体韧性。考虑到韧性的核心在

于系统在结构与功能层面固有的适应能力以

及通过操作与运行层面从外界获得的适应性，

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社区建成环境和运行系

统在多时空尺度上进行有目的性的组织和

调控 [27]。通过适应性规划设计和决策管理 [28]，

城市在社区尺度的韧性便得以落实。

注释：
图 1、图 2 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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