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第 01 期
总第 175 期

福 建 建 筑
Fujian Architecture ＆ Construction

No01·2013
Vol·175

从社会资本培育视角论社区规划的理念创新

———从孤独的保龄球客( Bowling Alone) 说起
郑 宸

(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从普特南的文章入手，解析了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并详细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和与城市发展及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

在市场化条件下其对于城市与社区发展重要意义。同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了新城市主义等社区规划模式的缺陷，探讨了城市社

区规划的相关特点。最后，与传统社区规划模式进行对比，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论述创新社区规划的理念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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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is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Putenam’s article，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ocial capit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grow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Then，reflect the defects of the community planning like New Urbanism，dis-
cus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ity community planning. Last，talk about the idea and way of how to innovate the community planning by contrasting with the tradi-
tional community planning mode，with the view of cultivation the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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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曾经热闹的保龄球馆现在却变得冷清起来，并不是因为客

人减少了。其实在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比周日去教堂的还多，

只是人们不再成群结伴一起去打球。由于缺少会员，保龄球协

会和社团都被迫解散，并且也威胁到了保龄球馆的生计———因

为单独来打球的人通常不会购买啤酒和披萨，而这正是保龄球

馆赚钱的方式。虽然只是打球的方式变了，但是如涟漪一般扩

散的影响却最终深刻的改变了美国社会。
这是美国学者普特南( putenam 1995) 《孤独的保龄球客

( Bowling Alone) 》中所描述的场景，讲述了由于美国市民对于

社会活动热情的减少，社区事务的参与人数下降，导致社会资

本的日益衰减，这一现象对美国社会乃至政治经济结构都产生

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从社

会资本视角分析探讨美国当前社区问题的思路引起了广泛关

注与讨论。
以新城市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社区改造与复兴政策，虽然

极大改善了社区物质环境，但却无力阻止往日和睦的邻里关系

被冰冷的门禁所取代，人们的关系变得工具化和商品化( Gold
1985) 。而隔离社区的盛行，显示出当代社会财富与恐惧感正

同步上升，围墙与监视虽然保护了社区内部的安全，但是却同

时剥夺了人们的隐私和交往的欲望。因此，如何复苏业已萎缩

的社区活力，建设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当前社区发展政策需要

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并社区规划的角

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1 社会资本的理论认知
1. 1 概念阐释

“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最先在西方社

会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讨论与肯定。“传统的”社会资本定义认

为社会资本是在某一社会网络中固有的、基于互惠主义的共有

的信念，共享的信息及互相的信任( woolcock 1998) 。此外，还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包括在民众中的竖向和横向的组织机

构以及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且反映政府，企业界和民间三方的

合作程度( The World Bank 1998 )

虽然存在着分析角度与视野的不同，但大多认为存在这下

特征: 互相信任，社会关系网络化，公众参与，志愿者等。从组

成要素上看，社会资本分为两部分，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和激活这种资源的特定活动( 林南 1999) 。换言之，“人们的信

心，技术，支持与网络，和尽一切可能利用和创造条件来达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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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苏格兰社区发展宣言 2002) 。
1. 2 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

社会资本从其的影响方式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直接作

用于人际关系的内部因素，如兴趣与价值取向，文化与信仰等;

以及间接作用于人群关系的外部因素，如经济科技发展，社会

组织发展状况，政府的公共政策等。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

素才可能成为社会资本的催化剂( Wilson 1997) 。
1. 2. 1 兴趣与价值观念

相同的价值取向具备建立和重塑统一人群的力量，对同质

人群有着强大的凝聚作用。而因为共同兴趣爱好而定期的聚

集则成为整合群体，构建集体认同的实践行为( 杨文炯 2007) 。
在社区层面，同质社区通常具备更为强大的活动力，在社区发

展上也通常更加团结和积极。因此，社区内人群具备相同的价

值观念在增强社区社会资本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2. 2 文化与信仰

其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体现在其通过社会效应影响人群

社会活动的热情，社会行为准则的认同和相互交往的欲望。如

果社会主流思潮倡导人际往来，友爱互助等，则会明显增加社

区内人群的交往。反之，如当代美国，高等教育中不断地宣扬

自我崇尚，使得青年人对个人独立的要求增高，减少了溶入群

体、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 普特南 1995) ，此外女权运动的兴起

使得原本社区内事物的参与中坚力量———家庭妇女数量较少，

导致了社区的吸引力减弱，社会离散度增大( 张庭伟 1999) 。
1. 2. 3 经济科技发展

经济水平是决定人社会活动领域和内容的基础条件之一。
相同的经济水平容易形成相同的社会行为习惯，爱好和价值取

向，对于人们建立交往关系进而形成社会网络有着促进作用。
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有赖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

( A. Middleton 2005) 。
而同时，学者们认为科技的发展对于社会资本的积聚起着

一定的阻碍作用。如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传统集体交往方式

的需求减少，而更加倾向于快捷方便的远距离交往，导致利用

闲暇时间的方式也更“私人化”和“个体化”，因此也使很多社

会资本形成的机会丧失( 普特南 1995) 。另一方面，高科技的

发展使得城市内到处是监视设备，城市公共空间日益影像化，

人们在公共场合的私密性日益被剥夺，产生反抗心理( 张庭伟

1999) 。
1. 2. 4 政府公共政策

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政府可以

通过合适的公共政策可以改变地区的衰败局面。通过改善地

区环境，重新凝聚人气和吸引投资。并且政府可以有意识的培

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办事机构以方便和社区沟通，制订新的

公共政策以鼓励社区和全社会协作等等，都有助于社会资本的

增长( Skocpol) 。
1. 2. 5 人口流动

居住地的稳定性，和一些相关的现象，如住房的所有权，都

可以明显提高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而如果人口流

动频繁的话，则个人的社会网络必须面对不断重建的局面，也

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 普特南 1995) 。
同时，人口流动也会明显影响整个社区社交网络的活力。

如在西安市，近 30% 的人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社会问题的主

要原因( 翟斌庆 2010) 。据调查，如果城市社区内部有一定的

外来人口，如频繁更换的租客，则会明显提升社区内居民的防

卫情绪，特别是社区内的富裕居民。从而导致不信任而减少社

会交往( J. Hutchinson 2004) 。
2 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
2. 1 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的表现

社区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社

区与社会》，是一种社会学的概念。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一

般具有 5 种要素:①人，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关系组织

起来的人口;②地域，按一定地域界线确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

环境和生活居住区域;③制度，在一定制度组织关系中生活的

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人群; ④心理归宿与传

统，带有本地特征的文化特质，在情感上有沟通、在心理上有认

同和归宿感的群体;⑤团体与互动，相对互动频率较高的群体

及相关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团体及中介性组织( 张鸿雁 2000 ) 。
从社区的概念可以看出，其所关注的要素，如社会网络、规范和

信任等等也正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其定义本身就与社会资

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社区层面上，社会资本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表现为社

区居民参加社区组织的积极性，社区组织是成员们通过共同价

值观念与追求而结合的组织( 如基于改善居住环境的业主委

员会) 。是否具备长期，稳定的社区组织，以及社区组织是否

有良好而活跃的组织行动，这关系到是否可以建立成员间高频

率积极互动的联系网络( 张廷伟 1998) 。
第二层次则表现为社区内部组织网络结构的丰富与互动，

通过社交网络的频繁互动，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流动，从而使

社会资本更具生长性( 张荣 2007) 。如果社区内部协作关系不

畅，则不仅仅影响社区本身的运作，也可能导致外界的积极因

素( 如政府的复兴项目，可能的投资机会) 望而却步，社区成

功的机率就下降。
第三层次体现在社团组织团结一体、和外界社会协作的能

力上。任何一个社区自身的力量总是单薄的，要改善社区的质

量，有赖于社区和外界大社会的联系，协作，吸纳外界的财

务、技术、人力资源。这展现了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组织能力，

也通常比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自我增殖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 J. DeFilippis 2000) 。
2. 2 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的关联

在国外学者的具体实证中( 普特南 1993 年发表的有关意

大利北部地区的调研报告 . ) ，发现社区中社会资本总量的多

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

的绩效和效率( 赵廷彦 2008) 。并得出结论，社区与社会资本

是共进关系，社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基础，社会资本的产生和

维持有赖于社区发展，同时社区发展又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存量

及分布状况，提高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社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同时，部分学者在研究后提出，社会资本有助于社区内经

济物质条件的改善，如格兰维特指出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有效

经济信息的传递，在社区内团体成员之间实行及时的奖惩机制

以促进组织成员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标积极前进，以及存在

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部分学者进一

步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社区脱贫的建设，具备转化为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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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文军 2007) ，典型如赖特所宣称的，社会资本是“哲人

的点金石，无须成本却可以被卑微的人所获得并转变成其他具

有珍贵价值的资源”。
此外，张庭伟等提出，随着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推行，政府

的职能正在不断缩小，更多的东西将放手于市场来完成。由于

市场具有追求效率的本能，因此社会将承担更多不盈利的公

共事业。而社区能否在这个趋势中更有效的获得和分配资源，

并推动自我的发展，就有赖与内部的良好协作和与政府和市场

的积极互动，而这种实力正是社会资本的体现。未来，社会资

本对于社区发展将起着越来越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3 城市社区规划的理论认知
3. 1 社区规划的工作特点

社区规划没有统一概念认知。从理论视角上，可以从多维

度来阐释这一概念，从社会视角上把握社区关系，缓解社区冲

突，推动社区成员的多相关互动等; 从空间视角上研究城市社

区的空间分布，结构与功能和环境意义; 从经济和管理学视角

上研究社区职能，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推动社区管理体系，引

导街居经 济 的 发 展，满 足 居 民 的 生 活 与 经 济 需 求 ( 李 惠 栋

2006) 。
但社区本质是一系列社会关系在某空间内的聚集，是因为

一致的社会意识而产生的特定社会结构( P. Kasinitz 1995) ，其

基本要素为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以及成员间共同的价

值观念、规范以及身份认同( A. Etzioni 2000) ，这与社会资本的

定义有内在的一致性。实际上，社区是城市内部社会资本的产

生场所。社区发展的推动力量就是社区内部稳定的社会结构，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活动。其他的物质力量必须通过这种

社会资本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因此作为社区发展的指导，

社区规划工作应当首先推动这种社会性力量的发展。这应当

是我们社区规划工作的目标追求。
但同时，社区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符号集合，小尺度城市社

区的稠密度并不会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消失，融入更大的城

市背景中( 张杰 2000 ) 。因为社区受到空间和人群要素的限

定，与其它社会学概念( 如组织、群体、社团) 不同，社区具备空

间边界性，其内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交网络也受到空间的影响与

限定，因此对其的规划研究也要注重这种相对的空间独立性，

这成为我们进行社区规划的物质基础。
3. 2 社区规划的理论发展与评析

在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初期，社区的居住和生活属性就被

规划师认识并且研究。现代社区的物质空间形态设计则主要

源于佩里的邻里社区理论对于社区尺度，交通组织与空间布局

的研究。以后的社区建设基本沿用了这一空间组织形式。
二战后，随着各国旧城改造与重建，原有的住区建设模式

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居住区选点不合理，功能单一化，建筑形式

千篇一律，难以识别和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等，这些被归咎于物

质空间决定论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学公共政策研究的发

展，社区规划开始融入社会与文化元素，并诞生了一系列多角

度综合研究的社区规划理论，如 TOD，精明增长等，其中较有

代表性的就是新城市主义。
新城市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

发掘灵感，并与现代生活的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被人们

所钟爱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紧密和睦邻里社区来取

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主要内容包括: 1. 建设良好的自

然景观中。2. 建立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区。3. 实现居住

混合和功能混合。4. 可持续与环境友好的生态循环社区。
新城市主义是一个较为全面的社区规划理论，其中的核心

就是坚持和发展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对于物质环境的

改造堪称成功，但是从实践看，其无力改善社区的社会环境，并

导致了规划地区的社会极化效应，因此遭到诸多批判。
这主要源于新城市主义的社区规划模式依然是非社会性

的。其试图使用目前问题所表现出的现象的反面作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而没有意识到人群间的社会关系失衡是造成目前一

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如其试图通过建设一系列适合

于各阶层居住的混合住区，但由于采用了纯粹的商业开发模

式，导致地区房屋价格升高，反而加重了社会隔离程度( 刘铨

2006) 。如香农所说“新城市主义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奢侈玩

具”。另一方面，虽然新城市主义倡导公众参与社区建设与改

造，但是由于其仍然坚持了乌托邦式的美好许诺，以自信的理

性将某种尺度和秩序强加给城市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 王慧

2003) ，如新城市主义所确立的一系列标准，导则，规章等等。
因此新城市主义的最终成果依然是规划师自身的社会理想表

达。而并非社区内部成员的共同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难免产生

一系列矛盾。如雅各布斯所批判的“新城市主义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现代主义的复活，但穿着前现代时期的伪装。”
综上所述，新城市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在理论架构上缺乏对

于社区层面人群社会关系结构的认识，在工作内容上不重视社

区内部人群关系的改善与激发。没有意识到培育和加强社会

资本是社区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城市社区规划的主体内容

应该是社会性的，对社会空间的关注甚于物质空间，对社会效

益的讲求甚于经济效益。其最终的评价标准不应该是仅仅是

社区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应该是社区整体社会资本的提升，社

区活力的重塑。这是社区规划的特点与价值追求，也构成了我

们社区规划工作的价值观和认识论。
4 社区规划理念创新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视角，都表明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之

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社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分

布与改善。而作为社区发展的纲领性指导，社区规划也应当从

培育社会资本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指导思想，体系架构

和工作内容，以理念创新为先导推动社区规划的转型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张庭伟对于美国少数裔社区违法团体的研

究，以及博迪和森森布雷纳( A. Portes ＆ J. Sensenbrenner) 对于

美国移民社区商业活动的调研，都揭示了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

下( 如外部不利环境的压力等) 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益。比如

贫穷地区社区帮派，高档社区的反公共政策俱乐部等，同时过

于钢化的社区结构也会对于社区未来发展带来制约。因此，客

观上也需要通过合理的引导，如科学的社区规划，来避免社会

资本负效益的发酵作用。
5 价值观念的创新

传统的城市规划着眼于物质空间的改善，在社区规划中着

力于解决社区的居住，周边环境，交通以及服务设施等问题，力

图通过物质环境的改善来解决城市社区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虽然遭到了诸多批判，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物质环境决定论依

然规划工作者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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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国外的发展实践来看，单纯的物质环境改善无益于

社区问题的根本解决。美国 60 年代开始通过提升社区整体环

境，如住房改造，租金补贴等，力图解决社区犯罪与贫困问题。
最终并没有控制住社会极化的发展，反而导致一系列社会暴力

事件。而 80 年代后以新城市主义为代表的社区复兴政策和住

房存量改造，也导致了美国隔离社区的大幅增加。因此，在 90
年代以后，美国的城市规划界更加注重通过社会学的角度来研

究问题，并且把社会学研究和城市规划看成是“病理”与“治

疗”的关系( 张庭伟 1999) 。并在社区实际工作上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
这主要是因为新城市主义为代表的社区规划，其实质上是

以提升居住品质为目标的“住区规划”，而社区规划则更应该

以改善社区内部的人的关系的目标追求。如在空间组织上从

培育社会资本的视角鼓励社区内人群之间相互交往，着力于打

造交往空间和中介场所，使得人们更愿意在社区内活动; 从公

共政策入手，建立有效地公共租赁和房价控制，防止过度商业

化开发而引起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所带来的社会网络的

封闭性和同质性，从而削弱社会资本的活动力等等。唯有将

规划设计的目标从创建良好的生活环境，转向推动社区内人

与人交往和社区组织的活动，才是解决目前社区发展问题的

正确方向。
此外，社区规划的内容大多偏向社会学科领域，内容繁杂，

如何把他们与物质空间的建设结合起来，赋予其城市规划的语

汇，也需要规划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笔者也认为这应当也成为

社区规划理论界研究的价值追求。
6 工作对象和方式的创新

早期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工作对象和

方式的科学性，其更多的关注规划最终蓝图是否理性。而后，

随着对于现代主义规划的批判，规划界开始逐步注重对于工作

对象与方式的理性化探索，如倡导型规划和渐进式规划等。后

期的规划理论，如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等，基本上吸收了这

些理论，表现在其的社区规划思想上，包括对于社区现状的科

学分析，从环境心理学角度对于设施尺度的科学规范，以及提

倡公众参与等。
但是这些理论更多的是强调个人，或者市民参与规划项

目。而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人之间的联系是社会资本中较为

低层次的表现。社会资本的力量更多体现在社区内部组织的

协调和与外界的互动之中。从实践来看，真正有效的的公众参

与不是个人层次的参与，而是以社区组织为居民代表的参与。
新城市主义正是由于缺乏对于市民团体的有效驱动，从而导致

其的社会理想无法得到重视，无法抵抗商业开发的力量而最终

失败。
因此，科学的社区规划应当是通过积极培育社区组织，构

建社区事务参与平台为主要的工作方式，其工作对象应当是社

区内的各类 NGO 组织。在社区规划工作中，首先不应当是土

地功能分区，住房建设，环境改善等内容，而应当是从培育更多

社会资本的角度，寻找适当的社区组织，帮助这些组织健全机

构，培训其领导人，使其成为规划师的工作伙伴。然后通过与

其合作，并协调其与政府和城市的利益关系，通过协商形成最

终成果。这一成果也许并非最为科学，但毫无疑问是最为合理

与可执行的。

同时，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体系，从而形成有

效的制衡力量，如上文所诉，这有赖于通过一系列政策改善社

区内社会资本流动。这一过程，还需要对于规划界对于社会资

本培育进行更多的研究。
7 规划成果的创新

西方传统的社区规划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

济规划，如帮助社区确定适宜发展的社区企业; 举办就业培

训班; 协助企业和社区建立关系、以提供就业机会; 修整建造

商业网点以振兴社区经济等等。二是住房规划 . 包括调查居

住现状，促进社区和政府以及开发商合作，建造经济型住宅。
三是环境规划，从保护自然环境，修整历史建筑，到增添绿地

和游戏场。四是社会发展规划，包括教学改革，学校设施，社

会治安等内容。后来的新城市主义等当代社区规划理论基本

沿用了这一成果体系，只是更多的关注交通，紧凑和公共设施，

以解决美国当前的现实需求。
但通常，住房，环境等问题只不过是社区内矛盾根源的表

现形式，而并非社区内问题的根源所在。过多着眼于此可能是

治标不治本。例如，社区内环境难以改善很可能是因为社区居

民缺乏认同和荣耀感，而社区内社会治安的改善也需要社区居

民彼此的信任与互助。因此，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编制社区规划

成果不失为解决社区规划无力的一条有效途径，笔者认为，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为突破口来实现社区规划成果的创新。
首先，在社区规划上更多的关注社区内的贫穷人口与外来

人口，如设立专项扶助规划。因为贫穷人口比富裕人口拥有更

少的社会网络，缺乏社会资源，难以改善自身的处境，从而成为

社区内社交网络的短板; 而外来人口通常是贫穷人口，或者因

为文化等原因被“异质化”和“污名化”，从而抑制了社区内交

往的持续和深入发展。甚至因此形成某些帮派等负面团体。
实 际 上，贫 穷 人 口 也 是 社 区 内 犯 罪 可 能 较 高 的 人 群

( J. Hutchinson 2004) 。如果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其增加收

入，则可以为其增加社会交往提供条件，通过社区组织帮助其

融入社区内部，则也有助于社区内社会资本的流动与增加。而

对于社区内社会资本短板的补充则可以更有效快捷的解决一

系列社会问题。
其次，在社区空间设计中多注重社区文化与荣耀感的塑

造。如在社区中建立一系列地标性建筑，在景观上建设社区文

化墙等。通过物质空间的营造，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荣耀

感，这有助于社区整体意识的形成，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社会资

本，这不仅有助于维系社区社会结构的稳定，还有助于协调社

区利益成为居民共同的利益追求，从而推动居民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为社区发展提供力量。
再次，在社区规划中建立社区规范体系，如将社区规范写

入规划文本赋予其法律效力。社区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主

城部分，社区规范是社区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础上形

成的。信任组成网络，为维护网络而建立规范( 吴光芸 2006) 。
因而社区规范对社区资本具有重要意义。社区规范为社区成

员建立基本行为规范，进而使社区成员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则

取向。社会资本会使得人们普遍遵守规范，并且惩罚破坏者，

这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普遍信任，有效阻止各种破坏行为，

并且降低社区维护成本，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维持和谐的社区

发展秩序。 ( 下转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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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意思形态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

式，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横加批判，无人问津。近

年来，随着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增多，学术界方开始对上海

Art Deco 建筑进行研究，但整体而言，对 Art Deco 建筑认知仍

不足，除了专业建筑学者，所谓 Art Deco 建筑风格对普罗大众

而言，是一个遥远而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比起通俗易懂、风格

鲜明的所谓欧式、中式、现代式，确实相对难以辨别，而其与现

代和西洋古典“似是而非”的关系，亦容易令人产生误判。
5. 2 第五种风格

1930 年代前后厦门深受西方影响，Art Deco 成为该时期建

筑的主流之一，尤其在重要公共建筑物如电影院、银行、办公

楼、饭店、纪念塔楼等上，基本均采用 Art Deco 风格，同时许多

Art Deco 建筑开始带有折衷地域主义特色。而作为嘉庚系列

文教建筑中高度最高的一栋，雄踞福建第一高楼 20 余年的南

薰楼塔楼，其建筑构图方式、装饰手法均具有 Art Deco 的典型

特征。尽管其庞大的敞廊式两翼削弱了塔楼竖向的独立性，使

其未成为纯粹的 Art Deco 风格建筑，南薰楼塔楼仍可以视为厦

门乃至福建地区 1949 年后 Art Deco 建筑的代表，也是 Art De-
co 建筑闽南地域化的最典型例证。同时，嘉庚建筑及闽南近

现代民居建筑中大量结合了社会主义元素和闽南传统建筑元

素的 Art Deco 装饰手法，也成为了 Art Deco 装饰风格在战后延

续的特殊标本，应进入世界性的 Art Deco 历史论述。
不论从近现代建筑历史的分类法，从厦门 Art Deco 建筑所

表现出来的数量和品质上，从体现厦门建筑文化与世界近现代

建筑历史的同步性上，从体现闽南地域建筑充满活力的包容

性、创造性上，Art Deco 都不应被埋没，而应作为一种独立而极富

特色的风格论述，成为厦门近现代建筑多元语汇的重要组成。
厦门 Art Deco 建筑绝大部分分布于老城区，采用近现代化

的结构形式，建设品质相对较高。但经历近百年风雨，大部分

Art Deco 建筑在私自加建、改造和超负荷使用之下，衰败之势

态不可避免，生存状况堪忧。另外，Art Deco 建筑因其并未为

大多数人所熟悉，一部分 Art Deco 风格建筑因其与现代建筑的

相似性，很容易被误判归入所谓“无价值”的类型而遭到忽视、
破坏、改造，甚至拆除。
6 结语

近年来，在中国建筑设计界，大量标榜 Art － deco 或新古典

的建筑卷土重来，竖向线条、大量几何化的装饰细部、高耸的折

线形顶端霸气十足地占据了众多城市的天际线，占据了地产杂

志的封面内页，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高尚审美，成为当前设计

中一种继欧洲古典风格后炙手可热的常见建筑风格，这些充斥

着“傲然屹立的非凡气势”、“蓝色血液”、“低调奢华”等华丽

辞藻的建筑一栋栋直插云天。而它们在骑楼街区的祖先，那些

现已远远称不上高耸，却阅过百年人间风雨，走过“摩登时代”
的真正遗产，在蜂拥而至的、捧着奶茶和旅游攻略、挂着相机的

旅游人潮中，却在寂寞与忽视中慢慢老去。
面对这一切，油然而生的是现实与历史的吊诡。文化遗产

的定义，今天早已从重视古代文物向重视近代史迹、当代遗产

保护的方向发展，对一座城市而言，一切能够体现它生长历史

印记的有价值的部分，都应当被珍视。Art Deco 在厦门，曾写

就了她近代城市建筑史上骄傲的一个华章，那个八十年前拥抱

世界追逐潮流的岁月，那些褶褶闪烁的纹饰、盾徽和高扬向上

的线条，正隐喻了这个城市卓尔不群的血脉源流，理应铭记，不

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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