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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耦合”視角下村鎮廢舊空間的再

生策略探究

李佳芯 周武忠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上海 200240）

摘 要：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動，大量近現代承載著社會情感與記憶的村鎮廢

舊空間，正面臨著被拆除、被消融的危機。在以往的更新改造中，往往存在文化語

義“孤立性”的弊端。本文指出該類場所的“時空分異”問題，嘗試運用敘事方法

來梳理、編排和呈現空間語義、線索、結構和其背後隱性的人文事件和社會文化情

感，實現“時”與“空”的耦合，提高場所的感知、體驗性，為鄉村更新改造提供

一種新的途徑。圍繞“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學界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這兩種

態度其實就是對“審美到底是一種生活還是對生活的超越與批判”的追問。當現代設計理

論面對充斥工具理性牢籠的日常生活時，拋去康德式“審美無利害”的藝術審美自律論，

轉向實用主義式的“生活即審美”觀念值得倡導。本文通過分析日本江戶時期產生於遊裏

的審美現象，試圖將其作為佐證“生活即審美”的標本回答“日常生活審美化”問

題。

關鍵詞：時空耦合；廢舊空間；敘事視角；更新改造

引言：在全球化、城市化、資本化的日益驅動下，從扶貧攻堅轉到鄉村振興

的政策推動下，中國很多村鎮的遺留空間遭遇和面臨著巨大變革，土地流轉，集

中統一化的建造模式帶來新功能空間的同時，沖擊著村鎮原有生長的空間，使得

這些村鎮具有相似的商業步行街道、廣場、公共綠地、開放空間，使村鎮空間更

加千篇一律、辨識度低[1]。雖然有些地區的村鎮空間，其中一些知名度高的曆史

建築、曆史地段與空間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利用，但在村鎮更新建設過程中，大量

存在的、近現代的承載著社會情感、承載鄉土信仰民間文化與鄉愁記憶的空間場

所，正面臨著被廢舊、被消融的危機[2-4]。

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生產空間，在拆除和統一性改造的過程中，剝離了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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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工作的老年人對其保有的深刻感情和不舍情結[5-6]。而一些未曾使用過該

類空間場所的年輕人則更難對其生活的村鎮具有文化認同感。對場所的認同、

懷念、依戀情結的缺失，會削弱社會凝聚力。如何讓這種空間場所煥發新的生

機，實現兩代人或多代人群體的文化認同[7]， 使之成為兩個不同時空情感承載

和發生的耦合地，恢複村鎮廢舊空間的功能和活力，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

1 村鎮廢舊空間“時空分異”特征

在經濟、教育、城市規劃、人文地理等很多領域都有與“時空觀”相關的

研究[8]。在時間地理學領域中，主要是進行個體時空行為與客觀環境之間的定

性和量化關系探索研究[9]。在城市規劃、人文地理領域中對時空的研究多偏重

於客觀物質性，忽略和簡化行為主體的認知和主觀能動性[10]。認知心理學認為，

認知依賴於來自環境和來自知覺者自身的信息，人的認知活動是與其相聯系的認知

要素和其它認知活動配合下完成的相互作用的統一整體，在這一過程中也會加深記

憶與情感[11]。村鎮中的廢舊空間往往只呈現了當前“時 空”的衰敗狀態，而“曾

經的”即過去的時間裏所呈現的空間狀態，已經被掩蓋。在通常的更新改造中，更

改新的功能進而形成新的空間，那麼曾經的空間、曾經的記憶將被進一步掩蓋。而

以往的、值得居民記憶的、帶有時代特色與印記的空間構築和這些空間所承載的重

要節慶活動、日常情感、集體記憶、地方認同感也隨之消失。由於時空的變遷、科

技的發展與生活模式的轉變，放大了空間場所中時空分異的特征，而這種由時空分

異特征所構建的“時空圖景”複雜交錯[12]，需要通過一系列線索編排進行有機的

組合。從而避免以往空間更新改造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文化要素在空間中斷點式、

碎片化的呈現。

2 村鎮廢舊空間再生的組織方法

2.1 敘事視角與空間“時空觀”

敘事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幾乎伴隨著人類的曆史，從先人向子孫口口相傳部落中

的種種經曆和壯舉，敘事就開始了[13]。美國伯格關於敘事提出了情形的限定：“曾經

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曾經發生的”是指在過往的、曆史的、已經發生的；而“正在

發生的”是指當前空間中正在進行的或者持續發生的事件[14]。這些事件的發生是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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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空間中的不同時間，事件的發生是需要以時間和空間為載體，敘事是與時間和空間

緊密相連的。敘事學（narratology）出現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15]，在文學領域中不

斷發展。在小說中需要描述出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所發生的事件，在小說場景的不斷轉

換中，呈現不同的時與空，運用敘事的方法，可以將其很好的組織在一起，引起讀者的

情感共鳴和文化解讀。在80 年代敘事逐漸被引入到城市設計、建築理論之中，敘事視

角在空間組織上的引入，則是指運用講故事或者事件編排的方式，借助空間物質環境，

通過文化語義、要素排列和空間結構，來建構主客體之間的場所依戀關系。

空間場所的消失、同質化、西化破壞了當地居民生活群體的感情紐帶和連結。空

間作為媒介，不僅僅是功能物質環境的載體，通過編排演繹與互動設計，需要構建、

重現與升華其隱含在內的獨特文化信息，強化人的感知體驗[16]。常規的更新方法

多偏重於形態功能設計，而“閱讀”空間背後的文化信息，則能夠加深群體對於空

間場所的感知與情感體 驗。用敘事視角來篩選、建構、組織、評價空間場所空間

物質要素的語義、線索、結構， 和其背後隱性的人文事件和社會文化情感，通過

構建敘事方法“耦合”，進而來更有效的強化空間的文化意義和情感關聯，提高時

空感知的有效性

3“時空耦合”視角下海鹽城關鎮繭庫場所再生設計

海鹽中心繭廠作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蠶繭貯存和蠶絲生產的地方，現已經廢舊，

通過對現場大量的走訪、調研可以發現該地保留了大量的共同記憶，凝結了一代人

的情感，影印了一代人的生活片段。很多老人對此場所有著很深的了解，但是很多

臨街而住、咫尺相隔的年輕人對此地並不了解，由於繭廠常年鎖門關閉，有很多人

甚至並不知道所住的地方周邊有這樣一個繭廠。通過調研可以發現 60 歲以上的老年

人有 70.5%的人不希望該地重新拆除並建設新的內容，有 23.3%的人表示“不知道

或與我無關”，還有不到 10%的人表示希望該場地空間應該拆除重建。而 40 歲以

下青年、少年則有 47.9%希望該地拆除重新建設休閑場所，其中有孩子的人多數希

望建設與兒童活動相關的場所；其中 38.3%的人則表示“不知道或與我無關”，

追其原因有些人則表示並不願意出來活動或工作學習較為繁忙； 其餘約13%的人

則表示可以保留該場所。同時通過一些訪談可以了解到，有部分平時工作較忙的人

比較喜歡宅家，其具有出來休閑的時間機會，但是該時間可能消耗在居家電視、電

腦和手機遊戲上，其中有些人會在網絡上持續養殖虛擬植物和動物。由以上調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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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歸納出幾個問題，一是，多數老年人對該場所依舊保留著一定的情感，不希望就

此廢棄和拆除；二是，很多年輕人對該場所印象並不深刻，沒有情感鏈接；三是，

很多人群有著新的功能需求希望得到一定的滿足，曆史記憶的保留和現在功能的需

求發生了一定的沖突。由此可以發現海鹽城關鎮中心繭廠的更新改造存在“時空分

異”性特征的矛盾，則需要通過敘事方法對空間場所的要素進行重新組織與安排。

3.1 敘事語義的選取

根據場所特征進行敘事語義的選取，梳理該空間所沉積下來的物質要素和精神

要素， 並凝練為詞語語匯。通過現場的觀察和整理，可以獲得一些具有時代印跡

的遺存，同時結合多份問卷、訪談等得出結果，對場地內的物質要素、精神要素進

行歸類、打分，得出該場地“敘事文本”重要的物質要素有蠶繭、蠶絲構築物、絲

織品、蠶絲作業的各種器具、水塔、門牌、標識物，鐵棚構築物、門口管理用房等；

精神要素有勤勞、節儉等。這些要素，承載了大部分繭廠的集體記憶和社會文化情

感，而這些不僅僅是一種實體的要素，也可以抽象為一種語匯詞語、一種文化符號，

結合空間進行再演繹。

3.2 敘事線索的組織

在方案設計中，需要對空間進行合理的劃分，並沿著一定的線索展開，主要遵

循兩種敘事線索的展開方式，即時間線索、主題線索。首先是時間線索的展開，主

要依據蠶繭不同時間下的變化產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蠶寶寶階段、蠶繭

階段、剝蠶繭階段和成品科普階段。根據時間線索所呈現的記憶片段，以時間線索

展開，來對應四個功能分區，為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繭文化兒童活動區、蠶繭文

化科普區、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四個片區在空間形態上，保有曆史上對應時間的

空間要素，同時，承載符合現代需求的四種功能，並各自按其自己的主題線索進行

展開。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主要的功能為兒童的自然教育功能；繭文化兒童活動區，

主要承載著兒童活動和“線上+線下”課堂的功能；蠶繭文化科普區主要承載著DIY

展示、構築場景再現的功能；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主要承載著休閑、文化展示（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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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功能片區的空間要素與現代功能相耦合（作者指導學生嶽臻赟繪制）

3.3“耦合”遺存的社會文化記憶與現代居民生活休閑的功能需求

在符合現代居民生活休閑功能需求的空間中，用修辭的手法，通過互動傳遞空

間背後的文化語義。結合現代居民對於空間的功能需求，針對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

繭文化兒童活動區、蠶繭文化科普區、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四個功能分區通過設計

保留不同的景觀敘事詞匯。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保留場地內原有的水塔和鐵棚構

築物等；蠶繭文化科普區主要是保留原有的房屋進行改造，並結合蠶絲作業的各種

器具；繭文化兒童活動區顯示蠶繭的各種形象；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傳承了精神

詞匯有勤勞、節儉等，通過桑樹的種植來拓展繭廠的前端生產鏈，並切身感受勤勞

耕種。具體設計手法如下： 1）誇張與疊字手法——繭文化。蠶繭的形象反複出

現，形成“疊字”效果，並擴大誇張蠶繭的尺度，通過兒童觀、觸、摸、遊、玩等

的多要素體驗方式，強化“蠶繭”的文化形象。2）隱喻手法——蠶文化。蠶若經

過痛苦的掙紮和不懈地努力化為蝶，則可重獲新生“破繭成蝶”，用較密的欄杆喻

以蠶絲，其內滑道喻以蠶，兒童不懼“害怕”情緒向下滑出的過程則為“破繭成 蝶”，

同時通過這個成語背後的寓意來激勵青少年傳承老一輩人的奮發圖強（如圖2）。

3）借代手法——操作器具，用保留下來現存的蠶絲操作器具，作為敘事道具，來

借代整體的蠶絲操作流程。4）摹繪——水塔，不加任何修飾進行白描，讓人感知

原有的文化氣息。在園區的線索組織上按照環形結構進行敘事組織表達，保留場地

原有的物質、精神記憶， 通過敘事修辭手法，與現代的功能需求耦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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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運用誇張與疊字手法的繭文化景觀節點（作者指導學生嶽臻赟繪制）

3.4 場所空間營造與預設功能活動時間合理分布

從調研、訪談和觀察來看，一般在老年人、中青年、兒童等不同群體在活動時

間上， 往往有著區別性和部分重疊性，其在空間活動和功能需求上也不盡相同。

老年人在休閑場所的活動時間往往集中在每天的早上 5 點-7 點，或者上午 9 點

-10 點左右，隨家長而來的兒童往往在周末更多。同時，很多中青年人出來活動更

傾向於一些親子活動，往往選擇在周末兩天，而一些不受工作時間影響的青年學生、

教師、和外來旅客等的使用時間則相對靈活，一般多不定期發於下午 15 點-18 點。

在空間中，可以根據不同時間段空間內要素需求的變化來布設可移動的場所構建，

使得場地空間具有彈性分時的多功能性。場地不僅僅具有空間功能的特定性，可以

根據時間進行一定的調整，分時彈性控制，實現同一“空 間”在不同時間下的耦

合（如圖 3）。

圖 3 預設場地功能活動時間合理分布（作者指導學生嶽臻赟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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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虛擬時空與空間場所耦合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很多宅家的青年人可以通過網絡智能終端進入繭廠空

間，形成同一時間、不同空間即虛擬網絡空間和空間場所的現實空間的耦合，並

發生互動性的關 聯。而這種線上的互動關聯與情感賦予，往往又容易發展為線下

的關注與到訪。通過這種從虛擬到現實的情感鏈接，來形成一種“新”的記憶，

浸潤於原來的空間場所，形成時空圖景的新疊加。網絡智能端可設置蠶織物 DIY、

線上蠶絲文化教育和線上種植桑樹三大板塊。第一，使用者可足不出戶通過互聯

網進行虛擬拍賣，在線多人次組織參加虛擬市集。第二，網絡智能端工作人員可

聘請專業的工作人員線上進行蠶繭文化普及教育，可設置線上教育課堂。第三，

在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中，可采用線上認領種植桑樹植物的方式，來進行“線上

+線下”交錯時間種植、澆水等需要完成的任務。

小結

目前關於村鎮廢舊空間場所的更新改造還在不斷的探索當中，不僅要考慮滿

足現代休閑場所活動功能的基本需求、形象空間的良好塑造，同時要采用合理的

方法與手段將其文化內涵和人文情感設計始終貫通，並注重場所空間所呈現的“時

空”分異的特征。用敘事視角來嘗試探索、詮釋、整合空間場所中由於時空變遷

而沉積下的物質與精神要素，借助文化符號、修辭手法、隱含線索、活動行為等

組織安排實現相關群體的認知和情感的構 建，增強地域性、標識性和當地人們的

認同感，從而“耦合”場所中可能分離的“時”和“空”，增強時空的可達性，

從而成為一個重要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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