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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研究
摘

要

在当今西方城市社会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新芝加哥城市学派率
先提出了以“场景”为载体的区域文化、价值观正在逐渐改变城市居住空间秩序
的论断。作为场景理论国际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旨在证明文化、价值观场景对
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影响并利用场景理论对我国城市的管理及规划进行改进。
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城市居住空间的相关研究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指出了
国内研究在理论创新与数据选取中存在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在本研究中进行了
改进。然后通过分析文化、价值观场景在我国微观城市居住空间中的影响提出了
三个研究假设并构建了理论模型。接着选取了来自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 374 个
城区的 12 组分年龄人口数据及 85 类生活、娱乐设施数据，利用相关分析、主成
分分析、逐步回归分析、交叉检验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并证明了研究假设。此
后本文就场景理论在我国社会与城市规划及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采用来
自北京市六环内的 220 个热点区域的房价数据及 85 类生活、娱乐设施数据，利
用空间自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克里金插值等空间计量方法进行了宏观居住空间
规划研究并绘制了基于场景理论的北京市二手房价格蔓延趋势图。
最终本研究得到五个主要结论：1）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
住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2）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与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
民的居住诉求正相关。3）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与其父辈一代具有相反的居住
区位文化诉求。4）北京市六环内的文化、价值观场景分布存在空间极化现象。5）
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分布的影响，北京市六环内中高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
分布特征明显，且在未来呈现集中加长的蔓延趋势。此外，本文还对本研究在研
究理念、数据采集和方法应用上的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并也指出了本文在数据匹
配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存在的研究局限性，同时从方法更新、数据采集和国际对
比三个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场景理论；居住空间；文化、价值观；房价；空间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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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IN CHINA:
BASED ON THEORY OF SCENES

ABSTRACT
Wu Di
Directed by Professor Gao Peng

Under the Post-industry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western urban society, the
New Chicago School has taken the lead in declar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which reflect by Scenes was making the order of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in change. Be
a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cenes Research proje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prov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in Chinese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and applies
the Theory of Scenes to improve the urba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rrelative literatures at first. I emphasize two major
limitations: less innovation and data in Chinese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researches and
improve in my research. Through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values in microurban residential space in China, I advance three hypotheses and construct the
research model. Then I use the 12 groups’ population data and 85 kinds of amenities
data which from 374 countries in 35 big cities of China to do empirical study. By
do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Cross-Validation analysis, I have proved the model and hypotheses. Afterward, I
analyze how to apply the Theory of Scenes in Urba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in
China. And then use the city of Beijing as a case to do the macro-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research. I use the housing price data and 85 kinds of amenities data that from
220 hot point areas of Beijing to do the Spatial Analysis which includ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d Kriging Mapping. And
then base on the Theory of Scenes mapping the second-hand housing pr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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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mpant trend in Beijing.
At last, I got five major conclusions: 1) Culture and valu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urban residential choice. 2)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alu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young inhabitant’s urban residential choice. 3)
Chinese youth and their parents have entirely different demand culture and value in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4) The layout of culture and values have regional
polarization problem in Beijing. 5) Under the impac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the layout of second-hand housing price turn into “Comet Shaped”, and will become
longer and concentrate in future. After that I summarize the creative ideas in my
research, point out the limitations and imagine the future research of apply the Theory
of Scenes in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KEY WORDS：Theory of Scenes; Residential Space; Culture and Values;
Housing Price; Spat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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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
本文的选题源于当今我国特殊的社会生活背景和前沿的国际理论研究背景，
形成于本人所经历的国内外课题研究、社会实践和由此产生的人生感悟。
1.1.1 社会实践背景
从 2006 年研究生入学开始，我跟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房地产战略研究小
组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连续 5 年的系统跟踪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利用各
类宏观经济分析手段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在
房地产价格预测方面，近 3 年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及整体市场走势预测均正
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房地产战略研究组，2009-2011）。其中我们预测的 2010
年房地产销售价格仍然保持上涨，但涨幅低于 2009 年，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2010 年前 3 季度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平均预测误差为 1.87%，有较高的预测精
度。虽然我们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是我在研究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却是整体宏观研究不能解决的。
1）整体研究与现实情况差异背景下的微观研究
在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针对总体宏观数据，采用了以时间序列
分析为主的预测。因此，虽然我们把握住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在宏观房价
的预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却发现很多地区的现实房价与我们的预测
存在差异。例如：北京市周边地区的房价暴涨暴跌；东南沿海地区不同地区房价
水平及涨幅的巨大差异。这些问题都让我感到困惑。而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在
研究生阶段对我国房价和地价关系的研究中，在运用相同研究方法的情况下，不
同的地区可能获得不同的结论，但是许多国内的研究文献却敢于因此得出结论并
发表。因此我感到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不能仅仅浮于宏观层面，而一定
要深入的向下挖掘，探求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根本规律。为此，我选择了从房
地产学科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属性——“区位、区位、区位”出发，以此展开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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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革新和房价飞涨背景下的交叉研究
2008 年以前本人主要研究了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问题（吴迪，2009）。
当时我研究认为“城中村”的改造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对于北京由于申办 2008
奥运会的需要而大量、快速拆迁“城中村”并修建大型体育场馆（如国家体育馆
——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举措，我一直持保留意见。
然而，在 2008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这些标志性建筑让世界一目了然
的重新了解了北京，重新了解了中国。这些建筑不仅反映了北京市城市建设的蓬
勃发展，又反映了北京的新城市文化。而如今正是由于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彰显出
的活力、传递出的和谐，越来越多的国人，甚至外国人都向往到北京居住。由此
可见，以城市标志性建筑为代表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对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
具有重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同样由于奥运会和城市更新的需要，
北京市政府拆除了许多城区内破旧的社区，并为城市住房困难户提供了新的居住
社区。该举措从短期来看，确实对城市的发展以及贫困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产生
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贫困居民的集聚必然导致更多社会问
题的出现。虽然政府和许多学者都预见到了此类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住房困难群
众改善住房条件的期望的迫切以及政府亟待改善城市环境的双重需求，拆迁城市
贫困区域的办法不能也无法改变。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怎
样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覆辙？如何避免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出现？这
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显然要解决这些城市问题，就必须知道其产生的根源，在这方面，国外先进
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就是值得我国借鉴的重要经验。尤其是著名的芝加哥社会学
派对美国芝加哥城的研究更是我国当前需要借鉴的重要案例。芝加哥学派为芝加
哥城市的发展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当芝加哥“花
园城市”的美誉就是建立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社会规划理论基础上的成功实践。因
此，我选择了与城市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希望从城市和社会发展的综合考
量出发，对我国未来城市空间及城市房地产的布局和发展进行研究。
1.1.2 理论研究背景
本文的理论研究背景源于近十年来芝加哥城市学派与洛杉矶城市学派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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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问题所进行的学派之争。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和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分别起源于芝加哥（Chicago）和洛杉矶（Los Angeles）这两个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由于两个学派分别从各自研究的城市出发对城市发展问
题进行探索，因此在学术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从历史上看，两派的争
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为什么有些城市能够实现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而有的却没有？
2）什么因素主导了城市的兴衰？
3）未来城市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城市社会及空间结构的变化？
其中第三个争论的焦点即是本文研究选题的起源。第三个焦点的争论主要围
绕了城市社会的运行规律及空间结构变化而进行。在历史上，城市社会学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发源于芝加哥大学。以 Robert E. Park，W. Bugress 和 R. D. Mckenzie
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主导了早期社会学的全部城市研究并最终建立了当代的城市
社会学。早期芝加哥城市学派将源自达尔文《进化论》的生态学思想和概念引入
了对城市的研究，其提出用大自然的平衡定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
释城市中人的行为和居住特性，其中城市居住空间分布被看做是不同物种间对稀
缺资源——城市土地的争夺。在这些生态思想的基础上，Bugress 提出了著名的
“同心圆理论”，该理论与芝加哥城市学派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早期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然而由于一方面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范式极大的忽略
了人在经济、文化、道德及宗教方面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以芝加哥城市为基础构
建的“同心圆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其他城市，因此其受到了来自许多对城市
发展范式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质疑。而洛杉矶城市学派则是其中持反对意见强
烈，并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研究范式和核心思想的新城市研究学派。
洛杉矶学派主要由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城市研究学者组成。该学派一
直在倡导并主导着城市研究应该摆脱社会科学的“幽灵”——芝加哥城市社会学
派的研究观点（王旭，2001）。洛杉矶学派思想的起源来自于 Allen J. Scott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洛杉矶城市发展呈现出的资本聚集化及城市形态横向蔓延化
趋势的研究（Scott，1986）。此后，Mike Davis 等学者的加入为洛杉矶学派打上
了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t）的烙印。以 Davis 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传
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劳动力及土地对于洛杉矶城市发展的作用的基础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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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选择等行为因素对于城市形态的影响（Davis，1992）。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廉价劳动力向洛杉矶城的不断涌入是洛杉矶出现“后现代
化”时期下的“再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其理论较好的解释了洛杉矶“沙漏型社
会经济状况”的特征，即收入差异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情况，受教育低的工人成
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减少，因此城市虽然不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却存在大量的低收入
群体。由此，随着洛杉矶人口的增长，这些效应在房地产中蔓延开来，进一步加
剧了城市的密度，并由引发了城市的横向蔓延。洛杉矶学派认为，洛杉矶出现的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Soja，1998）。Michael J.
Dear（2002）更是在其编制的《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一书中反对了早期芝加哥学
派的“同心圆理论”，并提出了“城市中心区不再能支配城市发展”的论断，并
用洛杉矶横向蔓延的城市发展趋势证明了这一观点。而在 Dear 的论断在城市研
究领域激起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同时，以 Saskia Sasen，Terry N. Clark，Glaeser 和
Florida 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支持者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本文认为新芝加哥城市学派对于洛杉矶城市学派的回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全球城市（Global City）”理论及“城市便利性（Urban
Amenities Theory）”理论为代表的城市发展动力质疑
Saskia Sasen（2001）指出全球化导致了社会贫富不均的加剧。其在举例的
“全球城市（Global City）”
（纽约、伦敦和东京）中论证了城市社会的两极化趋
势明显。但是其所指的两极分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分化，而是高收
入专门人才和低收入雇佣服务业人员的差异。Florida（2002）更进一步指出了这
些高收入专门人才才是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所在而不是洛杉矶学派提出的廉价劳
动力决定论。其将“高收入专门人才”定义为了“创造性阶层（Creative Class）”。
并指出在物质已经极大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收入等经济因素的关注正在
逐渐减弱，并开始转而关注城市的人文环境，例如：景观、娱乐、文艺、体育赛
事、流行文化等城市便利性（Urban Amenities）。Glaeser（2000）以美国城市为
例指出即使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许多高学历者还是倾向于在圣弗朗西斯科等便
利性高的城市居住。其将该现象解释为，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上涨的部分
反映了人民对城市便利性的需求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价格。其以芝加哥、波士顿
为例指出由于这些城市具有较好的城市便利设施（如：餐饮、娱乐、休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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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设施），因此其更多的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金融、法律等产
业的“创造性阶层”。而类似于底特律、亚特兰大这样的缺乏城市便利设施的老
工业城市则出现了衰弱的现象。Florida 在 Glaeser 的观点上进一步指出，在后工
业化社会中要实现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政府依照传统的减免税收而吸引企业
投资倒不如通过建设城市、提高城市便利性而吸引“创造性阶层”；另一方面，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便利设施都是能发挥相同功效的。例如酒吧、咖啡、特色餐馆
可能更多的吸引艺术类、创意类创造型人才；而大型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可能
更多的吸引科技类、发明类创造型人才。其认为，创造型人才的集聚与其所具有
的兴趣、爱好息息相关，并最终以“亚文化”团体的形式在城市聚集。而这也与
Ingelhart（1990）提出的“在发达国家中，人们对经济成长的关心已经逐渐被对
生活方式及自我价值实现等其他关心所取代”的论断是一致的。
Florida 的论断同样在城市研究领域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但是这并没
能终结芝加哥学派与洛杉矶学派之间的争论。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再工业化理
论”与“城市便利性”实际上是“简·雅各布（Jane Jacobs）效应”
（Lucas，2002）
的两个极端形态。Jane Jacobs（1969）在《城市的经济》一书中认为市场、资本
的集中并不是促进城市发展的源动力，而真正的源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或人力
资源）的集中。Florida 等人的观点强调了高素质的创造型人才在人力资源中的
主体地位；而 Dear 等人的观点则强调了廉价劳动力在人力资源中的主体地位。
因此，为了寻求更为普遍的真理和更具有普适性的规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
人物 Terry. N. Clark 于 2003 年提出了场景（Scenes）的概念。由此，拉开第二轮
的争论。
（2）第二阶段：以“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为代表的城市社会
的运行规律及空间结构变化探究
一方面，Clark 是支持 Florida 等人提出的城市便利性理论的。其在《城市是
个娱乐的机器》（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一书中，就不同年龄层次群
体对便利设施（amenities）的需求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实证得出了年轻人偏好居
住于人工便利性高的区域而老年人偏好于居住在自然便利性高的区域的结论。
另一方面，由于 Clark 的城市发展思想主要来源于其开创的“新政治文化
（New Political Culture）”（Clark，1998）。因此其在城市社会的运行规律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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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化的研究中更强调社会共性。新政治文化主要强调了在西方社会后工业化
的背景下，传统的以阶级为主体的群体划分正在逐渐式微。具有不同身份、从事
不同职业、拥有不同收入的现代市民已经越来越多的关注共同的问题，如：环保、
女权和平等。在由此而来的“问题政治（Issue Policy）”体系下，现代市民的关
系也由传统的阶级关系变成了具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张庭伟（2001）认为，以阶级和种族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学理论被一些学
者认为过于偏激，为了寻求更为普遍的解释，以 Clark 为代表的“新政治文化”
支持者做出了努力。因此，可以认为场景理论的基础来源于“新政治文化”对社
会文化、价值观的辨析。按此理论，城市空间的构筑建立在市民对相近的文化、
价值观的认同上。具有相近文化、价值观的组群倾向于聚集在一起，推选出反映
自己价值观的政治代表管理城市并按这些价值观建造、改造城市。在这个理论中，
“阶级”和“种族”这样比较“狭义”的社会属性，被“文化、价值观”这个包
容性更大、更模糊的社会属性所覆盖了。“阶级”和“种族”的不同，犹如教育
程度、家庭结构的不同一样，仅是文化、价值观不同的特殊表现。因此，其认为
Dear 所描述的廉价劳动力群体也平等的受到了来自“城市便利性”的影响，而
其背后的真正作用规律，即对文化、价值观的追求。
由此，Clark，Lawrence Rothfield 及多伦多大学的 Daniel Silver 于 2008 年共
同正式提出了“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场景理论试图将 Florida 和
Dear 的观点进行综合，并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
出发重新解释“简·雅各布（Jane Jacobs）效应”下城市社会的运行规律及空间
结构变化，如图 1.1 所示。
目前场景理论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同时，为了使“场景理论”更具有普适性，
Clark 效仿 Max Weber 的全球宗教研究和 Claude Lévi-Strauss 的全球神话
（Mythologiques）研究而进行全球场景理论研究，并试图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
对全球城市的运行规律及空间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对比和规律提炼。2009 年，本
人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跟随 Clark 教授进行了
为期一年的场景理论研究。在一年的研究中，本人针对场景理论的国际研究提出
了几个方面的建议：1）从特殊文化、价值观群体出发进行共性研究；2）在研究
方法上对场景价值量表进行建议；3）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国家、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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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差异。本人的建议得到了 Clark 教授的支持，在一年期研究结束后，本人
被认命为场景理论中国研究部分的官方编辑（offical recognize director），同时本
文的研究作为场景理论国际研究的一部分得到了国际场景研究基金的资助，研究
结果也将收录到正在撰写的《场景理论》专著中。
老芝加哥学派
Old Chicago school

中心市场
生态竞争

洛杉矶学派
Los Angeles School

人力资本
廉价劳力

新芝加哥学派
New Chicago School

便利设施
Amenities

城市
经济发展

就业增加
人口增长

人力资源
创造阶层

场景理论
文化、价值观

图 1.1 新老芝加哥城市学派与洛杉矶城市学派的研究范式对比

在国内研究方面，目前国内的城市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流派，但是通过借鉴
国外的城市研究，我国的研究在方法上已经较为成熟（顾朝林，2002；张文忠，
2004；郑思齐，2005）。但是在研究理念上，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许多学者还是
倾向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空间分布及运行规律思路，因此本文利用场景理
论，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入手研究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布及运行规律具有较大
的创新性。综上所述，本人在以上描述的我国特殊的社会生活背景和前沿的国际
理论研究背景下，综合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选题。
1.2 研究意义
1.2.1 社会经济意义
本研究的社会经济意义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过去的 10 年是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 10 年，由于我国住房体系的改革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房地产行业在过去 10 年呈现出了飞速发展的态势，甚
至一度成为支持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然而，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
房地产投机行为的加剧，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也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近年来，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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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
“国十条”、
“新国十条”、
“二次调控”可见，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控
制越来越严格。此外，随着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日趋完善，房地产行业，尤其是商
品房的销售将迎来越来越严峻的市场挑战。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过去 10 年我
国房地产行业所采用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维持。而要维持房地产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房地产企业必须改变现有的经营和发展模式，将发展和经营的重点由
原来的规模化转向精细化，在绿色、低碳、人文领域实现新的增长和突破。而本
文的研究正是针对房地产产品的根本属性——区位性进行的探究，本文研究的成
果在未来，可以为房地产行业的精细化经营服务，从而进一步实现绿色化、低碳
化、人文化与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化协同发展。
2）有利于保障我国城市的科学发展
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政府重点强调了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提出了新的、快速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因此，城市化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之一。而在 2010 年闭幕的上海世界博览会中，我国更是提出了“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界性主题。由此可见，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
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如何在快速的城市化下保障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成为了我
国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的另一个研究目的正是研究城市居民的城市生
活。本研究拟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结合的角度出发
研究我国城市的优化发展，并以此实现本文辅助、支持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及城
市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科学化发展目标。
3）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的和谐建设
在研究背景部分，本文已经提出了当前我国城市社会存在的许多社会难题。
从共性上看，这些社会难题主要和住房有关，而困难群体主要是我国的年青一代。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的增长、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及社会文化的变迁，我
国年青一代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而长期的来自经济、社会的多重压力将直接
影响我国城市社会的和谐建设。因此，本文认为对于类似“学区房热”、
“房奴”、
“蜗居”和“蚁族”这类现象不能放任自流，而必须施行正确的疏导和管理，以
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同时，只将这些现象的根源归结与城市房价的飞涨也是
片面的。因此，本文提出的利用场景理论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对这些城市现象进
行的研究，更有利于探索此类城市问题的本质，进而抓住问题的根源进行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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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治理和调控，并最终为我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和谐建设提供有效的智
力支持和维护。
1.2.2 理论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学科交叉意义
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事物，因此对房地产的研究必须从多角
度进行。本文提出的房地产与城市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思路，虽然已经有许多学者
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但是本文提出的场景理论视角和文化、价值观与房地产的区
位分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角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创新性。同时，本文在研究
中不仅运用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还加入了来自历史、文化、行为及空间地理等
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本文多学科的研究思想为我国的城市研究，尤其是房地
产研究带来了新的理念，因此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2）知识更新意义
本文将要运用的场景理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场景理论是全球化及
西方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的新兴产物，虽然目前尚处于研究和发展阶段。但是其对
城市发展的预见是可以预计和推测的。本文将场景理论与区位研究结合在国内尚
属首次。一方面，这种对区位文化性的实证研究方式具有开创性；另一方面，利
用文化及价值观属性重新审视城市社会及未来发展的方式也让沉寂了几十年的
区位研究重新焕发了活力。因此，本文在国际前沿学术思想的引入、我国城市空
间研究领域知识的更新方面具有重大的、开创性的研究价值。
1.3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七个部分：
第一章：引言。该部分首先从社会经济和理论研究两大背景出发，论述了本
文提出的利用场景理论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进行研究的选题依据。此
后，对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接着根据博士论文的结构要求简要的介
绍了全文的研究内容。最后，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文章章节间的逻辑关系进
行了梳理和说明。

9

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研究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该部分首先对本文要研究内容的理论
基础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一方面，通过界定城市居住空间及城市居住
空间理论研究的概念划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回顾现有的城市居
住空间相关研究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分析了已有研究理论中存在的缺陷及不足，并以此引出本文的研究。之后本
文围绕场景理论，进行了概念、研究范围的界定，并通过与其他相关理论的比较，
提出了场景理论的创新性。最后界定了场景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对象并分析了研究
的可行性。
第三章：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影响的微观研究。该部分作
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展示了本文利用场景理论概念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
位选择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及逻辑推导过程。该部分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形式，
将研究内容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主要就场景理论在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
中是否发挥作用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推导。本文主要利用了城市区位发展理论历
史回顾及文献回顾、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第二、三节在第一节的基
础上，对 1949 年以后，我国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场景变化对城市居民居住区位
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细分研究：第二节主要研究和探讨了单位制下城市传统场景的
变化及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第三节则主要研究和探讨了 70 年代前后，
文化变革背景下，我国城市家庭场景的变化及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最后，
本文综合上述理论研究及逻辑推演提出了假设一：文化、价值观场景对 1949 年
以后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影响假设；假设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对 1949
年以后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影响假设；假设三：家庭文化、价值观场景对
1949 年以后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影响假设。并构建了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模型。
第四章：场景因子对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实证。该部分主
要利用了计量方法，在第三章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定量研究。本章首先根据
场景量表，利用来自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 374 个城区的生活、娱乐设施数据，
构建了区域场景价值得分表和区域场景表现得分表，并进行了统计检验。然后，
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区的主场景属性进行了提取和分析。接着，本文利
用主成分分析结果，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第三章中提出的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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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统计结果进行了交叉检验。最后，
本文根据统计结果就第三章所提出的假设及模型进行了分析及讨论。
第五章：场景理论在我国社会与城市规划及管理中的应用探讨。该部分在上
文论证了场景因素在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及分布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
基础上，进一步就如何利用场景理论改进我国现行的社会与城市规划及管理进行
了探讨。该段首先回顾了我国社会与城市规划和管理发展的历程，总结了现状，
并从中提炼出了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接着定性论述了应用场景理论改进
我国现行的社会与城市规划及管理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第六章：基于场景理论的宏观居住空间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本章以
北京市城市居住房地产规划及管理为例，通过分析北京地区文化价值观场景构成
和其与居住房地产布局之间的关系。在选取了来自北京市六环以内的 220 个热点
区域的生活、娱乐及房地产数据的基础上，应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和探讨了场景
因素对北京市居住房地产的影响，预测了在场景作用下北京市居住房地产未来蔓
延和发展的趋势，并最终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规划和管理的对策。
第七章：结论及展望。本章的主要作用是总结和归纳本文研究的结论，并对
研究的结论进行文章精炼和规律提炼。提出了本文的五大主要结论：1）文化、
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2）传统文化、价
值观场景与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诉求正相关。3）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
民与其父辈一代具有相反的居住区位文化诉求。4）北京市六环内的文化、价值
观场景分布存在空间极化现象。5）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分布的影响，北京
市六环内中高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分布特征明显，且在未来呈现集中加长的
蔓延趋势。此外，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论述了本文的创新点。最后，本文也
探讨了已进行的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研究展望。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学科交叉、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
结合，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研究。研究的具体方法如下：
1）在定性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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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属性，因此将采用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方
法。在历史学方面，本文将借鉴历史学中的史料研究，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发现
和提取支持本文研究内容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评论；在社会学方面，本文将借鉴社
会调查和假设研究的理论研究方式，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的社会、时代信息，提
出核心的研究假设，并采用相关的科学研究文献在理论上推演假设的可行性和科
学性；在经济学方面，本文将借鉴理论模型及模型推演等模式，从过往学者的研
究范式中提炼具有共性的研究因子和模型，并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
和优化；在地理学方面，本文将借鉴地理学可视化的图形研究模式，对城市社会
及空间分布进行直观的图形分析，以提取出有价值的共性特点和趋势。
2）在定量研究方面
本文的统计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专家打分（Expert Estimate Method）、相关分
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假设检验（T-test）、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回归分析（Regression）、交叉检验（Cross-Validation）等经典、可靠、
有效的计量方法。在专家打分方面，本文拟在借鉴芝加哥大学已有的场景价值量
表的基础上，将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以检测评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因子分析
方面，本文拟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解决场景理论跨国界、跨文化研究可能带来的
地域性和局限性；在回归分析方面，本文拟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重点解决多因
子回归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和伪回归问题；在交叉检验方面，本文拟采用交叉检验
的方式，针对最小二乘回归的缺陷，对回归方程的精度及可靠性进行再检验，以
求实现本文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同时，为了直观有效的反映本文的研究结论，
并将本文的研究结论应用于城市规划，本文拟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运用 ArcGIS 研究软件进行场景理论的空间研究分析
及预测。在空间研究方面本文将主要采用空间自回归（Spatial Autocorrelation）、
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克里金插值（Kriging
Mapping）等经典、可靠、有效的空间计量方法。在空间自回归方面，本文拟通
过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场景数据及房地产数据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在地理加
权回归方面，本文拟将空间因素加入回归模型以实现模型与现实情况的优化拟
合；在空间预测方面，本文拟采用克里金插值的方式基于场景理论的思想对房价
的空间蔓延趋势进行模拟和预测，以求实现本文科学性和实操性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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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技术路线
（A）选题提出

（A1）
：通过社会经济背景及理论背景描述提出选题依据
（A2）
：通过社会经济分析及理论研究分析指出选题意义
（A3）
：构建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和路线

（B）进展研究

（B1）：在对（A1、A2）提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精确界定
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外重点数据库系统，系统的进行文献检索，重点
了解国内外区位研究的理论成果、代表人物及最新进展
（B2）
：对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和提炼，并提出改进思路
（B3）
：详解场景理论并基于（B2）分析场景理论创新性
（B4）
：在（B3）基础上进行理论对比
（B5）
：在（B3）基础上提出场景理论的中国研究内容

（C）理论研究

（C1）：对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影响的历
史演进探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C2）：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传统场景变迁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
响进行探究提出研究假设
（C3）：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家庭场景变迁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
响进行探究提出研究假设
（C3）：在（A、B）基础上基于场景理论综合提出我国城市居民的居
住区位选择模型

（D）实证研究

（D1）
：在（C1、C3）基础上对场景价值进行评测和讨论
（D2）
：在（D1）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讨论
（D3）
：在（C3、D2）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和讨论
（D4）
：在（D3）基础上进行交叉检验和讨论
（D5）
：在（C1、C2、C3、D3、D4）基础上提出结论

（E）策略研究

（E1）：基于（D5）分析“房奴”、“蜗居”、“蚁族”等城市问题的根
源，并提出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管理优化措施
（E2）：基于（E1）讨论场景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可行性及优越性并
基于（D5）提出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规划优化措施

（F）案例研究

（F1）
：基于（E2）提出的体系对北京地区的场景构成进行分析
（F2）：应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北京市房价分布与场景分布的关系进行
分析实证
（F3）：基于（F2）提出场景理论在北京发展中的可行性，并预测北
京市房价蔓延的趋势

（G）研究总结

（G1）
：在（C3、D5、E2、F3）基础上，综合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G2）
：分析本研究尚存在的局限性
（G3）
：展望本研究及场景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13

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研究

14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市空间研究是城市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不论
是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还是城市规划学研究领域，要深入
研究城市就必须探究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背后的构成规律。目前，在大量的各学
科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外对于城市空间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
庞大而系统的研究体系。由于各学科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视角不同，学者们在城市
空间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和选取的对象也各有特点，因此也逐渐铸就了城市空间
研究领域的多元化方法论、丰富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空间
的研究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而如今，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城市为主体的西
方城市社会的社会生活迎来了新的变革，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
和运行规律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并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这也开启了学者们对新一
轮的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及运行规律的探索。本文所研究的场景理论正是在此背景
下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新城市空间研究理论之一。在下文中，本文将首先在回顾
已有城市空间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和提炼现有研究在新时期下的不足，
进而提出场景理论的研究定义及其在新时期、新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创新性，最后
就场景理论在我国城市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
2.1 城市居住空间的定义及研究范围
2.1.1 城市居住空间的定义
城市居住空间的定义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狭义上的空间是一个地
理学的概念。在此概念下，城市居住空间可以被理解为城市内部用于居住的一个
区域。而广义的空间则包含了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建筑学等
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广义上的城市居住空间指的是在城市内部用于居住的一个区
域内的人类的，包括经济、文化、科技、娱乐等在内的一切活动以及人们居住活
动的区域布局及相互关系。本文在借鉴了曹振良（2003）对城市区位特性的定义
基础上，将城市居住空间定义为城市内部居住行为所占据的区域以及该区域与其
周围事物之间的经济、社会、地理关联关系。城市居住空间的特性可以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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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上的经济、社会、地理多属性；2）附作物经济、社会、地理内涵的动态
性；3）来自宏观、微观对比的层次性；4）发展质量上的等级性；5）资源属性
上的稀缺性；6）机会发展选择上的相对性；7）发展、质量上的设计性。
2.1.2 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范围
城市居住空间研究包括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方面：
（1）宏观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城市居住空间的空间秩序及形态演变
最早的对城市空间进行的系统研究开始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期。18 世纪中
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也拉
开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运动的序幕。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以法、
德、美等国家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城市化
进程极大加快，新兴城市不断涌现，而工业和人口的快速扩张给城市带来了许多
新的社会及城市发展问题。
于是在此历史背景下，面对一系列的“城市病”许多早期的来自城市相关领
域的学者展开了对城市空间的研究（Thiunon，1826；A.Weber，1909；W.Christaller，
1933；August Losch；1940）。此时，城市空间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城市居住空间
的规划与控制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发展（E. W. Burges，1925；Hoyt，
1939；Harris and Ullman,1945）。
（2）微观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及区位选择问题
从时间上看，学者们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微观研究要晚于宏观研究。本文在借
鉴了任绍斌和吴明伟（2010）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对城市空间研究阶段进行的划
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微观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
微观城市居住空间研究在方法上表现为计量分析方法的引入（W. Alonso，1964；
E. S. Mill，1967； R. F. Muth，1969）；在研究内容上表现为对空间行为的研究，
并强调城市居民行为主体和城市空间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Lynch，1958；Jacbos，
1961；A.W.Evans，1990）。城市居住空间的微观研究弥补了宏观研究中对人的主
观能动性研究的不足，极大的完善了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此外，城市居住空间研究还可以从研究结构属性的角度分为物质空间结构和
社会空间结构两类。其中物质空间研究主要包括了对城市土地及住宅构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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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C. Wheaton，1982；Paul Waddell，2000；Glaeser，2000）；而社会空间结构
研究则主要包括了对城市人口、家庭生活及贫富空间隔离的研究（Robson，1975；
Glen Weisbrod，1980；Stuart Gabriel and Gary Painter，2001）。
2.2 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
2.2.1 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的国外进展
最早的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起源于德国由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对区位理论的
研究。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杜能（J.H.V.Thiunon）是现代西方区位理论
的开创者。其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农业区位
理论（Thiunon，1826）。该书是第一部关于区位理论的古典名著。Thiunon 在该
书的研究中设计并分析了“孤立国”的产生布局，充分讨论了农业、林业、牧业
的布局。其根据当时德国农业和市场的关系，摸索出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
布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Thiunon 构建了“孤立国”七假设：
1）只有一座城市；
2）土地是均质的；
3）农田均在城市外；
4）只有马车可以作为运输手段；
5）运费与距离成正比；
6）远郊无农田；
7）矿产资源在城市附近。
在此基础上 Thiunon 提出了位置极差地租模型如下：
R=（P-C-sk）*Q
其中 R 是地租量；P 是农产品价格；C 是单位农产品生产费用；s 是农产品
产地与市场的距离；k 是单位农产品的单位运费，运输率；Q 是农产品的产量（假
设出清）。在此模型基础上其构建了著名的“杜能圈”，如图 2.1 所示。
虽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杜能圈效应逐渐失效，在现代
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而带来的“逆杜能圈”现象。但是，
Thiunon 在区位研究中所提出方法论和表现形式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其对后来的
各类区位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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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农业区位模型——“杜能圈”

在农业区位论的启发下，20 世纪 40 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
在《论工业区位》一书中，运用工厂区位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德国鲁尔工业区进
行了研究，奠定了现代工业区位的理论（A.Weber，1909）。其研究认为，运输成
本和工资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
产费用最小但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A.Weber 的工业区位理论主要可以分为：
1）运输费用研究
其核心思想是厂址应该选择在运输成本最低的地点。原料指数=稀有性原料
总重量/制成品总重量。
2）劳动成本研究
其认为劳工系数=劳工成本指数/地域重量=劳工成本指数/所运输重量。
3）集聚与分散因子研究
该研究最早将规模效应（economics of scale）和规模不经济（ Diseconomy of
scale ）等问题引入了区位研究。
此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分别就商业区位理论进行了研究。
W.Christaller（1933）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方》一书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为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范围定义了两个界限：一个是下限（内侧界限），
另一个是上限（外侧界限）。其中，上限是中心地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半径；下限
是为维持正常利润，中心地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所必须达到的空间界限。
August Losch（1940）在《经济的空间秩序》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商业区位
论，从而形成“廖什的六边形市场网络”。其研究认为每一单个企业产品销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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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
的递减函数，所以单个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圆区旋转形成的圆
锥体。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在空间区位达到均衡时，最佳的空间范围是正六边形。
由上述研究可见，早期的区位理论主要起源于德国，这是与德国快速的资本
主义工商业发展密不可分的。而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城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城市侵占，学者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在空间上应该采取什么
样的发展形态。其中倍受关注的住宅区位论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芝加哥学
派对城市社会的研究。
E.W.Burges（1925）提出的“同心圆带状”住宅区位论开启了近代居住区位
理论研究。在《城市的发展：课题研究导论》中，Burges 针对以芝加哥为代表的
大城市进行了研究。其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对城市人群进行分类并研究各分类人
群的社会活动、行为目的和影响，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不同人群的最终居住点。
并将这些点连接成片构建了代表不同人群的城市居住区域，由于该区域的形状酷
似树干年轮因此而得名“同心圆理论”。其得到的同心圆理论共由 5 个环组成，
分别是依次向外的环形商业区（Loop）、过渡区（Zone in Transition）、工人聚集
区 （ Zone of Workingman’s Homes ）、 居 民 区 （ Residential Zone ） 和 通 勤 区
（Commuters Zone）。

图 2.2 同心圆模型

这些区域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居住行为。其中最内部的是地理位置优
越的商圈；第二层是聚集了社会底层人群的贫民区；第三层是产业工人区；第四
层是高档住宅区；第五层是市郊、卫星城等区域。除了对区位建筑进行分类，同
心圆理论还根据人类生态学的研究分析各区域间的关系，例如中心区由于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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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优越因此会不断的扩大，从而侵占第二区贫民区的居住空间，因此导致贫困进
一步集中和贫富矛盾加剧等社会问题。Burges 的研究开创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
范式，此后不论是城市区位理论研究还是人类生态学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借鉴了他
的研究思想，即从人类群体特征的角度出发研究城市居住分布的重要研究范式。
然而，由于 Burges 的研究主体仅仅是芝加哥城市，因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Homer Hoyt（1939）在《美国城市住宅附近的结构与增长》一书中对同心圆模型
进行了改进，在加入了土地利用方式和住宅等级因子后，其认为城市居住分布应
该是“扇形”结构（Sector model）的。扇形理论通过对美国 60 多个城市房租的
分类统计调查用实证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住宅区倾向于沿着空间摩擦和时间摩
擦最小的路径由中心向外延伸。
此后，E.L.Ullman 和 C.D.Harris（1945）秉承这些研究方法，在同心圆带状
理论与扇形住宅区位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多核心总体结构框架下的住宅
区分布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城市的中心往往不止一个，而是由多个中心组成
的，城市实际上是靠这些城市中心及附近的工业、商业和住宅业的联合扩张来发
展壮大的。在多个城市中心和城市总体扩张过程中，形成了与之规模和特点相适
应的住宅区位格局。虽然其研究形成的区位模型各不相同，但是其本质对城市居
民通过职业、收入进行划分居住区位的思想是相同的。本文认为这些早期的居住
区位研究一方面其具有开创性，另一方面缺乏对具体作用因子和作用路径的研
究，并未能在根本上把握城市居住区位分布的内在规律，因此容易由于特殊性而
受到置疑。而经济学中效用思想的引入为居住区位研究的推广开辟了新的道路。
效用理论主要是通过基于经济效用最大化的思想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进行
分析。Alonso（1964）从通勤费用和居住费用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住宅
区位的互换理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互换理论公式如下：
Y=PZ*Z+P(t)*G+K(t)
其中，Y 是收入；PZ 是其他商品单价；Z 是其他商品数量；P（t）是距离市
中心 t 处单位面积的地价；G 是住宅所占土地数量；K（t）是到市中心的通勤费
用。该模型就是在收入约束条件下，通过对通勤及地价因素进行偏好选择最终实
现居民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方法。
E.Mills（1967）和 R. F. Muth（1969）分别研究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土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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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居民可以通过投标获得土地，因此城市中心区位应该拥有最高的地租。
W. C. Wheaton（1982）对居住用地的增长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城市居民收
入增加、通勤费用下降及人口增加提速的情况下，城市土地的开发由向外延伸的
态势。但如果以上情况倒转，将发生土地开发向内转移的态势。
A.W.Evans（1985）对 Alonso 的互换模型进行了发展研究，但是其研究的核
心思想并未改变，即居住区位选择是收入条件控制下的通勤与地租的最优组合。
但 Evans（1990）在《城市经济学》修正了其对居住区位的旧有认识，进而指出
不是集聚因子影响了住宅区位决策，而是人的心理需求影响了住宅区位的选择。
其新理论认为人的主要心理需求包括：社会交往需求、需求类型的差异和“向美
心理”，其研究思路的转变，也为后来居住区位理论的发展开启了更广泛的研究
空间。
此外，类似于 Evans 的早期研究模式，Brown 和 Moore（1970）基于效用理
论建立了居住选择的迁移和搜寻决策两阶段模型。其研究结论强调迁居是由于对
现有住房不满意引起的，但只有当期望搜寻的效用超过现有的效用时迁居才会发
生。
Quigley（1973）也通过构建效用模型的方式分析城市居民的居住分布，其
研究认为主要期望居住地区的居住效用大于现居住地区，则迁居行为则有可能发
生。Simmons（1974）构建了与迁移和搜寻决策两阶段模型类似的社会重力模型，
公式如下：
Iij=kViWjFij
其中 Iij 表示迁徙量，Vi 表示原住地推力，Wj 表示目的地吸引力，Fij 表示
可行性，K 为常数。在该模型中，其用推力表述迁徙愿望，用吸力表述目的地效
用，并用“熵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最大化求解。但是，从“熵模型”的求解前
提假设条件（住宅量必须与工作机会相等；迁徙量必须与房屋供给相等；通勤费
用必须等于系统总成本）可以看出，一方面该模型过于理想化；另一方面该模型
也主要强调了通勤、房价、职业对居住区位的影响。
Smith 等人（1979）虽然也从效用理论出发对居住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但
不同的是，其认为居住选择是不确定家庭行为下的理性决策。其公式如下：
Y=Eit(uB) -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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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it（uB）是新居住区域的期望效用；uB 是当前居住的最大效用。则，
对于任何区域只要 Y>0，则有可能发生迁居行为。因此，地区居住区位的最终模
型为：
Y=max（Y1，Y2···Yn）
本文认为这些基于效用理论的分析是优于一般影响的因子分析的。基于效用
理论对居住区位的研究加入了居住行为因素，即居住选择偏好对区位的影响，但
是效用理论的缺陷在于只能单纯的考虑经济因素对居住区位的影响。经济因素无
法解释包括家庭构成、社区环境及邻里关系等因素在内的许多非经济性居住需
求，因此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效用理论无法全面的反映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分
布及选择。本文认为影响居民居住选择及分布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不仅受经济条
件影响，也受社会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也结合了社会背
景等因素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
Walter Firey（1945）对波士顿的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其发现了一
个特殊的现象，即波士顿一个名叫 Beacon Hill 的富人区在长期比邻城市中心贫
民窟的情况下，长期忍受周边的环境却一直未出现衰弱的迹象。其在进行实地调
研之后指出，“情感”和“象征”是该现象的主要成因。此后，Gerald（1984）
在 Firey 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对城市情感和象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市民的城
市区位选择受到蕴含与城市地标只能的城市文化的影响。并利用波士顿、纽约、
芝加哥、洛杉矶和休斯顿为例证明了城市地标在这些“受震动”的城市中所发挥
的文化吸引力。
W.Kirk（1963）从行为研究的角度对针对城市居住行为提出了现象环境及行
为环境概念。其研究指出，现象环境是外部的自然世界，而行为环境是人感知下
的环境，而城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应是两者的综合体。Wolpert（1965）提出了地
点有效和行动空间对两个城市居民择居行为的解释。Robson（1975）从经济和社
会学两个方向提出了居民居住分布的压力理论。其研究认为，迁居行为是由内、
外两类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构。其中内部压力是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
高；外部压力则来源于社区环境及邻里关系变化。
Glen Weisbrod 等人（1980）针对家庭特征对居住区位的影响展开了研究。
其以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大都市区的家庭为例，通过比较通勤、就业等因素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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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居住区位分布展开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的构成特征对居住区位的选
择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年轻、无子女家庭倾向居住于中心城区。
Paul Waddell（2000）通过模拟房地产行业的运行对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进
行了研究。其研究发现，一方面，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住宅与工作地
和购物场所的可达性；另一方面有无孩子和房价也是居住考虑的重要因素。人们
根据这些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重要程度，在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变化下进行调整并
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Stuart Gabriel 和 Gary Painter（2001）通过研究美国洛杉矶地区，得出了居
住区位以种族为标志进行分类的结论。其研究结果显示，非洲黑人移民家庭和白
人家庭的居住区位处于分异状态，白人家庭倾向于选择郊区住宅，而非洲黑人移
民家庭倾向于选择城市中心住宅。由以上研究的结论来看，家庭结构、区位通勤、
社区环境、种族构成及邻里关系等众多非经济因素对居住的居住区位选择也具有
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Michael Pacione（2001）、Sampo 和 Anneli（2003）及 Seong Woo Lee
（2003）都研究认为居住选择的空间偏好受到来着居民个人社会属性特征差异的
影响。
2.2.2 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的国内进展
我国的近代城市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的研究大多借鉴了西方经典的城市研
究理论。本文从国内学者对区位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学科背景上出发，将其划分
如下：
（1）对区位经济性进行的研究
张庭伟（1982）在对我国一般城市的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研究中，提出了居民
迁居的“始显点理论”。其理论认为从城市内部来看，虽然居民普遍向往更好的
住房，但家庭收入的限制妨碍了居民迁向更好的住宅。只有家庭的经济实力增强
后（人均 GNP 要在 3000 美元以上，即起点），迁移才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
城区的扩展或内部空间结构的重组，都受制于市民的经济实力。
杨盛元（1996）研究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人口及其居住区位分布的变化
与产业分布和发展的变化呈现中同步集中化的趋势，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是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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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以重庆市为例，研究了重庆居民居住区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变化趋势，并证明了重庆城市人口及其居住区位分布的变化与当
地产业分布和发展的变化呈现中同步集中化的趋势。
冯健、周一星和程茂吉（2001）以南京为研究对象，针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
的居住分布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认为，外来打工人员的居住分布以呈现出按省籍、
职业等属性分布的特点。并通常聚居于城市边缘区域与城乡结合部地区，与城市
原住人口呈现居住分离趋势。
江曼琦（2001）效法 Alonso 的互换公式，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效用进行
了研究。其将经济的聚集效益概念加入到了原互换公式中。通过实证分析其认为
在我国用地密度与城市中心距离呈反比，居民的居住区位偏好有需求差异决定，
而房屋的形态则由收入约束控制。
曹振良（2003）认为住宅区位论是研究住宅空间分布规律、探讨住宅开发和
建设活动所应遵循的空间经济法则的理论。可见城市区位研究具有极强的经济
性，基本的研究目地首先在于研究空间经济法则，然后才是研究区位上的其他社
会关系。
（2）对区位生活属性进行的研究
向大庆（1995）认为区位、居住区整体环境及单体居住品质三个因素是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择居标准和消费价值的主要因素。
许晓晖（1997）通过分析上海市商品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布规律探讨了上海各
城区，区位因子对价格空间分布的影响，并指出区位、通勤是影响上海城民居住
选择的重要因素。
周霞（1999）通过分析古代广州的城市空间格局,得出了广州城市形态深受
“风水”思想影响的结论。
陶松龄（2001）在研究上海市形态演化的基础上，认为城市形态是地域文化
的一种文化信息载体，任何一种城市形态都是在文化的长期积淀和作用下形成
的，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化就深受吴越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董昕（2001）分析了我国在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居民
住宅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其研究结论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宅区位主要
受到政治因素和单位力的影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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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其中影响中高档公寓区位的主导因素是就业区、商业区及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的位置、交通运输条件和地价；影响经济适用房的区位主导因素是地价和城市
规划；影响花园别墅区位的主导因素是自然条件。
吴启焰（2001）结合城市的历史、政治及社会变革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居民的
居住分布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成因，主要是
运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对城市空间进行规划的产物。
（3）对区位综合属性进行的研究
杜德斌（1996）以家庭为研究对象，从居住区位的需求理论出发，对城市家
庭的居住分布进行了研究。其根据家庭的不同结构，将中国城市家庭的类型划分
为了：工薪家庭、高收入家庭、单身和夫妻家庭、“空巢”家庭和“外来人口”
六种类型。并指出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家庭结构、经济收入和社
会文化背景将是造成城市家庭居住区位分化的主要三个原因。
程海燕和施建刚（2000）从房地产价格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市民居住的选择
与房地产产品的周围环境、交通通讯、社会文化环境及购物出行的方便程度和地
租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叶迎君（2001）以苏州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存在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其
研究结论认为，造成当前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有五个：经济发展带
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城市建设带来的城区快速扩张、住房制度带来的分配方式变
革、市场经济带来的房产投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价值观念变化。
刘冰（2002）以上海不同类型的社区为案例进行了调查研究。其调查认为，
当前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存在居住水平差距大、社会阶层分化、居住价值取向多
元化等趋势。并建议政府通过社区建设提高社区质量、增强社区凝聚力等方法应
对这些社会问题。
张文忠（2001）以北京为例对北京市民的居住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其研究
结论认为一方面，房价的高低是决定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主要条件，一旦居
民确定了自己愿意支付其居住的区位就大体决定了。另一方面居民自身的社会、
经济、文化等特征、以及对不同住宅区位和环境的偏好也左右着其住宅区位的选
择过程和结果。其在之后的研究中还系统的指出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
包括内生和外生两方面因素。其中内生因素包括了居民的收入、年龄、家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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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民族及宗教等因素；外生因素包括了区位、社区服务、地区房价、治安状
况、教育环境及医疗水平等因素（张文忠，2004）。
郑思齐（2005）构建了城市住宅区位支付意愿梯度模型，利用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调研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高收人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偏近的位置。另外，工作地点、对环境的
偏好、城市规模和郊区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都会从各方面影响支付意愿的梯度值。
王波（2006）指出造成上海居住空间分布的原因主要有：1）社会结构分层
导致的空间分异；2）城市功能调整造成的空间分异；3）居民消费心理与习惯不
同带来的空间分异；4）交通技术变革促进了空间分异；5）重大工程选择政策导
致的空间分异。并由此指出空间分异带来的问题为：中心城区居住负荷过重，功
能配置失调，城市居民出现隔离现象。
2.3 国内外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局限性
综合第一章 1.1.2 段和本章 2.2 小节中对国内外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的综
述，本文认为国内外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已经分别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但是都仍然存在一些研究的局限和可以改进的空间。
其中，对于国外在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本文已经在第一
章的 1.1.2 段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认为，国外的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在不
断的传承中被逐步的改进，其研究的连续性、逻辑性和完整性都好于我国目前的
相关研究。以本文主要关注的洛杉矶城市学派和芝加哥城市学派为例：这两个学
派在研究理念上对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及秩序的把握是精准而具有超前性和预见
性的。但是在实证方面其尚有待改进，尤其是老芝加哥学派并不注重专业化的、
科学的、有效的实证。例如：Florida 在城市创造性阶层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
中，通过回归分析指出“同性恋指数（Gay Index）”在促进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而 Clark 在随后的研究中即指出 Florida 的回归分析存在多重共线性，
其指出的“同性恋指数”对于城市发展正影响的作用来源实际上是“受高等教育
水平指标（High Education）”。但是，虽然以 Clark 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已经注
意到了统计实证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其在实证中运用的方法主要还是以较为经典
的简单相关分析和普通回归分析为主。本文已经针对该问题向 Clark 教授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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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意见（见第一章的 1.1.2 段）。而从更普遍的角度来说，在统计方法上的多
样化和深入化应用也是国外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相关学者需要改进并可以向我国
一些学者进行学习的。
而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研究理
念和研究数据两个方面：
（1）国内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在研究理念上有待创新
由本章 2.2 节总结的研究文献可见，我国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大多是综
合性研究，即认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对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具有重要的影
响。本文认为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其居住空间的形态及秩序不可能不受到来自
所谓“方方面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能是不分主次、不分先后、不分时期
的。例如：在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居住实行“单位制”的情况下，房价因素对于
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的影响就十分微弱，反之在当前的我国城市社会中房价因素
可能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具有重要影响。而这些变化都是具有社会属性并受时
代背景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国外学者目前所取得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及正在进行
的前沿研究都是基于全球化及后工业化发展时代背景的。而目前国内的研究对于
社会、时代变迁的关注较少。例如：学者们对我国城市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学区
房热”、
“房奴”、
“蜗居”、
“蚁族”等问题尚没有从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角度出发
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本文认为国内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需要在理
论上实现创新和突破的原因。
（2）国内在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有待丰富
由 2.2 小节可见，国外在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是丰富的，其包
括了来自各个级别的宏观经济数据、调查问卷数据。而就本文查阅的国内研究文
献而言，省级和城市级的宏观经济数据及小范围的调查问卷数据是国内学者在城
市居住空间研究中运用的主要数据类型。一方面，省级和城市级的宏观数据不利
于反映城市内部居住空间的秩序；另一方面小范围的调查问卷数据难以用于探索
城市居住空间的运行规律。而国外学者很早就发现了数据局限对城市空间研究的
影响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进。例如：Ingelhart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将近五
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扩大了城市微观研究的范围；
而 GIS Tutorial：Workbook for ArcView 9 一书的作者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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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n University）的 Kristen Kurland 正在试图将 Google Map 时空数据库与
ArcGIS 研究软件进行对接，一旦其对接成功将为城市居住空间研究带来革命性
的变化。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在城市空间研究新数据源的建设，尤其是网络数据源
的引入方面已经进行了超前的研究尝试。虽然国内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类似的问
题，并在数据的采集方面进行了改进，但是数据来源及挖掘手段的匮乏仍然是困
扰目前国内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本文的研究中，本文将针对上述研究局限进行改进尝试。在此基础上，下
文将首先结合我国城市社会及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一些特性对场景理论在我国
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行改进，以期实现本文研究的科
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2.4 场景理论的定义及本文的研究范围界定
场景理论中的场景一词源于对英文单词 Scenes 的翻译。从语言学角度来看，
Scenes 也可译作“镜头”、
“情景”等。但是从 Clark 对 Scenes 的描述“该词经常
出现在影评人对电影的评价中（Clark，2008）”来看，本文认为翻译为“场景”
更为合适。根据“场景”在电影中的应用功能来看，
“场景”包含了对白、场地、
道具、音乐、演员服装、镜头色彩等影片希望传递给观众的多媒体信息。在这些
场景中，各个道具、部门的关系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有机关联的。同质的道具布
局之间有必然的出现关系，差异的布局道具之间将表达颠覆性的思想或蕴含特殊
的含义。而以 Clark 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城市学派的学者们将该现象引入了对城市
社会的研究中，进而形成了“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
2.4.1 场景的定义
在城市中，场景的构成即是“城市便利设施（Urban Amenities 或译作城市生
活、娱乐设施）”的组合。Clark 认为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也传递了文化、价
值观。文化、价值观蕴含在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功能、构成及分布中，并以此
形成抽象的符号感知信息传递给了不同的人群。
例如：著名的迪斯尼公园（Disney Heaven）被视为传统、亲善的象征。在
美国迪斯尼公园附近往往具有较低的犯罪率、较少的色情场所和无家可归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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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尼公园为了保持自身的形象通常要求美国警方移除其公园周边有碍观瞻的其
他城市生活、娱乐设施，进而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企业文化及形象。同样的情况在
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则产生了反效应，美国时代广场由于杂乱无章的设计而导致
了无家可归者的涌入，进而进一步恶化了广场的景观，并最终成为了犯罪率不断
提高的问题地区。场景理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现象的原因就是城市“场景”对不
同人群的吸引，同时如 James Q. Wilson（1982）提出的“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该理论的本质也可以看做是“场景”因素在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场景理论的根本研究出发点既是，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人的空
间行为动机可以归结为人们对文化、价值观的追求。而一个区域的文化、价值观
蕴藏在社区、建筑、人口特征（如：种族、阶级、性别、教育等）及当地的风俗
及群体性活动中，并主要外化表现在该地区的生活、娱乐设施或称“生活便利设
施”
（Amenities）的功能、种类、结构、布局的总和，既“场景”中。因此，
“场
景”是现代城市生活及社区生活的重要元素。文化及价值观透过区域的“场景”
构成（生活、娱乐设施的集合）反映给人们，并正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人们
原有的，以对“工作机会”、
“通勤区位”等经济、生活属性诉求为代表的居住区
位的诉求。对场景及生活方式（Life Style）的向往和诉求，正在越来越多的影响
着当今城市人的居住选择和城市的区域发展（Clark，2008）。
从场景理论的研究定义上看，场景已超越了生活、娱乐设施或称城市便利设
施集合的物化概念而成为了一种 Durkheim 所描绘的社会事实。法国社会学家
Durkheim 是社会事实研究的开创者。其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
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
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
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
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Durkheim 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
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
的。而场景就是这样一种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人的行为社会事实。
除了抽象的研究意义，场景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第一批将场景
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生态学研究的学者，赵铁（2008）认为：场景理论致力于城市
设施组合的研究，力图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测定城市设施组合对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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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拉动和推动作用，其目的就是使人们的在研究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
展时，不要只将目光局限于土地、资本等传统的经济拉动因素，而是促使人们放
宽视野和开脱眼界，将注意力转移到城市的生活便利设施，如：图书馆、书店、
博物馆、咖啡厅、酒吧等的开发和建设上，它们在给人们带来愉悦和满足的同时，
也能够给城市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此外，场景本身又超越了设施组合的本来意
义，应场景与文化、价值观属性的密切结合，所以场景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
了都市设施组合的本来意义，进而发展演变成为具有精神象征和文化意义的根据
影响力城市空间影响力。
2.4.2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建立在主观认识和客观结构两个大体系下。
一方面，客观结构既是来自客观事实的被研究区域的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
通常我们会将拥有大量商铺的城市区域称为商业区；拥有大量工厂的城市区域称
为工业区。场景理论中客观结构的概念类似于此，但是更为细化。例如：该区域
咖啡馆的数量；超级市场的数量；体育场的数量等都是场景理论中区域客观结构
构建所需要掌握的元素。
另一方面，场景理论的主观认识体系主要包含三个主文化、价值观维度，且
每个主价值观维度下又包含五个子维度，如表 3.1 所示。
其中三个主价值观维度分别是“合法性”、
“戏剧性”和“真实性（或称“可
靠性”）”。其中“合法性（Legitimacy）”体现了人们为某些社会存在所进行的正
确或错误的判断，即对“善（或称“对”）”的感觉；“戏剧性（Theatricality）”
涉 及 人们看待别人 以及被别人看待的方式，即对“美”的认识；“真实性
（Authenticity）”是对社会个体的身份内涵和意义的鉴别，即对“真”的认识。
而在十五个子维度中：“传统主义（Traditional）”即认为传统的就是对的，
跟着传统走没错，如遗址、遗迹、庙宇、学校。“自我中心（Self-Expressive）”
即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如：汽车美容、改装、歌舞厅。
“实
用主义（Utilitarian）”即认为能帮助有效地完成目标，如便利店、药店、自助餐
厅。
“超凡魅力（Charismatic）”表现为不问对错的追随，如服饰店、大学、画廊。
“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内涵表现为一人让一步使世界更和谐，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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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善（Neighborly）”表现为熟悉的环境而感到亲切，如花店、幼儿园。“正式
（ Formal ）” 指 的 是 看 到 就 会 觉 得 公 认 的 满 足 ， 如 交 响 乐 、 画 廊 。“ 展 示
（Exhibitionistic）”表现的是无论自己参与或是看别人表现都很愉快，如 KTV、
化妆品店。“时尚（Glamorous）”是指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如 迪吧。“违规
（Transgressive）”反映的是一种我就是和你不一样，忽略社会规范的概念，如烟
酒专卖店、公园。“理性（Rational）”是照着现实规律前进的理念，如大学、夜
总会。“本地（Local）”即统一的社区的氛围，如菜市场。“国家（State）”即国
家就是生活的中心，如法院、公园。
“社团（Corporate）”代表了可以分享标准化、
同质化的经验，如百货商场、连锁快餐店。“民族（Ethnic）”即种族是一种对个
体特质的最基本认识，如日本料理。
由上文可见，主观认识体系是对单个生活、娱乐设施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场
景价值，而要构建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表现必须结合客观结构进行综合构建。
关于区域场景评价的量化方法本文将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进行详细讨论。
表 2.1 场景价值量表
主维度
Legitimacy
合法性
“感觉对”

Theatricality
戏剧性
“感到美”

Authenticity
真实性
“感觉真”

子维度
Traditionalistic
Self-Expressive
Utilitarian
Charismatic
Egalitarian
Neighborly
Formal
Exhibitionistic
Glamorous
Transgressive
Rational
Local
State
Corporate
Ethnic

维度描述
传统主义
自我表现
实用主义
超凡魅力
平等主义
亲善
正式
展示
时尚
违规
理性
本地
国家
社团
种族

2.4.3 场景理论与其他城市空间理论的对比分析
Clark 通过主持 FAUI（Fiscal Austerity and Urban Innovation Project）全球城
市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当今世界正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的
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其研究认为，旧有的由工作机会、通勤、生活需求主导的居
民居住区位选择决策，正越来越多的受到居民自身具有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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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殊文化群体，如：波西米亚人群1、BOBO 人群2就是这类居民的典型代表。
这些人群的居住区位选择决策中更多的注重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诉求，而不是单
纯的考虑经济、生活因素。因此其在后工业背景下，提出了基于文化、价值观思
考的场景理论。在第一章的 1.1.2 段中，本文已经论述了场景理论与其他城市居
住空间理论的最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了文化性和价值观属性在城市居住空间
分布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场景理论与本章 2.2 段描绘的其他两大类城市空间
理论的对比如下：
表 2.2 三大类城市空间理论的对比
工业理论

社区理论

场景理论

选择目的

经济诉求

生活诉求

文化、价值观诉求

人群特征

生产者

居住者

消费者

环境特征

工厂

住宅

生活、娱乐设施

选择主因

工作、生产关系

通勤、继承、种族

理想、梦想

本文认为从微观的居住区位选择来看，居住空间选择的结果是城市居民个人
对城市社会中物质、精神诉求的客观反映。简而言之，就是“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该观点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Charies Tiebout 提出。其研究认为，在人
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
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
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
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
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Tiebout 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
人口的流动进行了诠释。而场景理论则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指出，
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同样是对精神文化及价值观追求的客观反映。综合上述
观点，本文认为，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结果及即映了城市居民个体对城市社
会物质性的追求，又反映了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诉求。地区某特定种类人群的
数量可以视为该群体“用脚投票”行为的结果，因此是该种类人群对这一地区文

1

波希米亚人这个词被用来指称那些希望过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抱持幻想的
人。
2
BOBO 是 Bourgeois Bohemian“中产阶级式的波希米亚人”的缩写。他们鲜少违背主流社会，对于社会中
不同的声音有极高的容忍度，不会吝惜购买昂贵的物品，相信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如美国）是属于精英
领导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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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观认同的反映。此外，本文还认为在我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类似西方的
波西米亚人群和 BOBO 人群的特殊人群，如“房奴”、“蜗居”、“蚁族”人群。
这些人群同样在居住区位选择决策中体现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诉求，而非经济、
生活诉求。因此这些个案也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利用场景理论对我国城市居住空间
进行研究的可行性。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发展程度的不同，本文认为要在我国应
用场景理论进行研究还必须对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再界定。
2.5 我国场景理论研究的对象界定及可行性分析
2.5.1 我国场景理论研究的对象
根据场景理论的研究设想：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人群，将受到不同城市区域
中的娱乐、生活设施集合所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观信息的影响，而选择居住于符
合自己文化诉求的区域居住。因此，要研究和实证场景理论，必须首先定义具有
不同文化和价值观诉讼的人群。在场景理论的美国研究中，研究者根据美国的历
史文化以及深厚的相关社会学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选取了以波西米亚人群和
BoBo 人群等为代表的极具文化和价值观特性的群体进行研究。
目前在我国，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尚未有专家、学者对中国的特殊
文化群体进行具有公信力的研究；另一方面虽然有一些学者对特殊文化群体进行
了研究，但是主要是定性的研究，缺乏量化的客观调查数据的支持。是目前在中
国，虽然出现了“房奴”、
“蚁族”、
“蜗居”等群体，但是没有可靠、全面的调查
数据。而从客观事实上看，“学区房”现象主要发生在 35 岁的人群中；“房奴”、
“蜗居”主要发生在 30 岁左右的人群中；“蚁族”主要发生在 25 岁左右的大学
毕业生中。因此，本文提出将我国场景理论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不同年龄层次的城
市居民。
“不同辈分的人，在思想认识、文化、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兴
趣爱好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Mead，1970）。”
“处于同一个世代单元（Generation
Unit）的人，在社会上一般处于相同的位置，对现实的看法也会大致相同。因此，
会形成一种同代亚文化群现象（Mannheim，1940）。”M. W. Lily（1971）在《社
会老年学与社会的年龄分层》中提出的“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
Theory）。其认为社会正是由不同年龄阶层的成员构成的。这些年龄阶层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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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的经验和历史来确定的。其除了在年龄上的差别外，还在社会声望、势力、
收入、社会流动、阶级关系、阶级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别。这一理论把年龄阶层作
为分析同一年龄层次成员之间和年龄阶层之间关系的基础，以此来解释社会的不
断变化，描述社会中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理解两代人的不同的政治取向，价值
观念，以及代际间的冲突。这些学者在对“代际”差异的研究结果中无不证明了
代际差异必然具有文化差异，从而也佐证了本文应用不同年龄层次城市居民间的
代际文化替代特殊群体文化的研究设想。因此本文认为可以进一步的将我国研究
对象年龄分层周期界定为 5 年，划分依据包括两个方面：
（1）从中国历史事件和背景出发对代际层次进行划分
从新中国成立 60 以来的历史看，许多历史事件都是以五年为一个发生周期、
中央政府的中长期规划也以五年为一单位，因此结合“年龄分层理论”本文认为
可以以 5 年为一代进行代际分层。
（2）从本文的主要的研究目的是通过不同年龄层人群的文化差异在我国进
行场景理论的研究。因此，较短的年龄层次划分，能够较为细致的反映文化、价
值观变化的趋势和过程。
2.5.2 我国场景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本文作为场景理论在我国的首次系统研究，主要希望应用场景理论对我国城
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及城市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场景理论所强调的文
化力渐强背景以及文化、价值观在现代人居住行为选择决策中发挥的重要影响作
用，非常适合于我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文化、价
值观因素就在国人的行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在居住决策方面文
化、价值观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一方面，“家”的概念在我国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以房屋作
为“家”的物质反映，对其位置及周边环境的选择，在我国的文化中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典故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三迁”反映了我国
传统文化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价值观。至今这种文化、价值观传统仍然深刻的
影响着中国父母的居住决策。当前我国许多家庭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
惜高价购买或租赁“学区房”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也再次证明了以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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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居住文化在我国文化中具有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我国具有悠久而厚重的“住宅”文化。例如，“婚房”在国人婚
姻中占据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文化上的重要性使得国人对居住区位
的选择成为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住房的重要
性在居住行为中表现为居民对区位选择的慎重性，以及其此后居住区位的相对固
定性，而这为本文研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提供了基础。
综合上述因素，本文认为随着我国国际化程度的增强，我国社会也必然出现
场景理论预示的文化渐强趋势。如今我国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的矛盾核心已不再
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尤其在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中出现的：北漂、蚁族、蜗居
等问题，更多折射出的是文化、价值观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因此，本文认为
有必要利用场景理论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研究新时期下我国城市的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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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就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影响问题从经济学、社会
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出发进行归纳和演绎。并以此从中探求在我国城市
的微观居住空间中主导城市居民居住行为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及一般规律。
3.1 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影响的历史演进探究
从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演化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历
史阶段：古代、近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
3.1.1 古代传统城市区位属性下的我国城市居住空间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对“土地”崇拜的情节。据史料考证在中国古代历史
神话中占重要地位的“黄帝”。其称谓中的“帝”字，可能是由土地的“地”字
演化而来。“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在中国神话中，先有“黄土地”，然后
才有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尊称的“祖宗”黄帝，乃是土地的化身，因此向来重视
血缘关系的中华民族，把对“祖宗”的崇拜转向“土地”的崇拜。这种崇拜的虔
诚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李远，1991）。本文认为土地本其蕴含
多种属性，其中“区位属性”是城市土地的最重要属性。而由于“区位”的物化
载体——土地在国人心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因此国人对土地的崇拜在我国的
传统城市中演化成了对区位的崇拜并存续至今。由此可见，城市的土地区位在我
国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而实际上不仅如此，由于文化、价值观起源的不同，我
国的城市本身就具有许多西方城市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其中对本文最具有研究价
值和意义的有两个：
（1）消费属性而非西方城市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是我国传统城市的主要属性
（Weber，1997）指出“在中国，城市是要塞和皇帝的行政机构的官邸所在
地。”在我国的古文中“城市”一词是两个字“城”与“市”的组合。
“城”即王
城。我国古代都城以王宫和祖庙为中心，因此“城的中心”并非指城市位置上的
中心，而是指其权力的中心。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城市最早起源于“酋邦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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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直至战国时期，城市的典型形式仍然只是一个政权的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
员及同族，并非奴隶。而“市”附属于城，是为了满足封建贵族的享受而建立的。
这种以政治中心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把君、民隔开，王城在内，民郭在外，既突
出了王权，又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这是我国城市的一大特色（王颖，2005）。
张光直（1985）指出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传统城邑的建造是政治行为的表现，而不
是聚落自然成长的结果。城市乃是政治体系的附属品，最早的都城一直保持着祭
仪上的崇高地位。刘建军（2000）认为我国的城市从其一开始，就代表着统治者
对世界的一种近乎奢侈的看法，即城市象征着一种极其高贵的地位，它通过祭仪
等仪式把自己笼罩在一种高贵、神秘的精神空间中，城市巩固着财富的聚集，也
提升着城市中政治贵族的身份和品位，而非经济性生产。因此，我国古代城市是
消费性的，经济功能不强。而这种对于城市的认识和城市发展所奉行原则，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依然没有改变（田克勤，2004）。由此也可见，我国传统城
市居民的消费性特征与场景理论的研究对象“消费者”的概念是近似的，因此场
景理论提倡的文化、价值观研究与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分布研究具有天然的适应
性。
（2）等级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我国古代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主导
思想
在我国传统文化对城市及居住区位的控制和影响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
出现了对城市居住分布的官方规划控制。此外，在我国古代城市中，除了统治者
官方规定的“王城在内，民郭在外”的城市结构，在民间，传统的风水、堪舆的
流行更是从思想上控制了我国居民的居住区位观。王允在《论衡•四讳篇》中说
到：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者在西，卑幼在东。”其所提及的区位
方位论，把传统的城市等级文化、价值观以经验、学说的方式传承了下来，经过
千年演进，已成为了被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居住文化。此外，引言中提及的儒家典
故——孟母三迁中，孟母以与丧葬、商贩比邻为耻，以与私塾比邻为荣的等级观
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城市居民的居住等级观念。
综合上述论断，本文认为：一方面，我国的传统城市是权威的象征，城市赋
予了其居民区别于其它地区居民的等级性；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城市内部的居住
区位是区分城市内部居民等级的重要标尺。这种等级性被传统礼教以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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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形式，如：编撰儒家典故，存续了下来，在思想、观念上长期主导了我国城
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
3.1.2 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的近代变革
这种“以地划人”的封建等级思想，在近代中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傅筑
夫，1980）认为从本质上看，在我国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
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因此，在近代中国，“以
地划人”的封建等级思想，如：风水观念等成为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在
民国时期进行的“新生活运动”中，对传统城市生活改造的第一条措施便是“破
除迷信，不信风水”（冯尔康，常建华，1998）。但同时该时期由于中国半封建、
半殖民地性质，在当时的中国城市内部存在大量的以“租界”形式存在的外国势
力，这些势力在城市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拥有军队。因此国民政府未
能真正的改变我国传统城市的基本形态。此时，在我国传统城市内部的居住区位
上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等级划分方式依然是主要的区划方式，而有所不同的是参
入了以“租界”为代表的外国势力。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我国城
市逐渐向生产型转变，城市居民的经济性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旧的等级制度和新的由外来侵略带来的不平等在城
市中依然存在，因此该时期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处于“中西混合”的状
况，经济性和等级性都对城市居民的选择发生着影响。因此，真正对我国传统城
市消费性和等级性的改造问题被留给了新中国。
3.1.3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革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结束了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局面。
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人、传统城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都进行了颠覆性
的改革。此时，我国绝大多数的内地城市都保存着原有的封建特征，因此党和政
府立即开始了对传统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力图将我国传统消费性城市的属性转
变为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属性，同时变等级化的城市为平等的社会主义城
市，在城市内部打破传统封建制下对城市区位的等级划分。然而新中国对我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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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主要经历了两次变革：
（1）第一次变革：单位制建立
早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革
命”运动。1928 年的《井冈山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
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该政
策主要在农村地区实施，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基于土地权的等级制。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革命成功的经验被带入城市，并最终演化成为了中国特有
的“单位制”。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调控和资源分配主体，
是国家与个人的联络点（李路路，2005）。在单位体制下，城市土地由政府行政
划拨分配，所有权归单位集体所有，职工住房由单位统一分配。每一个单位的土
地都用围墙圈起来，围墙内工作、生活、甚至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单位不仅是员
工上班工作的场所，也是员工居家生活的地方（李培林，2008）。Lowell Dittmer
和 Lu Xiaobo（1996）指出作为封闭家族和大家庭的世俗化的替代品，单位被认
为是强而有力的党和国家的代理者，其扮演着政治（或国家）和经济（或社会）
的双重角色。因此，此时传统的城市区域等级划分完全被单位制打破，传统的居
住文化及价值观也成为了统一的基于国家意志的国家政治文化价值观。
然而，由于最初的单位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伴而生的，其在生产中实行
“高就业、低效率”的政策，因此生产力水平低下。同时加之一些特殊时代背景
下的历史政治事件对我国城市社会及生产力的破坏，最终综合导致了 20 世纪中
后期我国经济的滞后和人民生活的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落后的状况，1978 年我
国政府决定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变计划经济体制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早期的单位制走向了衰弱。同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也开始了第二次
变革。
（2）第二次变革：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居住区位变革
随着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发展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实施市场经济后，大量的任然实行早期体制的单
位出现亏损和员工经济困难，由此导致了员工纷纷离开单位。至此单位作为国家
与个人联系点的核心凝聚力开始减弱。随着 1990 年中国住房体系改革将旧有的
房屋单位福利分配制度改为市场化的商品房销售制度的实施，其彻底打破了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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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体系对员工居住区位的控制，居住选择权再次回到居民手中。而此时我国城
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开始出现了新的分化。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关注居住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周边居住环境，而这也反映了经济和生活诉求在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
中的回归。而近年来，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发展，以“北漂”、
“房奴”、
“蜗居”和
“蚁族”群体为代表的特殊群体的出现又反映了文化、价值观诉求在居住区位选
择中的回归。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正在朝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主因子的历史演进
表，如表 3.1 所示。由表 3.1 可见，
“文化诉求”始终贯穿着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
位选择演变的历史演进过程。
至此本文已经通过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定性的回答了本段开篇对于文化、
价值观因素是否对我国的城市居住空间具有影响的问题。然而文化、价值观是一
个定义宽泛的概念，因此要探索文化、价值观在居民居住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机理，
则必须对本文所研究的文化、价值观的范围进行界定。本文认为可以将影响我国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文化、价值观细分为传统（土地）文化、价值观和家庭
（宗族）文化、价值观两类。这两类文化、价值观的变革是近代以来发生变革最
剧烈，对城市居民社会生活影响最深刻的思想体系转变。秦晖（2003）在《传统
十论》中阐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革命两个主要方向：一是以“土地革命”为代表
的反传统（土地）运动；另一个是针对“儒家文明”的反宗法（家法）伦理运动。
与此类似，从毛泽东（1927）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四权”——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定义来看，政权、神权是反传统（土地）运动的革命
对象；而族权、夫权是反宗法（家族）运动的革命对象。这些观点也都支持了本
文对本文研究的文化、价值观的细分。本文将在下文分别就传统文化、价值观变
革和家庭文化、价值观变革对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展开研究和分析。
3.2 1949 年以来我国城市传统场景变迁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
在上文中，本文已经初步论述了以单位制建设为主体的城市传统场景改造对
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影响。本段将进一步结合单位制的变革研究传统文化、
价值观的变革及其带来的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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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主因子的历史演进

主因子

主成因

古代中国

近代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

19 世纪中叶以前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

1949 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等级

等级

瓦解

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生存

生活

生活

生活

经济

经济

经济

单位制

式微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

封建制度

半殖半封社会

社会主义初期

体制改革

儒家文化，风水、堪舆

资本主义萌芽

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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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单位制下我国城市传统场景的变化及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
在单位体制下，城市空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一个单位都是依据行政划拨
占有一块土地并用围墙圈起来，这块土地不仅是员工上班工作的场所，也是员工
居家生活的地方。在这些大型企事业单位占有的土地上，办公室、车间、住宅、
食堂、商店、理发店、洗澡堂、电影院、篮球场、医院、幼儿园、小学等一应俱
全，每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因此，单位制造成了职工对其工作单
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由经济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大多数市民的生
活机会和他们对社会财富和资源（住房）的拥有都离不开作为中介的工作单位（边
燕杰，1996）。由于单位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与组织、国家关系的制度
安排。因此市民居住在什么地方与其经济能力、文化信仰不存在相关关系而仅仅
取决于其所处的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是城市居民与组织和国家关系
的制度安排，深刻的影响了城市空间的格局，因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
会空间结构。这种结构有别于帕克所描述的城市生态竞争结构（蔡禾，2003）。
在这一时期，基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化完全替代了传统的城市居住文
化，城市的区位被彻底改变，城市居民不再拥有居住区位的选择权，取而代之的
是国家的分配，于是形成了“异质混居”的局面。同时，在这一时期，城市的传
统文化的作用完全被单位制反映的国家意识所取代，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只有一
种主文化的情况。郑杭生（1996）指出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的社会的主文化，
是一种以革命为核心观念的文化，即国家政治文化。至此中国城市居民的传统居
住的等级化分布在制度上基本完全被打破，应该说单位制对中国传统等级城市的
改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种改变并未能持续，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单位制对传统中国的改
造未能持续至今。
一方面，在单位内部，单位制中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最终演变为了依附关系，
因此在单位制后期演化中出现了“家族化”的现象（路风，1989）。另一方面，
在城市的实体结构上，文化大革命对城市新规划的全面破坏，为后来传统等级化
的城市区划留下了隐患。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规划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城市的
蹩脚复制品，规划的目的是加大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差距，因此不能执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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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洪，2006）。在此情况下，旧的城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新有的规划却也不
能进行。因此，被打破的只是建筑，而不是传统中国城市以“权力”为中心的城
市分布。如今大量政府机关和中央大型企业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地段的现象就可以
看作是区位规划改革失败的代表。由于单位制没能真正的对城市传统文化实现改
造，这也为后来城市传统文化的复苏留下了隐患（王沪宁，1991）。
3.2.2 后单位制下我国城市传统场景的变革及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
1978 年后早期的单位制逐渐走向衰弱。同时在社会文化方面，对社会主流
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也逐步放松。1991 新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化”概念。其指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从该定义中
一方面可以看到国家依然对意识形态和人民的文化、价值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另一方面这也是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肯定了“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在思想上突破了旧有的对传统文化一概反对。
在生活经济建设方面，由于实施市场经济，
“价值规律”的引入给“高就业、
低效率”的单位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人才从单位中流入新兴的企业，单位
在城市中的地位不断的被削弱。与此同时，中国 90 年代末开始施行的城市住房
体系改革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衰弱趋势。90 年代末的住房体系改革的目标就是要
将原有的由单位包办的“福利房”体系转变为由市场控制的“商品房”体系。住
房分配权的丧失极大的降低了单位对居民居住区位的控制。在城市的居住区位分
布上，出现了由过去单位行政等级和个人行政地位决定居住水平及区位的状况向
由个人的房屋购买或房屋租赁能力决定居住水平和区位的转变趋势。我国城市社
会开始由单位社会向阶层化社会转变（蔡禾，2008）。
李志刚（2004）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居民居住分布情
况。城市最高收入者普遍分布在城市中心的新建豪华社区以及城市边缘的别墅区
内；高中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干线附件的商品房社区；一般中等收入者多

44

第 3 章 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影响的微观研究

分布在早期以单位分配方式获得的公房社区；低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旧城
区；外来民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则于城乡结合部租借廉价私房或搭建棚户聚居，
且以籍贯相同的地缘和职业相近的业缘为特征。旧城区改造使得大量破旧的民居
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档楼盘，原有居民由于难以接受新楼盘的价格而被迫迁
往城市外围，在上海，这一外迁比例占原居民的 97%。这种基于经济性的解释，
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性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分布选择情况。而另外
两个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单一经济性解释的乏力。
一方面，传统城市区位观念的复苏，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不平衡发展。
“坐
西朝东为尊”是以家为中心的礼制，
“坐北朝南为尊”是君臣关系的礼制（杨宽，
1993）。由此可见，“西北”方向在中国传统城区区位文化中是较为尊贵的区位，
而这种认识被清晰地反映在了城市房地产的价格中。以北京为例，以天安门为中
心北面城市房地产的价格要总体高于南面。而北京城北面偏西方向更是被民间称
为“上风上水”，因此“西北”方向的房地产价格更是高于其它地区。
“上风上水”
一词源于明代的风水学说，明代的阴阳家认为北京北面偏西方向的天寿山是“风
水”中的“上上之地”，因此明代帝王的陵寝都位于此处（明十三陵）。北京城以
天安门为中心，从城市的功能和经济性上看，南北并无差异，而在城市房地产价
格和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趋势上看，主要偏向城北。而 2006 年，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政府以官方形式提出了海淀区未来发展的目标：“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
商融天下”，破天荒的将“上风上水”一词官方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后单位
制城市中的复苏。
另一方面，本文引言中提及的“北漂”的出现也反映了我国城市传统文化、
价值观的复苏。本文认为对“北漂”而言能在北京生活、工作代表了自身地位的
上升，因此其在家乡的人也会因此肯定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所以其追求的是北
京作为统治中心而具有的崇高地位。从上文的论述可见，这是传统文化、价值观
体系下对中国城市的等级性认识。而在“蚁族”现象中，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
认识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在《蚁族》一书的调查个案中，当一位“蚁族”对父
亲说希望离开北京回老家工作时，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与责备。她说：“爸爸严
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楣的
事情，在当地逢人就说。在他眼里，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就成了北京人（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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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由此可见，当今我国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
正在日益加剧。
3.3 1949 年以来我国城市家庭场景变迁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
在西方世界对我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研究中，家庭文化、价值观一直是中国
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家庭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城
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家庭
“祖屋”的居住形态可以看作是家庭文化对居住区位选择控制的表现。而前文提
及的“孟母三迁”典故则反映了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文化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
四合院早在中国辽朝（公元 907 年～1125 年）就已初具规模，而“孟母三迁”
的典故大约发生于公元前 300 年。这些居住规则和行为规范能够伴随我国文化流
传至今，可见我国源远流长的家庭文化的重要性和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在近代，
随着鸦片战争打破了旧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西方当时先进的思想进入我国，我
国的家庭文化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巨变。余英时（1998）指出 20 世纪中国三个
相互排斥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声称中国的
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而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下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
择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3.3.1 20 世纪 70 年代前我国城市家庭场景的变化及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家族主义”视为封建统治阶级束
缚人民的一个绳索并要求通过革命将其消除。此后，党在苏区制定和实行的各种
《土地法》中均有没收祠堂族产的内容，至此家族文化在近代中国开始走向覆灭。
共产主义革命指导下的农村“土地革命”对“家族文化”的清算随着 1949 年新
中国的成立进入到了城市。对房屋的平均分配以及对居住区位的组织分配是这一
时期消除封建残余家庭文化对城市居民居住区位分布影响的具体表现。以单位制
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平均分配体系，从客观上替代了所有一切对居民居住区
位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该时期家庭文化对居住区位的影响被
单位制下的平均分配掩盖。
此后，另外两个时代性政治运动的开展进一步的瓦解了我国的城市家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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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城市居住区位分布。一方面，“破四旧”运动从文化上
消灭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痕迹。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旧习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销毁了传统宗族文化的载体“家谱”。另一方面，
“上
山下乡”运动从实体上割裂了城市家庭。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小将”被送到了
边远山区和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红卫兵小将”在政治思想的
指引下离开了父母走向了农村，在当时通讯条件匮乏的时期，基本上与家庭断绝
了关系。同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多青少年自觉、自愿的加入到了“上山下
乡”中。而当 1979 年“上山下乡”结束，“革命青年”倒流回城高峰（1000 万
知识青年回城）出现的时候，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工厂不要人，
政府机关不要人，科研单位不要人，客观上导致了这些青年与当时单位制平均分
配住房体系的割裂。
结合上文对单位制的描述，本文认为从 1949 年到 1978 年，在家庭文化的被
动变革影响下我国城市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居民的迁徙主要表现为许多人选择
响应国家号召如“开发北大荒”或被动的顺应时代主流思潮的变化如“上山下乡”，
而因此走向居住于贫穷落后的地区及城区以建设国家。
3.3.2 20 世纪 70 年代后我国城市家庭场景的变化及对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影响
1979 年“上山下乡”结束后，虽然由于经济低迷，而客观上导致了大批青
年不能直接进入单位。但此时我国早期单位中特有的“子女顶替就业”3制度，
使得家庭再次发挥了作用。部分返城青年因此顶替其父母进入单位工作，被破坏
的家庭文化及情感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和复苏。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伤痕文
学”客观的反映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对过往政治运动的反思。至此，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由国家意识形态及革命文化主导的到贫困地区、城区去建
设国家的迁徙选择开始逐步转变，繁华的城市中心重新成为了人们，尤其是年轻
人向往的地方。
20 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城市居民的思想、
文化及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传统家庭文化对市民居住区位选择的作用逐渐
恢复并加剧。如今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建国前 30 年的现
3

“年老退休的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的，允许子女顶替”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
指示》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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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最具代表性的有：
（1）“学区房”价格飞涨现象
如今在我国家庭中传承的一句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父
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而不惜高价购买或租赁较好学校附近的住宅。因此“学区
房热”是指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而不惜高价购买或租赁较好学校附近的住宅
的区位选择行为。80 年代后实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构筑了当今中国“三角形”
的家庭结构。这一结构加剧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家庭可以将所有财富
集中于一个孩子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父辈的“强烈期待”也使得当今中国年
青一代承受了更多的来自家庭的反思。中国的父母正在用其“子女的脚投票”，
尽可能的将子女送到更好的居住环境中及更高“等级”的地区中。这与“孟母三
迁”的典故是一脉相承的，突出反映了家庭传统文化的回归。
（2）“房奴”现象
“房奴”是对一部分用商业住房抵押贷款购房的城镇居民的特指。“房奴”
的特征表现为，在生命黄金时期的 20 到 30 年中，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 40%
至 50%甚至更高的比例偿还贷款本息，从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长期压力，影响
正常消费。
“房奴”一词最早于 2006 年，由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购房成不能承
受之重 31.8%房贷一族成“房奴”》的文章首次提出。2007“房奴”一词被中国
教育部收入到汉语辞典中，成为官方承认的社会现象。所谓“房奴”，就是房子
的奴隶，其工作赚的钱不是为养老婆、儿子，而是为了养房子。这些人在享受“有
房一族”的心理安慰的同时，生活质量却大为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
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更可悲的是，对很多
“房奴”来说，购房已不是个人行为，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供房。有媒
体用“六一模式”一词概括“房奴”全家供房的情景：六个人，青年夫妻、男方
父母、女方父母用多年的积蓄共同出资，在城市里买一套房。
（3）“蚁族”现象
所谓蚁族，是对当今聚居在中国城市的一群特殊年轻人——“大学毕业生低
收入聚居群体”的称谓。“蚁族”一词由学者廉思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
实录》一书中最早提出。在该书中，他将“蚁族”群体的特点归结为：受过高等
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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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
平均年龄集中在 22—29 岁之间，90%出生于 1980 年以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
部并已形成了独特的“聚居村”的人群。此外，“蚁族”群体成员大多对城市生
活及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其普遍认为：“自己在未来五年内在现居城市能够有
车有房。”秉承着这种信念，
“蚁族”们忍受着较低的生活水平却不愿意离开现居
城市。廉思将“蚁族”的这种生活状况的现象的描述为“生存以上，生活之下”。
（4）“蜗居”现象
“蜗居”一词源于 2009 年在我国播出并引起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共鸣的热门
同名连续剧。“蜗居”的字面意义是指住在类似蜗牛壳一样狭小的住房内，而实
际意义则是映射我国当代的年青“房奴”由于经济能力限制只能在城市中购买面
积较小的住宅，并因此承受巨大的经济、社会及心理压力的现象。“蜗居”现象
可以看作“房奴”的一个子类。这个子类特指年青人，尤其是处于“适婚”年龄
的年青人。这些青年由于结婚需要因此必须在城市购房，然而在城市房价飞涨的
情况下，他们的愿望与实际渐行渐远，因此在情感上表现为焦虑和不幸福。为此，
我国许多网站就“蜗居”问题展开了“房子和幸福的关系”调查。
《北京青年报》
2009 年对这些调查进行了统计综述，其中主要的调查结果显示：
“八成人认为幸
福与房子有关”
（腾讯网）；74.3% 的人认为“没房子生活就谈不上幸福”，
“房子
是影响幸福感重要因素”
（北青网）；不到 6%的人认为“感情绝不会受房子影响”
（搜狐网）。
本文认为“房奴”、“蚁族”、“蜗居”的共性表现为三点：1）外来移民，以
上四个群体的成员大多不是生长于现居城市。他们在现居城市中大多没有以父
母、长辈为代表的直系年长亲属的庇护；2）年纪较轻，以上四个群体大多是年
轻人，普遍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3）怀揣梦想，他们都希望能扎根于现居住
城市，尤其希望在现居城市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以上四类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飞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四类
现象发生的时间上看，其出现的顺序和城市房价的飞涨基本同步。“房奴”的出
现，标志着城市房地产的飞涨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在性质上与当年“北
漂”相近的年轻人，由于受到城市高房价的压力而在经济上扭曲、在情感上痛苦，
而最终成为“房奴”。此后，
“蚁族”、
“蜗居”群体的出现都可以看作是城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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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背景下的新型“房奴”。随着城市房价的高涨，房价已超越了这些人自身
乃至家庭经济条件可承受的范围，因此呈现出了两种选择模式——选择狭小的居
住空间，即“蜗居”和向城乡结合部迁徙，即“蚁族”。
由此可见，“房价”这个城市社会经济的“调节剂”正在把一些人用经济的
方式调控到城市的边缘甚至驱逐到城市之外。从直接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如果返
回家乡，在以父母为代表的长辈的庇护下，其工作条件并不比当前所在地区差，
而社会地位、住房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指日可待。然而，就算如此“北漂”、
“房奴”、
“蚁族”、
“蜗居”群体却宁可选择当前较低的生活水平却坚持不愿意离
开自己“热爱”的这个城市。经典的经济学将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解释，简单的
归结为基于“经济人”假设的“非理性”选择行为。而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
并不是简单的“非理性”经济现象，而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及文化根源。
从以上四类群体的共性来看，支持他们坚持在当前城市扎根的不是简单的经
济动力，而是所谓的“理想和信念”。在这些现象中，以理想、信念为表现的“文
化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约束。中国文化中对“家”、对“城市”、对
“成功”的共性认识，在这些群体的扭曲而坚定的生活选择中“若隐若现”。而
这也正符合了场景理论对“文化力作用正在上升”的预判。
3.4 假设提出及模型构建
3.4.1 研究假设
综合本章 3.1 到 3.3 三个小节的分析，本文针对 1949 年至今的我国城市居住
空间状况、城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及选择变迁，从城市社会总体文化、价值观场景
形态，家庭文化、价值观场景变迁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变迁三个方面分别提
出三个假设如下：
假设 1：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 2：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与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诉求正相关
假设 3：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与其父辈一代具有相反的居住区位文化诉求
3.4.2 模型构建
在本章 3.1 到 3.3 三个小节中，本文已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及文化、价值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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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历史，在理论上分析了文化、价值观因素对我国城市居民居住行为及区位选
择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互为存在的。现实的居住选择
行为应该是由经济诉求、生活诉求和文化诉求三者有机组成的。因此，结合本章
的假设以及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理论的文献综述及场景
理论的分析诠释，本文构建了基于场景理论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对我国城市居民
居住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研究模型，如图 3.1 所示。
居住区位
选择决策

工作机会
区域发展
地区房价

经济
诉求

区位通勤
代际继承

生活
诉求

地区治安
周边服务
教育水平
医疗条件

文化
诉求

场景价值
图 3.1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模型

接下来本文将对图 3.1 中构建的理论模型，利用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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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节已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场景理论的三假设，并结合已有的研究综合
构建了场景模型。因此，本章将利用统计方法对上文提出的理论和模型进行实证。
本章的实证步骤为：首先通过应用场景理论构建区域场景价值得分并检验，再利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我国地区文化、价值观场景的主要属性和内涵，接着利用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索场景理论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因子在不同年龄层次中
国城市居民居住选择中的影响和作用，最后通过交叉检验的方式对本文构建的模
型进行再检验。
4.1 区域场景评价
4.1.1 区域场景价值得分的检验及测量
场景价值量表由芝加哥大学场景理论研究课题组构建。该量表是 5 点式量
表，数值越大表示越符合该生活、娱乐设施所蕴含的场景价值（Scenes Value）
属性，其中 1 分表示该生活、娱乐设施与此类场景价值属性截然相反；5 分表示
该生活、娱乐设施完全展现了此类场景价值属性；3 分表示该生活、娱乐设施的
此类场景价值属性为中性，既不相同也不相反。
场景价值量表的构建是利用专家打分法（Expert Estimate Method）进行的，
对生活、娱乐设施的场景价值观的定量测评。专家打分法（Expert Estimate
Method）是指通过匿名方式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
分析和归纳，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判断，对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
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对问题进行定
量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在 Cambridge Engineering Design Centre 的 Inclusive design
toolkit 和 European Design for All E-Accessibility Network 上均有详细应用说明解
释。同时，许多学者也将该方法运用于了一些较难以数据量化的研究，如儿童教
育、创新研究等当中（Nielsen，1994；Preece，2002；Ester Baauw，2005；Wang
Tao，2010）。本研究应用的场景价值量表的打分主要由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4 个专家组完成。目前该量表已涵盖对世界上主要、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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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种生活、娱乐设施进行的场景价值打分。场景价值量表构建采用专家打分方
法的原因在于该方法适用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采用其他方法难以进行定量分
析的问题，例如本文研究的文化、价值观。同时，专家打分量表需要对量表的有
效性进行严格的理论和统计检验：
1）理论检验——评分专家的专业背景检验
由芝加哥大学场景理论研究组主持进行的场景理论研究与美国政府耗资
1500 万美元进行的 FAUI 国家城市比较研究一脉相承。因此，以芝加哥城市社会
学派为首的 4 个专家组，具有大量的研究经验和理论基础，能够客观、科学的对
生活、娱乐设施的场景价值进行评测。此外，国际场景理论研究是站在国际视角
上的，其建立在后工业化社会充分“国际化”的背景假设下。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就曾经论述当今世界城市的同质
化发展模式。该书指出，当今全世界都生活在一个链条上，不论是最富的美国纽
约布鲁克林地区还是印度加尔各答的平民窟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影
响。因此也导致了许许多多城市都失去特色而变得同质。因此，场景理论站在同
一视角上的打分是有社会发展根据、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这一点在日本、韩国
等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中都已被认可（Wonho Jang，2005；Kobayashi，2008）。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也不可能脱离这一规律，而尤其是在本文选取的 35 个大城
市研究样本中，其应该更能反映全球化下的城市同质化发展特性，进而支持场景
假设，从而服从场景理论的打分模式及标准。
2）统计检验——专家评分的一致性检验。
为了检测专家评分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需要对专家打分的协调度系数
（cooperation index）进行分析。协调度系数的评测公式如下：

（4.1）
其中，协调系数为 ，参与评价的专家数为 M，待评估因子为 N。由于打分
存在相同秩次需要校正，设相同秩次为 k，则校正公式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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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系数在 0 到 1 之间取值，越接近 1，说明所有专家对全部因子评分的协
调程度越好。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 85 种生活、娱乐设施的场景价值得分均进
行了协调系数检验，结果均较好（见：附录）。综上可以认为本研究所用的场景
价值量表具有有效性，因此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4.1.2 区域场景表现得分测量
研究和探索城市不同区域所拥有的生活、娱乐设施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是
场景理论的核心内容。根据场景理论的研究构想，区域场景得分主要由地区生活、
娱乐设施的数量以及这些设施所蕴含的场景价值构成。采用加权平均的计算方式
衡量具有不同生活、娱乐设施结构的区域，每个区域具有 15 个维度的区域场景
得分。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设：区域场景得分为

场景价值得分权重为

，生活、娱乐设施的数量为

，场景价值得分为 ，

则：

（4.3）

区域场景得分

为：

（4.4）
本研究所选取的 85 个种类的生活、娱乐设施的场景价值得分全部来源于该
量表4。此外，所用的中国生活、娱乐设施数据来源于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网
络 公 司 — — 阿 里 巴 巴 公 司 （ Alibaba.com Corporation ） 旗 下 的 口 碑 网
（www.koubei.com）。口碑网（www.koubei.com）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生活服务网
站，其业务范围主要涵盖餐饮娱乐、租房买房、家政、旅游等生活服务领域，服
务覆盖全国各县市，具有目前中国最全面的生活、娱乐设施数据。本研究从口碑
4

所以的场景价值得分量表可以登录 http://scenes.uchicago.edu/本文所用的场景得分的量表将附于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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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www.koubei.com）的生活黄页数据库中选取了较为全面、详实的中国 35 个
主要城市下的 374 个城区的 85 类生活、娱乐设施数据进行研究。
本文分别就 15 个场景价值因子构建了我国 374 个城区的区域场景得分，共
计 5610 个区域场景得分。但是从理论上看这些数据之间可能由于来自于取样的
两方面原因而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1）研究地域的局限性。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因此从总体上看，
85 个种类的生活、娱乐数据不可避免的具有中国特性。例如：在中华民族深受
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场景价值得分中的“传统主义”可能与“理性”具有高的相
关性。
2）数据提取的有限性。由于生活中存在各式各样的生活、娱乐设施，而要
穷举这样设施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大量的工作，然而即使不考虑经济成本
因素，如此做也难以穷举生活、娱乐设施数据。因此，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可能存
在由于存在有限性而需要进一步提炼。
本文提出首先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手段对我
国 374 个城区的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进行分析和提炼。
4.2 区域场景表现得分的主成分分析
综合上述原因，本文认为必须对区域场景表现得分进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寻求具有地域性
的区域场景得分的基本结构。因此，本文选取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对中国 374 个城区的 5610 个区域场景得分进行分析、转换。
4.2.1 主成分分析
本文利用 SPSS 16.0 进行统计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的主要结果表 4.2 所示：
结合表 4.2 到 4.5 的结果，可见原来 15 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以由两个主成分
反映，且累计方差百分比达到 90.507%，远超过一般标准要求的 70%。因此，可
以判断该主成分分析得结果比较满意。则，可以进一步由表 4.5 得出因子成分得
分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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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累计方差表
Initial Eigenvalues
Component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8.492

56.611

56.611

8.492

56.611

56.611

8.436

56.237

56.237

2

5.084

33.896

90.507

5.084

33.896

90.507

5.140

34.270

90.507

3

.619

4.124

94.631

4

.254

1.690

96.321

5

.180

1.198

97.520

6

.160

1.067

98.587

7

.094

.629

99.216

8

.040

.266

99.482

9

.031

.206

99.687

10

.019

.125

99.812

11

.012

.082

99.894

12

.008

.051

99.945

13

.007

.045

99.990

14

.001

.010

100.000

15

2.770E-15

1.847E-14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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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表 4.4

表 4.5

成分矩阵

成分转置矩阵

成分系数矩阵

Component
1

Component
2

Component

1

2

1

2

Sta

.978

-.093

Sta

.982

.034

Trad

-.030

.184

Ui

.971

.120

Trans

.981

-.075

Se

-.033

-.165

Glam

-.970

-.216

Corp

.975

-.091

Ui

.110

.038

Trans

.963

-.200

Loc

-.965

.127

Char

-.039

-.165

Corp

.956

-.215

Ui

.948

.244

Egal

.023

.174

Loc

-.941

.250

Glam

-.935

-.338

Neigh

-.109

.080

Form

-.930

-.016

Form

-.920

-.135

Form

-.108

-.017

Neigh

-.834

.477

Neigh

-.889

.366

Exhi

.032

-.183

Eth

.810

.040

Eth

.798

.144

Glam

-.108

-.057

Trad

-.050

.947

Trad

-.171

.933

Trans

.118

-.025

Exhi

.071

-.943

Exhi

.191

-.926

Rat

-.056

.170

Rat

-.285

.894

Egal

.270

.905

Loc

-.116

.035

Egal

.384

.863

Char

-.401

-.867

Sta

.117

-.003

Se

-.461

-.810

Se

-.354

-.862

Corp

.117

-.027

Char

-.509

-.808

Rat

-.397

.850

Eth

.094

.020

2 components extracted

Rotation converged in 3 iteration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Component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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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下：

综合上述模型可知：第 1 公因子

（Factor 1），主要支配国家、实用主义、

亲善、违规、时尚、正式、本地、社团、理性这 9 个区域场景价值（绝对值较大
的系数），而第 2 公因子

（Factor 2），主要支配传统主义、自我表现、超凡魅

力、平等主义、展示、理性这 6 个区域场景价值。
4.2.2 区域场景表现得分构成的含义分析及讨论
由上述的分析可见，在本文所研究的我国 374 个城区内，15 个场景维度被
划分为了两个主要的维度因子 F1 和 F2。本段将主要从我国区域文化和历史的形
成、演变及构成的相关规律出发，综合性的分析和解释该构成。由上表可见，场
景主因子 F1 可以近似看作是戏剧性和可靠性的组合，而场景因子 F2 则主要支
配了合法性。
（1）场景因子 F2 解析
本文首先尝试解释涵盖因子较少的场景因子 F2。由场景价值量表的设计可
见，场景因子 F2 主要支配了合法性，即反映了什么样的场景构成才能让人“感
觉对”。由成分矩阵可见，在我国让人“感觉对”的场景是遵守传统性原则、不
能张扬且具有理性的。而这些特点暗合了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理性、内敛、守序的
特征（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指出“儒教的‘理性’是一
种秩序理性主义”
），反映了传统文化在我国城市社会中的传承和延续。而对于实
用主义脱离合法性维度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
理论上实用主义的出离是符合传统社会学对我国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认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铭松在总结了韦伯的儒教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由于儒家的抱
负是出仕，因此儒教伦理的这一核心原则，拒斥了行业的专门化、现代的专家官
僚体制与专业训练，尤其是拒斥了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于铭松，2004）
因此，本文认为其结论是支持本文实证结论的。另一方面，在实证统计上，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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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由我国数据进行实证而取得的结果中，实用主义因子在分布上更贴近于 F2
因子群，而不能完全否认其不存在于 F1 中，因此也不能否认原场景价值量表的
构成，而可以视为是地域性因素的场景表现反映。
（2）场景因子 F1 解析
场景因子 F1 包括了戏剧性维度和可靠性维度中的主要因子，由成分矩阵可
见，其主要受来自国家维度的支配。其中国家性与实用性高度的支配性和正向相
关性反映了我国至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理念，是我
国紧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客观反映。而国家性、实用性与魅力的强负向相关更反映
了我国朴素的发展模式。另外，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与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别的国
家维度和违规维度的高正向相关现象。
本文在 F1 中，国家维度和违规维度正向相关印证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经典
理论——“德治理论”。
“德治理论”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
中国》中提出（费孝通，1985）。在该书中其强调我国的社会管理是一种以道德
为第一标准的德治化管理。“所谓德治”就是社会管理的潜规则所在。在论述我
国关系型社会的时候，其强调内部道德约束是解决人与人矛盾的第一原则和选
择，而不是类似与西方社会的外部解决法。其举例指出，在传统中国的传统家庭
中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即使产生剧烈矛盾或争执，家庭成员会首先选
择寻求家族内具有威望的长辈进行调节并在道德的约束下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不
轻易的诉诸法律。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庞大的家族治理被单位制影响。但“德
治”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单位内部，即使有重大违规发生，单位的领导也会在
第一时间试图用德治的方式在内部化解问题，而不希望让外部知道或介入。而这
被西方学者们称为中国的“一致化政治（Consistency Politics）”（B. Womack，
1991）。由此，一方面“德治”方式与西方所谓的“法制”存在差别；另一方面，
如前文论述的“单位”代表国家。则上述成分矩阵中出现的国家维度和违规维度
正向相关现象真实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形态，因此是正确且可以被解释的。此
外，国家性、实用性与魅力性、违规性的组合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一个主要主导思想——由邓小平提出以强调客观发展为主体的“白猫、黑猫”理
论。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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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将我国 374 个城区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的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解释如下：
我国的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 F1 可以看做是戏剧性和可靠性的综合体，
这进一步解释了在我国“感觉到美”和“感觉到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国家”
可以看做是戏剧性和可靠性的主导，即是美和真的来源。同时，实用主义因子的
加入也较好的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精神在社会主流
文化中的导向。综合以上因素，本文认为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 F1 源于国家，
受国家相关因子所主支配，并符合我国的社会主流文化属性，因此 F1 代表了我
国的政治文化，本文将其命名为“国家文化、价值观场景表现”。
我国的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 F2 可以看作是合法性的主载体。而其中
传统主义与理性的高度正向关系，以及与展示性的负相关，也反映了儒家文化中
理性和内敛思想及价值观对我国各地区的深切影响。F2 进一步解释了我国各地
区对“正确性”的认同具有强烈的传统性和理性思想。综合以上因素，本文认为
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 F2 源于传统，受传统文化相关因子所主支配，并符合我
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演变历史，因此 F2 代表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本文将其命名为
“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表现”。
综合来看，本文主成分分析结果中对国家文化、价值观场景表现和传统文化、
价值观场景表现的分立切合了第三章——理论分析中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文化
变化的论证。因此，也客观的反映了场景理论及本文对场景价值评分、区域场景
表现构建及评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4.3 场景模型的回归分析及检验
上文已经构建了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模型，因此本
段将围绕该理论模型进行数据匹配，并试图用回归分析、交叉检验等手段实证本
文的模型及假设。下文将首先对模型中所需要的数据进行匹配。
（1）数据匹配与解析——因变量
根据理论模型的设计，本文选取了来源于我国 35 个城市的 374 个城区中的
不同年龄层次的城市居民所占该城区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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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因变量
名称

出生时间区间

2000 年时的年龄区间

数据名称

20 后五年
30 前五年
30 后五年
40 前五年
40 后五年
50 前五年
50 后五年
60 前五年
60 后五年
70 前五年
70 后五年
80 前五年

1926-1930
1931-1935
1936-1940
1941-1945
1946-1950
1951-1955
1956-1960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70-74 岁
64-69 岁
60-64 岁
54-59 岁
50-54 岁
45-49 岁
40-44 岁
35-39 岁
30-34 岁
25-29 岁
20-24 岁
15-19 岁

20b
30a
30b
40a
40b
50a
50b
60a
60b
70a
70b
80a

注：下文将使用缩写（数据名称）替代名称

表 4.6 所包含的 12 个年龄层次人群因子涵盖了从 15 岁到 74 岁的中国城市
居民。从出生时间区间来看，数据的区间跨度符合本文进行现代中国（1949 年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居民居住差异研究的需要。
（2）数据匹配与解析——自变量
结合区域场景表现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本文构建的场景理论模型中一共包含
11 个研究因子。具体的数据5匹配及分析如下：
对于经济需求模型：
ⅰ.工作机会（Opportunity）
本文选取就业率（Employment Rate）数据反映在该地区获得工作机会的难
易程度。地区就业率高，表明该地区具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地区失业率低，表明
该地区的就业机会较少。
ⅱ.区域发展（Development）
城区的发展水平与城区固定资产建设、更新的比例及速度息息相关。发展较
快的城区会吸引较多的投资，区域活力旺盛。由于本文的研究数据选自 2000 年，
因此本文选取了 1990 至 2000 年 10 年间新建设的固定资产的百分比反映区域发
展的情况。
ⅲ.地区房价（Housing Price）
在前文本文已经分析了住房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用房价作为衡量地
5

本段所述数据来源除特别指出外均来至中国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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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贫富状况的水平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本文以城区中居住在不同价位6住
宅中的人数百分比作为权数对地区的不同房价进行了加权平均构建了地区的真
实平均房价。
对于生活需求模型：
ⅳ.区位（Location）
由于区位数据在统计分析中不易于量化，因此在许多研究中选择用虚拟变量
来反映区位数据。本文认为采用虚拟变量，用等级表示区位的方法主观性太强，
易受到研究者主观经验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采用客观的“城区非农人口百分比
（% of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数据匹配区位7。在中国，城区非农业人口
的数量就是城市区域扩展的指示标，地区非农业人口越多说明该地区城市化进程
较早，在城市的发展中处于中心位置。
ⅴ. 继承（Inheritance）
本文用“居住代数（Generation）”数据反映对居住区位的继承情况。本文选
取了城区中家庭居住历史超过三代的住户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匹配数据。
该数据越大，证明该城区的居住历史越悠久，继承居住情况越多。
ⅵ.服务水平（Service）
地区生活、娱乐设施（Amenities）的数量能够反映区域的宜居程度，能够
较好的匹配服务水平因子。该数据来源于口碑网（www.koubei.com）生活黄页数
据。为了避免城区人口因素对数据的干扰，本文选择了“每千人生活、娱乐设施
拥有量百分比”作为匹配数据。
ⅶ. 治安状况（Security）
本文选取了“地区固定人口（有户口）比例”数据反映地区的治安状况。本
文之所以选取该数据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考虑。“游民犯罪”是当前中国城
市治安的最主要隐患。据统计 90 年代城市犯罪事件中具有外来人口背景的案件，
北京占 70%，石家庄占 61.7%（邵道生，1998）。由此可见，固定人口较多的城
区具有较好的治安状况。
ⅷ. 教育水平 (Education)
6

根据中国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类，每个地区的房价被分为 9 个价位水平。
“非农业人口”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户籍体系的产物。所谓“非农人口”
指的是从事非农业性劳动的人口，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农村。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不断扩展，一些
城市周边的农村被城市吞并，大多原农业土地被改为城市用途，但是也有部分原村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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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每千人教育机构的拥有量百分比”数据匹配地区教育水平因子。
该数据来源于口碑网（www.koubei.com）生活黄页数据。
ⅸ. 医疗水平 (Health)
本文选取了“每千人医疗机构的拥有量百分比”数据匹配地区医疗水平因子。
该数据来源于口碑网（www.koubei.com）生活黄页数据。
以上 9 个自变量，加上反映地区场景文化水平的场景价值变量 Scenes F1 以
及 Scenes F2，本文一共选取了 11 个自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表 4.7 自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自变量

匹配数据

工作机会（Opportunity）
区域发展（Development）
地区房价（Housing Price）
区位通勤（Location）
代际继承（Inheritance）
地区治安（Security）
周边服务（Service）
教育水平（Education）
医疗条件（Health）
区域场景 1（Scenes F1）
区域场景 2（Scenes F2）

地区就业率
地区新建房屋比例
地区均房价
地区非农人口比例
地区居住三代以上家庭比例
地区非流动人口比
地区周边服务设施数量
地区每千人教育机构数量
地区每千人医疗机构数量
区域场景表现得分 F1
区域场景表现得分 F2

（3）相关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方法，验证研
究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4.8 所示。由表 4.8 的相关分析
可见，一方面，本文经过理论分析所选取的自变量大多与因变量关系显著。这证
明了本文理论研究及因子判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由表 4.8 的结果也可见一些
自变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探究中国城市居民居住选择的最优模型，观
察场景因子是否在居住选择因子中处于优先考虑地位及所占的考虑比重是本文
实证检验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的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
确实具有影响预测作用，本文将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数据模型进一步探求中
国城市居民居住选择的最优模型。
4.3.1 回归分析
本文的主要实证目的是为了检验和证明按照场景理论构建的地区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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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相关系数表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Housing Price

Location

Inheritance

Service

Security

Education

Health

Scenes F1

Scenes F2

20b

-.349**

-.469**

-.165**

.284**

.139**

.195**

.089

.071

.108*

.073

-.136**

30a

-.439**

-.451**

-.209**

.440**

.067

.154**

.107*

.044

.092

.168**

-.103*

30b

-.246**

-.381**

-.467**

.353**

.074

.084

.138**

.068

.103*

.120*

-.024

40a

.090

-.317**

-.564**

-.074

.334**

.122*

.144**

.135**

.127*

-.032

-.022

40b

-.050

-.384**

-.415**

-.014

.253**

.132*

.050

.097

.097

-.050

-.081

50a

-.356**

-.463**

-.272**

.295**

.108*

.143**

.038

.065

.089

.160**

-.042

50b

-.648**

-.401**

.018

.617**

-.223**

.040

-.021

-.069

-.008

.318**

-.033

60a

-.357**

-.116*

-.001

.434**

-.262**

-.044

-.073

-.073

-.007

.287**

-.151**

60b

.448**

.460**

.163**

-.352**

-.029

-.048

-.151**

.033

.015

-.056

-.056

70a

.179**

.562**

.538**

-.094

-.226**

.009

-.273**

.034

.047

.159**

-.024

70b

-.128*

.473**

.701**

.269**

-.468**

-.062

-.390**

-.092

-.037

.320**

.000

80a

-.201**

.288**

.393**

.295**

-.310**

-.096

-.220**

-.107*

-.079

.247**

.074

Opportunity

1

.058

-.246**

-.817**

.305**

-.063

.170**

.037

-.050

-.443**

-.042

1

.455**

.034

-.057

-.083

-.298**

-.056

-.028

.210**

-.023

1

.286**

-.395**

-.002

-.424**

-.082

-.032

.379**

-.117*

1

-.432**

.075

-.225**

-.039

.083

.585**

.013

1

.162**

.253**

.169**

.117*

-.297**

.036

1

-.024

.948**

.961**

.069

-.218**

1

.018

-.037

-.289**

.092

1

.970**

-.025

-.203**

1

.064

-.229**

1

.000

Development
Housing Price
Location
Inheritance
Service
Security
Education
Health
Scenes F1
Scenes F2

1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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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逐步分析结果
Unstandardized
Dependent

Coefficients

Variable
20b

30a

Model

B

Std. Error

(Constant)

.054

.010

Development

-.029

.003

Opportunity

-.029

Inheritance

Coefficients
Sig.

5.588

.000

-.453

-11.283

.000

-.507

.010

.208

-2.987

.003

-.154

.000

.000

.294

6.652

.000

.328

Scene F2

-.001

.000

-.169

-4.254

.000

-.216

Location

5.953E-5

.000

.258

3.515

.000

.180

(Constant)

.033

.002

17.718

.000

Development

-.031

.003

-.412

-9.853

.000

-.457

Location

.000

.000

.601

14.597

.000

.606

Inheritance

.000

.000

.267

6.194

.000

.307

Scene F2

-.001

.000

-.142

-3.849

.000

-.197

-3.546E-8

.000

-.104

-2.264

.024

-.117

.014

.009

1.538

.125

-1.539E-7

.000

-.509

-11.040

.000

-.499

Location

.000

.000

.687

10.243

.000

.472

Development

-.012

.003

-.177

-4.213

.000

-.215

Scene F2

.000

.000

-.094

-2.554

.011

-.132

Inheritance

.000

.000

.113

2.633

.009

.136

(Constant)
Housing price

Beta

Correlations
t

Housing price
30b

Standardized

66

Partial

ANOVA
R

R Square

F

Sig.

.650e

.422

53.721

.000e

.711e

.505

75.068

.0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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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

Opportunity

.023

.009

(Constant)

.046

.002

2.511

.012

24.057

.000

-1.796E-7

.000

-.572

-10.864

.000

-.493

Scene F1

.002

.000

.241

5.402

.000

.271

Inheritance

.000

.000

.204

4.515

.000

.229

Development

-.009

.003

-.131

-2.836

.005

-.146

Security

-.002

.001

-.112

-2.462

.014

-.127

Scene F2

.000

.000

-.089

-2.191

.029

-.114

(Constant)

.091

.009

9.610

.000

Housing price

-1.564E-7

.000

-.366

-6.373

.000

-.316

Development

-.026

.005

-.277

-5.421

.000

-.273

Security

-.005

.001

-.179

-3.640

.000

-.187

Inheritance

.000

.000

.209

4.241

.000

.216

Opportunity

-.024

.010

-.115

-2.270

.024

-.118

Scene F2

-.001

.000

-.126

-2.869

.004

-.148

Scene F1

.001

.001

.106

2.050

.041

.107

(Constant)

.198

.013

15.515

.000

Development

-.056

.006

-.404

-8.637

.000

-.411

Opportunity

-.103

.014

-.342

-7.376

.000

-.360

Inheritance

.001

.000

.189

4.191

.000

.214

Scene F1

.003

.001

.207

4.352

.000

.222

-1.444E-7

.000

-.230

-4.376

.000

-.223

-.004

.002

-.102

-2.266

.024

-.118

Housing price

40b

50a

Housing price
Security

.162

67

.130

.720f

.519

65.917

.000f

.641f

.410

42.557

.000f

.559g

.313

23.786

.0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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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b

60a

Scene F2

-.001

.001

(Constant)

.212

.022

Opportunity

-.122

.022

Development

-.067

Location

-2.237

.026

9.842

.000

-.322

-5.605

.000

-.281

.006

-.383

-11.397

.000

-.511

.000

.000

.377

6.569

.000

.324

Health

-.009

.003

-.368

-3.061

.002

-.158

Service

.000

.000

.296

2.459

.014

.127

Scene F2

-.002

.001

-.080

-2.394

.017

-.124

(Constant)

.096

.003

37.984

.000

Location

.000

.000

.386

6.553

.000

.324

Scene F2

-.002

.000

-.201

-4.345

.000

-.221

-1.037E-7

.000

-.230

-4.488

.000

-.228

.000

.000

-.127

-2.377

.018

-.123

-5.020E-5

.000

-.105

-2.216

.027

-.115

Scene F1

.001

.001

.118

2.067

.039

.107

(Constant)

.000

.021

-.048

.962

Development

.054

.006

.396

9.336

.000

.439

Opportunity

.098

.020

.330

4.762

.000

.242

Inheritance

.000

.000

-.160

-3.488

.001

-.179

-9.547E-5

.000

-.193

-2.632

.009

-.136

Health

.008

.003

.417

2.862

.004

.148

Service

.000

.000

-.357

-2.421

.016

-.126

Housing price
Inheritance
Service

60b

Location

-.090

68

-.116

.652g

.425

38.612

.000g

.782f

.611

96.074

.000f

.519f

.270

22.583

.0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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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a

70b

Security

-.003

.002

(Constant)

-.026

.031

Development

.082

.009

Housing price

4.050E-7

Opportunity

-1.979

.049

-.837

.403

.367

8.720

.000

.415

.000

.402

8.710

.000

.414

.096

.031

.200

3.096

.002

.160

Inheritance

.000

.000

-.192

-4.398

.000

-.224

Health

.004

.001

.134

3.512

.001

.181

Location

.000

.000

-.153

-2.267

.024

-.118

Scene F2

.002

.001

.079

2.098

.037

.109

(Constant)

-.098

.041

-2.359

.019

7.634E-7

.000

.523

12.399

.000

.543

Inheritance

-.002

.000

-.238

-6.056

.000

-.301

Development

.066

.012

.204

5.285

.000

.266

Scene F2

.003

.001

.080

2.395

.017

.124

Opportunity

.151

.041

.216

3.656

.000

.187

Location

.000

.000

.185

3.015

.003

.155

(Constant)

.064

.007

9.092

.000

2.312E-7

.000

.222

3.872

.000

.198

Location

.000

.000

.161

3.152

.002

.162

Development

.040

.012

.175

3.384

.001

.174

Inheritance

.000

.000

-.147

-2.752

.006

-.142

Scene F2

.003

.001

.107

2.325

.021

.120

Housing price

80a

Housing price

-.085

69

-.103

.662g

.438

40.820

.000g

.721g

.520

56.667

.000g

.772f

.596

90.409

.000f

.489

.239

23.07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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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场景因子是否会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的影
响。因此，找到中国城市居民居住选择的最优模型，观察场景因子是否在居住选
择因子中处于优先考虑地位及所占的考虑比重是本文实证检验所需要关心的问
题。综合这些因素，为了实现本文的实证目地，本文选取了适用于探寻最优模型
的逐步回归（Stepwise Regression）方法进行本文的实证。本文应用 11 个自变量
分别对 12 个因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Stepwise Regression），并将各个最优模型
的最终结果整合如表 4.9 所示。
由表 4.9 可见，12 个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普遍可以接受。一方面，由于本
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R2 在 0.4 左右即可表明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在上
表中除了 60a 和 80a 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偏低外其他的模型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且各模型的 F 检验均显著，因此本文认为逐步回归的结果较好，但是需要进一步
采用交叉检验的方式验证回归方程是否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4.3.2 交叉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场景模型是否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本文选取
了交叉检验（Cross-Validation）的方式对模型进行效验。交叉检验本身是一种比
残差分析根据说服力的模型评估方法。K-折交叉检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交叉检验
方式。该方法主要是将样本集分为 k 份，其中 k-n 份作为训练数据集，而另外的
n 份作为验证数据集。用验证集来验证所得分类器或者回归的错误码率。一般需
要循环 k 次，直到所有 k 份数据全部被选择一遍为止。模型如下：
设样本量为 n+m，其中 n 为样本期间；m 为样本期外：

则标准误差为：

（4.5）
则检验系数 J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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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中分母为历史模拟的标准误差，分子为事后预测的标准误差。检验系数 J
越小越好，当检验系数为 0 时，称为完美预测；接近 1 时，一般可认为预测期的
变化规律与样本期间相同，模型具有较好的精度；但当检验系数远大于 1 时，可
认为预测期的变化规律与样本期间不同，模型的精度较差。
由上述定义和公式可见应用 K-折交叉检验需要进行大量的重复运算，因此
该方法也比较适合于样本量较小的情况。而由于本研究是大样本，因此不必须采
用 K-折交叉检验，而可以选取 90-10 交叉检验方法。90-10 交叉检验方法与 K折交叉检验类似，只是在训练集和测试集的选择上存在差别。90-10 交叉检验方
法是在大样本情况下随机选取 10%的样本作为测试集，其他 90%作为训练集，
然后按照 K-折交叉检验的方法计算检验系数 J 并判断回归方程的预测精度。
因此，本文根据 90-10 交叉检验的方式，利用 SPSS 16.0 中的 Random sample
of cases 语句随机选取了 90%的样本（共计 341 个）作为训练集；另外 10%的样
本（共计 33 个）作为测试集进行交叉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交叉检验表
模型

训练集

测试集

检验系数

20a
30b
30a
40b
40a
50b
50a
60b
60a
70b
70a
80a

0.005167
0.005723
0.005039
0.005798
0.008477
0.011281
0.011874
0.009358
0.011185
0.016680
0.022468
0.018007

0.005578
0.005430
0.004368
0.005285
0.008113
0.012102
0.011010
0.007590
0.011955
0.016278
0.016962
0.021918

1.079625
0.948719
0.866831
0.911536
0.957144
1.072721
0.927255
0.811080
1.068828
0.975919
0.754914
0.821574

由表 4.10 可见，本文构建的 12 个年龄段的居住区位模型的检验系数在[0.75，
1.08]区间内均接近与 1，因此可认为本文构建的 12 个模型均具有较好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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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统计结果分析及讨论
4.4.1 文化、价值观场景与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的关系
表 4.11 逐步分析结果
Partial

Partial

模型

R Square

Scene F1

Scene F2

Cross-Validation

20b
30a
30b
40a
40b
50a
50b
60a
60b
70a
70b
80a

.422
.505
.519
.410
.313
.425
.611
.270
.438
.520
.596
.239

/
/
/
.271
.107
.222
/
.107
/
/
/
/

-.216
-.197
-.132
-.114
-.148
-.116
-.124
-.221
/
.109
.124
.120

1.079625
0.948719
0.866831
0.911536
0.957144
1.072721
0.927255
0.811080
1.068828
0.975919
0.754914
0.821574

由表 4.11 可见，反映文化、价值观因素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影响的场景因
子 F1、F2 被纳入了除 60b 模型以外的所有年龄段人群的最优选择模型中，并均
协助提高了最优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虽然在 60a 和 80a 模型中 R2 都较小，但
是由交叉检验的结果可见，以上结果均可信，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从
各模型中场景因子的偏相关系数（Partial Correlation）的大小来看，在控制各模
型中其他变量条件下，场景因子对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直接影响的绝对
值均超过 0.1。由此可以证明文化、价值观场景因素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
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值得讨论的是在 60b 模型中文化、价值观场景因素对该年龄段居民居
住区位影响不显著的问题。从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看，60b 中文化、价值观场景
因素缺失的原因可能与 60b 人群经历的文化、价值观变革有关。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是“伤痕文学”的顶峰时期，而同时也是 60b 人群读书、求知和成长的青春
期和叛逆期。因此，以“伤痕”为主的时代文化及价值观，可能影响了处于该年
龄段的大部分人群，因此出现了我国城市社会主流现代文化、价值观的转折点。
从“60b”的区位选择模型上看，不单是文化诉求因子群，以地区发展与工作机
会为代表的经济诉求因子群也正是在该群体中出现了转折。在 60b 模型前后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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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 60a 与 70a 中，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及经济因子的构成及影响方向截然
不同的情况也证明了转折点的存在，也同时印证了本文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后居住
文化的两次巨变理论假设。
因此，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假设一被证明，即文化、价值观场景因素对
现代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
4.4.2 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与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诉求的关系
在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分析了建国后许多时代性重要事件对城市居民居住
区位的影响，并提出了传统文化变革的影响假设。通过综合上述的统计结果，本
文构建了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主选择因子变化表以讨论传统文化变革的影
响假设。
表 4.12 影响因子变化表

●
●
●
●

●
●
●

80a
70b
70a
60b

●
●
●
●
●
●
●
●

60a

●
●
●
●
●
●
●
(-)

50b
50a
40b
40a
30b
30a
20b
Development

(+)

(-)

Scene F2

(+)

由表 4.12 可见，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因子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确
实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其中，以 60a 人群为转折点，在经济诉求方面，年青一
代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诉求较年长者高。这可以看作是对本文提出的由“北大荒”
精神向“北漂”精神转变的证明。另一方面，以 60b 人群为转折点，在文化诉求
方面，反映传统文化、价值观属性的场景因子 F2 对年青一代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作用，而在年长者中其均是负作用的。而这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我国当前的年
青一代正在越来越多的向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属性的地区聚集的假
设。
因此，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假设二被证明，即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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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现代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对年青人的居住区
位分布具有正向影响。
4.4.3 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与其父辈一代的居住区位文化诉求对比
根据中国现行的婚姻法，年轻女子的适婚年龄是 20 岁，且由于中国长期实
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和鼓励晚育，因此本文估算，中国 80 后一代（80a）的父
母年龄应该处于 50 后（50a、50b）左右；70 后一代（70a、70b）的父母年龄处
于 40 后（40a、40b）左右；60 后一代（60a、60b）的父母处于 30 后（30a、30b）
左右。基于这一分类，本文构建了中国年青一代与其父辈的居住区位选择文化诉
求差异表如下：
表 4.13 中国年青一代与父辈的居住文化诉求差异比较
Post80

Post50

Post70

Post40

Post60

Post30

\

+ F1

\

+ F1

+ F1 or \

\

+ F2

- F2

+ F2

- F2

- F2 or \

- F2

注：
“\”表示没有

由表 4.13 可见，在 80 后、70 后与其父辈 50 后、40 后的对比中，中国年青
一代与其父辈所具有的居住文化及价值观诉求截然不同。而在 60 后与其父辈 30
后的对比中，表现出了父辈与子辈间居住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及统一。因此，该结
果一方面印证了本文对家庭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具有
显著影响的假设；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家庭文化的变革及其带来的对不
同年龄层次人群的影响。
因此，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假设三被证明，即家庭文化、价值观场景因
素对现代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在年轻人和其父辈
的居住区位选择的对比中存在截然相反的影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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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本文已经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验证了场景理论三假设，初步
证明了在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及分布中也存在与西方社会类似的受到
来自区位文化、价值观场景属性影响的特性。同时本文还分人群结构、影响特征
等情况，尤其是针对引言中提出的一些城市社会的顽疾，探索了区位文化、价值
观场景因素在其中的运行规律。但是仅证明了理论的有效性还不足以达到本文提
出的解决现有城市社会发展矛盾的目的。因此，本文将在本章根据上文研究所发
现的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规律在场景理论的视角下提出有助于我国城市管理
和城市规划的改进及优化措施。
5.1 场景理论在城市管理中的微观应用
在引言中，本文论述了本研究的社会实践背景来源于对“学区房热”、
“房奴”、
“蜗居”、
“蚁族”等城市问题的思考。则在本段，本文将尝试用场景理论的思想
和方法探索这些城市难题的化解办法。
5.1.1 场景视角下当前我国城市管理难题的根源探究
通过第三、四章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已经发现了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对城
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发现了与“学区房热”、房奴、蜗居、蚁族具有
年龄共性的年青一代人的居住区位选择受传统文化及家庭文化影响的规律。因
此，本段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学区房热”、
“房奴”、
“蜗居”、
“蚁族”的场景特性
形成研究。
（1）“学区房热”的文化、价值观内涵和场景外延
“学区房热”的文化、价值观内涵主要源于我国传统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传统，
以孟母三迁为典型代表。三字经中有“养不教，父之过”的论断；此外儒家思想
强调的“出仕”理念中也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强调“学习”本是儒家思想
的先进性所在，这种思想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在亚洲其他国家，如：日
本、韩国也同样存在。然而“学区房热”之所以在当代我国成为社会问题，其还
与家庭文化存在重要的联系。当前我国的家庭主要是“金字塔”型，子女作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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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的一级承受着来着父母的，甚至祖父母的寄托和期望。因此对其学习、培养
的投入也进一步增大。而这种教育投入的增加与我国平均化的学区体系产生了矛
盾，因此出现了“学区房”问题。然而仅是如此还不能导致“学区房热”的出现。
本文认为“学区房热”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等级文化观念。一个主要的
例证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社会流行语的出现。在该流行语中将对较
好教育环境的寻求比喻成了会导致排名等级差异的比赛，而因此最终导致了“学
区房”攀比竞赛的愈演愈烈。在“学区房热”的场景外延上，“学区房”的场景
主因就是教育品质较好的学校。因此，该现象的本质可以看作是高质量教育场景
辐射范围的有限性。
（2）“房奴”、“蜗居”问题的文化、价值观内涵和场景外延
“房奴”、
“蜗居”可以看作是同类的城市问题。一方面其均与购房问题有关；
另一方面其对城市中心区位和中心城市的追求同样反映了传统城市文化对“房
奴”、
“蜗居”群体的影响。从场景的外延上看，吸引“房奴”、
“蜗居”群体的城
市场景必须具高等级城市的特性，例如是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具有大型群体性活
动的场所等。虽然这些城市功能设施可能与“房奴”、
“蜗居”群体的生活没有直
接的关系，但是由此构成的文化、价值观氛围却满足了这些群体的内在文化诉求。
（3）“蚁族”问题的文化、价值观内涵和场景外延
本文之所以将“蚁族”问题于“房奴”、
“蜗居”分开讨论，是在“蚁族”现
象中除了具有对传统城市等级文化的追求外，还具有“家庭文化”因素。在前文
理论分析的案例中，本文已经对“家庭文化”对“蚁族”向大城市移动的现象进
行了分析。因此，本段主要分析诱发“蚁族”现象的场景外延。就目前我国的城
市社会情况来看“蚁族”问题只可能发生在一线大城市。本文认为这一特点的形
成根源是只有“一线大城市”才具有吸引“蚁族”的场景。在廉思（2008）对蚁
族的描述中，其指出“蚁族”群体非常看重“一月一次”的活动，例如：到城市
中心看一场电影或吃一次火锅等。这些具有“祭祀性”的活动反映了“蚁族”对
城市中心文化、价值观的追求。因此其场景外延可以归结为现代化的、潮流性的
城市生活、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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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基于场景理论的当前我国城市管理难题的治理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于由于文化、价值观内涵造成的城市社会问题，凭借传
统的以经济调控和行政命令为主体的城市管理手段是难以有效治理的。因此，本
文针对该问题，向我国各级城市管理部门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
（1）重视文化、价值观因素在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社
会规划的角度出发重塑中国现有的城市规划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只重视规划的经济属性，
而忽略该规划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施政方针是造成城市病在当前许多中国
并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见，文化、价值观因素对我国城市居
民的居住房地产需求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城市的房价普遍居高不下，却依
然有许多年青一代城市居民宁可降低生活水平也要坚持在这些高房价区域居住，
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奴”、
“蜗居”、
“蚁族”群体。可见经济诉求已
不是中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的唯一选择标准，则要解决“房奴”、
“蜗居”、
“蚁族”
这些社会矛盾，经济的手段将较为乏力。因此，本文建议将场景理论对城市区域
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应用到中央政府、建设部及地方政府的城市及社会规划中，
从社会规划、文化规划的角度出发重塑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
（2）通过对城市社区的场景建设，
“柔性”引导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
景的城市居民的居住需求及流动方向
根据场景理论的研究，通过在不同的城市区域中新建特定类型的生活、娱乐
设施的方式，可以实现该规划区域场景文化性、价值观的重塑。本文认为 “房
奴”、
“蜗居”、
“蚁族”等特殊群体的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区域文化、价值观特
性的过度集中、选择范围少、人口基数大而照成的城市结构性拥挤。因此本文建
议通过丰富城市区域文化、构建价值观多样性社区的办法来解决该问题。一方面，
通过场景规划，可以吸引不同目标人群的迁徙，促进地区特殊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具体的实践操作方面，可以参照场景价值量表对生活、娱乐设施所蕴含文化、
价值观的度量进行城区文化、价值观氛围的建设。例如：如果希望增强城区的亲
善性，可以新修咖啡馆（4）、烧烤点（4）；如果希望增强城区的魅力，可以新建
服装市场（4.75）、画廊（3.75）；如果希望降低城区的违规性，可以新建公园（2.25）、
教堂（2.25）。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城市社区也可以从侧面分散具有特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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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诉求群体，如“房奴”、
“蜗居”、
“蚁族”群体中出现的居住文化、价值观
诉求集中问题。并最终通过这种基于文化、价值观建设的“柔性”引导方式，实
现中国城市居住房地产需求的结构平衡。
5.2 场景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宏观应用
除了微观的城市管理，本文认为在宏观的城市规划中，场景理论也能发挥重
要的作用。
5.2.1 我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方向
由本文第三章对我国城市区位演化的历史探索及演绎可见，城市规划及管理
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早在西周（前 11 世纪中期－前 771 年）时期就有
了对城市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及实践。目前较为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思
想来源于儒家经典——《周礼》。
《周礼》针对西周时期的社会及城市状况构建了
系统的城市布局体系。例如在国都的选取方面必须按照“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
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的风水思想，采用“土圭”的方法进行
测定。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奴隶制农业社会的背景下，对农业发展进行了规
划，提出了“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的规划思想。
该思想与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具有同样的形式，即实现“一致性”的城市规
划。然而，其两者的规划目标却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服务于不同的
目的：杜能“一致性”的目标是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实现资本的最大化；而周礼
的“一致性”则主要服务于统治的集中。《周礼》由于其在儒家学说中的特殊地
位，深刻的影响了我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及发展，现在在我国许多具有悠久历史文
化的城市中依然可依稀看到《周礼》的影子。由此可见，历史传统因素对我国的
城市规划及形态具有由来已久的影响。
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数量和总结。其中，对于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阶段进行了回顾的有：苏腾
（2004）认为我国城市规划的法制化发展时间较国外许多国家都较短。因此其从
规划法规的研究角度出发，将我国的城市规划划分为：一、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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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规划法制基本空白阶段；二、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的规划法制行政指令
化阶段；三、从 80 年代末至今的城市规划法制开端。南京大学的崔功豪（2008）
从城市规划观念角度出发，回顾了至 1975 恢复城市规划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的
观念变革。其在研究中主要从区域观、体系观、战略观、生态观、人文观和政策
观六个方面论述了变化的过程。黄鹭新等人（2009）通过分析我国在各时期颁布
的政策法规，指出可以将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归结为六个主
要阶段，即：恢复重建期、摸索学习期、加速推进期、调整壮大期、反思求变期
和更新转型期。由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的城市规划目前还在学习中发展。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杨保军（2010）在对我国城市规划 30 年的回顾后，对未来
20 年的城市规划进行了展望。其特别指出了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应该“别有蹊
径”既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不能简单移植，要充分体现对我国自身特有的政治体制
和文化传统的重视。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未来的城市规划中有必要借鉴场景理
论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设计优化。而场景理论发源地——芝加哥城市的规划革新可
以成为我国城市学习的范例。
5.2.2 芝加哥城市场景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芝加哥大学做为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发源地，在人类对社会学的研究方面
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而这些研究大多来自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市大
变迁的历史背景。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芝加哥城市的发展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研究
是相辅相成的。
在 1955 至 1976 年的 21 年间，芝加哥大力加强了包括高速公路、奥海尔机
场在内的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建设并提升了内环线内的商业区；但由于政治
强权镇压异己、滥用赞助提高就业等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和社会矛盾。
而到了 1989 年，芝加哥面临大规模工业衰退、中产阶级大流失、税收萎缩、城
市服务衰败、大量的公立学校废弛、公司及职员竞相迁往郊区的局面。此时芝加
哥市政府从娱乐和景观两方面入手改造了芝加哥市。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芝加
哥城市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芝加哥市早已改变了工业城市时期
烟尘滚滚的形象转变为了集合众多建筑艺术的花园城市。William Le Baron Jenny
在芝加哥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钢框架的摩天大楼；1893 年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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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设计师 Daniel Hudson Burnham，草原式建筑的创始人 Frank Lloyd Wright，
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人 MiesVan der Rohe，Louis H. Sullivan 等建筑大师均在芝加
哥留下大量建筑佳品。迄今为止，芝加哥共划定了 30 个历史保护街区，150 幢
地标建筑，它们是芝加哥全球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吕维娜，2006）。如
今，正是由于芝加哥对城市景观及氛围的追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端人群，如
律师群体和金融业群体。由此也使得芝加哥市由“蓝领城市”变成了以咨询、金
融商业信息服务为主导产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居城市。而这正是值得我国许
多老工业城市在城市发展变革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5.2.3 场景理论在我国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结合上述案例，本文认为场景理论在城市规划及管理应用中的优越性主要表
现在经济、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
1）节约、优化的城市财政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张庭伟教授（1996）在《从美国城市规划的变革看中国
城市规划的改革》一文中就明确的指出了“城市骨架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由
于我国城市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框架，同时在我国建设节约型
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对城市进行大修大补不适合于我国城市的发展，因此本文认
为场景理论通过对生活、娱乐设施的局部调节而实现区域场景效应最优化的规划
思路更适合于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
2）和谐、柔性的城市管理
场景理论所强调的文化重塑是一个相对于经济调控和行政命令更为柔和的
城市管理模型。在当前的我国城市社会中，“暴力执法”问题是社会争论的一个
焦点。而通过城市场景规划，例如在西方社会已经实践的在高犯罪率的地方设置
低违规性场景——教堂的做法通过社会文化、价值观场景感化的方式，诱发目标
管理群体的场景“共情”，进而实现非暴力方式的、柔和的、和谐的城市管理。
3）客观、有效的城市监控
顾朝林、宋国臣（2001）曾经就另一个经典城市理论——“城市意象（Lynch，
1960）”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进行了研究。
“城市意象”理论城市感知环境研究
的代表作。Lynch（1960）指出城市意象就是城市居民在受所处环境影响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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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周围环境的直接或间接认识，简而言之就是人大脑中对城市的印象，其具有
较大的主观性。在通过对城市地图的大量研究后，其进一步的将这些意象化为了
包括通道（path）、边缘（edge）、街区（district）、节点（node）和标志（landmark）
在内的五类意象构成要素。目前，许多城市规划的思路都借鉴了“城市意象”的
思路和原则。然而，从概念上看，“城市意象”对于城市微观景观的设计要求非
常细致，意象构建也非常复杂，因此不适合于大规模、快速的城市调控管理。而
场景理论的调控对象是生活、娱乐设施。这些设施在建设伊始就必须在工商、地
税等部门报备，因此具有大量成形的数据，同时其结构及总量也可以通过这些部
门进行有效的调控，由此可见场景思想在城市调控中更具有可行性，在效率上更
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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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中，本文论证了场景理论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可行性和优越性，本
章将以北京市为例基于场景理论就北京市房价和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之间的关
系展开研究。
6.1 北京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场景构成及对房地产发展区位的影响研究
北京的城市结构是以紫禁城为中心，九经九纬大道交错，九门环绕的方型结
构。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地位，其在城市演化和发展的形态上一直遵守着前
文提及的等级化趋势，如核心宫殿区的分布主要坐落在北京市的中轴线上，并呈
现以北为尊的城市形态。在明朝时期，北京城市的风水化发展达到了顶峰，以明
十三陵为例，其基本分布在北京市的西北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对北京
市进行了新的城市改造，其中以打破北京城市旧有的等级化文化、价值观区域分
布为主要目标。但是如今北京市城市的区位布局出现了向传统化回归的趋势，一
方面“上风上水”思想的复燃使得北京城市西北部成为了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另
外在城市的整体规划上，以“中十字”轴上奥运场馆为代表，城市的传统区位分
布正在逐步加剧。此外，北京市的房地产分布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在距离城市
中心“天安门”的距离相等的情况下，北京市南北三环房地产的价格存在较大的
差异。在经济、通勤效用无差异的情况下，本文认为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文
化、价值观场景的不同。北京自古以来的以北为尊的发展思路延续至今，并影响
了北京市房地产价格的分布。下文将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北京市区位文化、价值
观场景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发展分布进行实证研究。
6.2 场景理论作用下的北京市房地产发展区位实证研究
6.2.1 数据选取及方法设计
本文拟基于场景理论利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对北京市的房价分布展开研究。根
据实证需要，本文需获得北京市的“地区房价”、
“地区周边生活、娱乐、服务设
施的种类及数量”数据并构建“地区场景价值表现”数据以进行实证研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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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北京市各类研究的官方数据，如：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北京市统计局数据，
都只有城区一级的数据（共计 18 个）。而本文认为 18 个数据的数据量太小，较
难反映对北京市地区文化差异的研究要求，适宜采用更为细化的网络数据对北京
市的房价分布展开研究。因此，在生活、娱乐设施的选取方面，本文继续采用了
北京“口碑网（http://beijing.koubei.com/）”的黄页数据；在房价数据方面，本文
选取了目前被公众较为认可的搜狐“焦点网（http://house.focus.cn/）”的房地产
数据；在空间经纬度数据方面，本文采用了 Google Earth 软件进行坐标采集。本
研究收集的数据如下：
1）220 个地区周边不同种类的生活、娱乐、服务设施的数量（来自“口碑
网（http://beijing.koubei.com/）”）；2）220 个地区的平均新房价格和平均二手房
价格（来自搜狐“焦点网（http://house.focus.cn/）”）（注：不考虑限价房、经济
适用房、别墅）
；3）220 个地区（核心点）的经纬度（来自“Google Earth”软
件）。此外，在地图方面，本研究以北京市 6 环以内 10W 比例地图为基本图层，
选取了北京市 220 个热点区域作为样本进行了调研，数据分布如图 6.1 所示。

图 6.1 北京市场景研究 220 个调研热点分布图

由图 6.1 可见，本文对北京市的调研基本上覆盖了北京的主要核心功能区，
因此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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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累计方差表
Initial Eigenvalues
Component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8.355

55.698

55.698

8.355

55.698

55.698

6.507

43.379

43.379

2

2.975

19.833

75.531

2.975

19.833

75.531

4.535

30.230

73.609

3

2.372

15.813

91.343

2.372

15.813

91.343

2.660

17.735

91.343

4

.563

3.752

95.096

5

.226

1.505

96.601

6

.148

.986

97.587

7

.122

.812

98.399

8

.082

.548

98.946

9

.063

.417

99.363

10

.044

.293

99.657

11

.018

.122

99.779

12

.016

.105

99.884

13

.012

.079

99.962

14

.006

.038

100.000

15

-7.665E-17

-5.110E-16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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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表 6.3

成分矩阵

成分系数矩阵

Component
1

Component
2

3

1

2

3

Exhi

.957

.222

-.057

Trad

-.063

.109

.005

Trad

-.921

.135

.099

SE

.140

.097

.154

Rat

-.920

.286

-.225

UI

-.169

-.138

-.138

Glam

.916

.186

-.300

Char

.161

.005

-.178

Egal

-.828

-.506

.048

Egal

-.180

-.069

.044

Form

.828

.371

-.038

Neigh

.037

.232

.065

Char

.767

.432

-.397

Form

.154

.036

-.028

SE

.765

.345

.417

Exhi

.137

-.014

-.019

UI

-.742

-.500

-.413

Glam

.127

-.055

-.114

Neigh

-.708

.541

.327

Trans

.008

.039

.350

Loc

-.688

.581

.384

Rat

-.032

.103

-.137

Corp

.544

-.783

-.243

Loc

.046

.249

.084

Sta

.565

-.682

.312

Sta

-.081

-.169

.198

Trans

.468

-.172

.813

Corp

-.100

-.271

-.014

Eth

.043

-.323

.801

Eth

-.063

.026

.348

3 components extracted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Component Scores

6.2.2 主成分分析
由表 6.3 得出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下：

依照第五章中对全国 374 个城区场景表现构成的分析方法，本段对北京市
220 个热点区域的文化、价值观场景表现得分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6.1 所示：结合表 6.1 和上述结果，可见原来 15 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以由三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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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反映，且累计方差百分比达到 91.343%，远超过一般标准要求的 70%。因此，
可以判断该主成分分析得结果比较满意。
6.2.2.1 讨论
综合上述模型可知：第 1 公因子 F1 主要支配展示、传统主义、理性、超凡
魅力、平等主义、正式、时尚、自我表现、实用主义、亲善、本地；第 2 公因子
F2 主要支配社团和国家；第 3 公因子 F3 主要支配违规和种族。
北京的场景表现因子构成与第四章中的全国 374 个城区的场景表现因子构
成，虽然在结构上存在不同，但是其因子间的相互关系的方向却没有改变。例如：
在全国场景构成因子 F2 和北京场景构成因子 F1 中，传统性和理性呈同向正相
关关系，而均与展示性和自我表现性呈反向相关关系，展示性与自我表现呈正向
相关关系；在全国场景构成因子 F1 和北京场景构成因子 F2 中社团性与国家性
呈正向相关关系；在全国场景构成因子 F1 和北京场景构成因子 F3 中违规性与
种族性呈正向相关关系。由此再次证明了场景理论及场景价值量表的稳定性，因
此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
对于北京场景因子构成与全国场景因子构成不同的问题，本文认为其反映了
地区文化的差异性。由场景价值表现得分公式可见，场景表现的构成是基于加权
平均思想的，因此其数值主要反映了地区间的比较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地域，受
不同的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构成，
而这正是场景因子可以真实的反映被研究地区的区域文化、价值观的原因所在。
此外，从北京场景因子的构成来看，其主体上还是继承了全国场景因子构成
的主框架，呈现传统性和国家性的分离。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场景因子构
成中违规性和种族性从国家性中脱离，因此也反映了北京市作为首都，其社会法
制在全国对比中的健全与超前。有表可见，当 15 个维度分为两个主维度时累计
方差百分比已经高达 73.609%，超过一般标准要求的 70%。因此本文认为由违规
性和种族性构成的第三因子 F3 可以不作为主要的研究考察对象。综上所述，本
文认为依然可以在类似全国场景因子构成两因素解析的模式下，对北京市的文化
场景构成进行解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同时，将第 1 公因子 F1 命名为传统
性；第 2 公因子 F2 命名为国家性；第 3 公因子 F3 命名为违规性。
6.2.2.2 北京市文化、价值观场景因子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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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上文的三类场景因子得分，并按照从大到小的区别表现方式（即：
点越大数值越高）构建了北京市场景因子的空间分布如下：
（1）北京场景因子 F1——传统性
北京场景因子 F1 主要支配了包括展示性、传统主义、理性、超凡魅力、平
等主义、正式性、时尚性、自我表现、实用主义、亲善性和本地性在内的 11 个
因子，反映了北京地区场景因子的主要构成。

图 6.2 北京市场景因子 F1 分布图

虽然在图 6.2 中较大的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东南角，但是由于 F1 中数据的
正负符号不同，因此可以理解为点越大展示性和自我表现性越强，而传统性、理
性、实用性等越弱。由此，该分布符合本文在上文的理论推断：位于北京城市西
北方向的区域具有较高的传统性、理性和亲善性。
（2）北京场景因子 F2——国家性
北京场景因子 F2 主要支配了社团性和国家性。如图 6.3 所示，与 F1 类似，
由于北京场景因子 F2 中的主因子均为负值，因此点越小表示国家性和社团性越
强。由此可见，北京城市的东部主要表现出了国家性和社团性。
（3）北京场景因子 F3——违规性
北京场景因子 F3 主要支配了违规性和种族性。北京场景因子 F3 中的因子
值均为正，点越大说明属性越强烈。从图 6.4 看，北京市违规性和种族性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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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主要分布在城郊地区，其中顺义区和通州区的违规性及种族性较强。

图 6.3 北京市场景因子 F2 分布图

图 6.4 北京市场景因子 F3 分布图

6.2.3 空间计量分析
空间计量方法是在城市规划、经济地理、地质统计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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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是 Tobler（1970）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即“在地球上，任何事物都和
其它事物有关系，但是距离近的比距离远的关系更大”。基于该原理大量学者在
各自领域开展了空间关系的研究。Griffth（1987）发现一些处于相同区位的变量
其 观 察 数 据 存 在 相 互 依 赖 性 ， 并 将 此 现 象 命 名 为 空 间 自 相 关 （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其发现为后来学者对空间关系进行科学的考虑和研究提供了借
鉴依据。在国内研究方面，吴玉鸣（2004）应用空间统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聚
集的进行了研究，通过测试 Moran I 指数证明了我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具有集聚性。
苏方林（2005）运用地理加权模型对辽宁省的县域经济进行了空间分析，探索了
辽宁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在房地产研究方面，李志等人（2009）利用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对南京市住宅土地影响因素及边际价格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其研究指
出地铁站点、商业网点、水景观、绿地公园等生活便宜设施对南京市住宅土地均
价的边际影响力较强，而高等学校、医院的影响较弱。吕萍，甄辉（2010）同样
应用地理加权模型对北京市住宅用地的价格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指出北京地价呈
现多中心分布，且受地铁、公路影响较大。由以上研究可见，空间计量方法已经
被成熟的、广泛的运用到社会经济的研究当中。因此借鉴这些成熟的研究方法论，
本文将把空间计量引入到本文对场景理论和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关系研究中，并希
望以此发现北京市房地产价格分布及蔓延的内在规律。
6.2.3.1 北京市房价的空间分布现状
应用 ArcGIS 9.3 软件，根据本文的调查数据，对北京市的新房及二手房分
布进行了空间拟合，空间拟合结果如下所示：
（1）北京市新房价格空间分布的现状
由图 6.5 可见，北京市的新房价格空间分布呈现反“C”型结构。其中城市
核心区域的价格最高。东城区、朝阳区的高新房价格也符合一般市场认识。但是
海淀区内三到四环的区域成为了新房价格空间分布“价格洼地”的现象，却是有
悖于对北京市房地产价格分布的一般认识的。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空间数据的缺失，海淀区目前新建并在售的新楼盘较少，因此拟合后该地区
出现了“价格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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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北京市新房价格空间分布模拟（图例见图 6.9）

（2）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空间分布的现状

图 6.6 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空间分布模拟（图例见图 6.10）

由图 6.6 可见，北京市六环内的中高二手房价格空间分布呈明显的“彗星状”
分布。其中“彗核”位于二环以内的东城区，“彗尾”由中心拖向位于西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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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区，直至北五环。而“彗星体”辐射下的其他中低二手房价格区域则主要呈现
了北高南低的趋势，基本符合对北京市二手房价格分布的一般认识。而从场景角
度分析，
“彗尾”指向的部分正好是本文场景因子 F1 中反映的传统性最强烈的区
域。因此从图形上看，本文认为场景因子与北京市的二手房价格的空间分布具有
相关关系，因此下文将围绕二手房价格基于场景理论进行研究。
6.2.3.2 空间自相关检验
判断区域房价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可通过全域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进行检验（Moran，1950）。其表达式为：

（6.1）

其中， 为第 i 个区域的房价， 为第 j 个区域的房价，n 为样本区域数， 为

地区房价的平均水平，

为空间权值矩阵。一般用统计指标 Z 衡量空间相关性。

公式如下:

（6.2）
其中：

其中

和

取决于数据的空间分布及空间滞后矩阵元素的排列方式。

当 Z 值为正且显著时，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即相似的观测值趋于空间集
聚；当 Z 值为负且显著时，表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即相似的观测值趋于空
间分散；当 Z 值为零时，则表明观测值呈随机的空间分布。
如图 6.7 所示，新房价格空间分布的正态统计量 Z 为 19.37 且大于正态分布
函数在 0.01 水平下的临界值，则可以说明北京市新房价格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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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呈显著的正向自相关关系。二手房价格空间分布的正态统计量 Z 为 19.35 且大
于正态分布函数在 0.01 水平下的临界值，则可以说明北京市二手房价格之间也
存在空间依赖性，且呈显著的正向自相关关系。以上统计结果说明，北京市的房
价分布存在空间聚集现象，如果使用普通的全局最小二乘回归分析（OLS）方法
可能会忽略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因此应该使用更为适合的地理加权回归
（GWR）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图 6.7 二手房价格空间相关分析

6.2.3.3 地理加权回归
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是由 Fotheringham
等人于 1996 年提出的探索回归关系的空间非平稳性的一个有力的方法，它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地理学、经济学、传染病学和环境科学等众多领域中空间数据的分
析。该方法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方法局部拟合空间变系数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系数
在各个地理位置处的估计值随空间的变化特征探索和分析回归关系的空间非平
稳性。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只能是在全局或者平均意义上对参数进行估计，
无法反映空间局部的变化，因此不能揭示被研究对象的空间依赖性。而地理加权
回归（GWR）可以在空间上对每个参数进行估计，更能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空
间依赖性。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如下：

（6.3）
GWR 模型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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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样本在 i 点的坐标，即地理加权；

为独立变量

的

系数。本文应用 ArcGIS 9.3 软件对本文研究的 220 个北京市房价分布数据和场
景数据，分别以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格为因变量及三个场景因子构成为自变量进
行了地理加权回归。空间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 6.1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
二手房价均价
AICc
R2
R2Adjusted

4415.185105
.728054
.639049

由表 6.1 可见，回归分析的结果较好。三个场景因子对二手房价格的空间拟
合优度达到约了 0.73，调整 R2 达到 0.64。由此，本文认为该拟合结果较好，因
此可以证明本文提出的地位文化、价值观场景因素对北京市的房价分布具有显著
影响作用的理论推断。此外，较高的拟合优度表明可以进一步使用空间回归结果
对北京市房价的空间分布进行预测。
6.2.3.4 北京市房价空间蔓延的趋势预测
本文之所以选择二手房价格而没有选择新房价格进行基于场景理论的空间
预测是因为本文认为在北京市当前的发展背景下，新房价格的空间蔓延趋势不适
宜用场景理论进行预测。不适合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新房总体样本量较少
在本研究的调查中，选取了北京市从中心直至六环附近的 441 个新楼盘的均
价数据反映新房价格的分布；选取了来自 3407 个二手楼盘的约 371010 套二手房
的销售均价反映二手房价格的分布。房屋的均价受到来着多方面的影响，地段、
楼盘、户型、物业、房龄等都可能影响到房屋的均价。对于海量的二手房楼盘数
据，根据大数定律这些原因导致的差异可能呈现同方差变化。而对于相对较少的
新房楼盘则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
2）新房开发受政策性影响较大
如图 6.5 所示，目前北京市的新房价格分布呈现反“C”型分布。造成海淀
区成为新房价格“缺口”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新开发楼盘。海淀区作为北京市较好
的区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其的开发已经基本饱和。目前，海淀区仅余下不多
的新楼盘，如在建的“龙湖·唐宁 ONE”楼盘，而该楼盘的销售标语就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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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腹地的最后一块楼盘”。由此可见，未来新楼盘的开发受到来自土地资源的
限制和政府房地产开发管理的限制，因此运用模式化的理论模型对其进行预测是
缺乏理论根据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不适合对新房价格的蔓延趋势进行预测。
但是可以对流通量较大，城市居民自由支配程度较高的二手房价格的蔓延趋势进
行预测。在空间预测方面，本文主要采用了克里金空间插值（Kriging Mapping）
方法对二手房价格空间分布的蔓延趋势进行预测。克里金（Kriging）插值法又
称空间自协方差最佳插值法，它是以南非矿业工程师 D. G. Krige 的名字命名的一
种最优内插法（Kriging，1951）。Kriging 法是数学地质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基于
随机过程的统计预测法可对区域化变量求最优、线性、无偏内插估计值，并具有
平滑效应及估计方差最小的统计特征，在线性地质统计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Kriging 模型如下：
设函数

则系统的响应值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6.5）

在上式中，
的统计过程。设

为已知回归模型； 为待定参数；

为均值为 0，方差为

为变异系数，根据 Gaussian 函数则有：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求极大值，则有：

最后，综合上式求出位置点 的预测值如下：
（6.6）
其中，

为试验点和预测点距离的相关矩阵。根据上述公式，利用 ArcGIS

9.3 对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的场景预测值进行了空间插值拟合预测。空间拟合预测
结果如图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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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基于场景理论的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空间蔓延趋势预测（图例见图 6.11）

图 6.9 新房图例

图 6.10 二手房图例

图 6.11 二手房预测

6.3 结论及模型对比讨论
6.3.1 主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本文综合提出四个主要结论如下：
（1）北京市的文化、价值观场景分布存在空间极化现象
由表 6.2 和图 6.2、6.3、6.4 可知，北京市的城市场景构成在全国场景构成（传
统性和国家性）的基础上，违规性和种族性被单列成为一项。从其分布上看，位
于北京城市西北部的海淀区是传统性和理性聚集的地区；整个东部及部分南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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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即朝阳区和崇文区则表现出了较高的国家性和社团性；周边地区，尤其是东
部边缘地区，如顺义区和通州区则呈现出了较高的违规性和种族性。因此，北京
市文化、价值观场景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特征。
（2）北京市的房地产价格分布受到场景因素的显著影响
在定性研究方面，本文通过理论推导，演绎了北京市城市文化的分布情况及
变迁，说明了北京城市居住的分布有史以来一直受到北京市特定历史、文化背景
和特殊地位的影响。在定量研究方面，本文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实证了场景
因子对北京市房地产价格分布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北京市的房地产价格
分布受到场景因素的显著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在北京市未来的房地产价格分布中
将继续发挥作用。
（3）北京市中高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分布特征明显
由图 6.6 可见，北京市六环内的中高二手房价格空间分布呈明显的“彗星状”
特征。其中“彗核”位于二环以内的东城区，“彗尾”由中心拖向位于西北的海
淀区，直至北五环。“彗星状”二手房价格体整体呈现至西北坠向东南的趋势，
主体浮于长安街以北，并停止于南二到三环的崇文、宣武区内。由“彗星状”体
辐射出的其他较低的二手房价格分布则呈现南部较低的分布态势，六环内仅余大
兴区和房山区的二手房价格略低于六环内平均水平。
（4）受城市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影响，未来北京市二手房价格分布的“彗
星状”特征将日趋显著，并出现“集中加长的趋势”
如图 6.8 所示，根据本文基于场景理论对北京市二手房价格未来发展蔓延趋
势的空间预测，未来北京市六环内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分布将更加显著，并
出现“集中和拉长的趋势”。其中“彗核”部分将进一步的扩大，向宣武区和海
淀区蔓延的趋势明显。由于在东南部遭遇阻力，“彗星体”将不会继续向东南移
动，转而出现“彗核”扩大、
“彗尾”拉长的趋势。
“彗尾”将超越北五环，热度
也将进一步向“彗尾”指向的西北方向蔓延。同时，“彗核”内部的二手房热度
将有所降低，但是“彗尾”热度将逐渐升高，同时“彗星状”辐射区域的热度也
将升高。由此可以预计，在未来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及海淀、宣武、崇文的近
城区的二手房价格将呈现向平均化收敛的趋势，而其他地区的二手房价格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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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上涨。
6.3.2 北京市城市居住空间预测模型对比
国内著名城市规划研究专家顾朝林曾在《城市社会学》一书中研究和预测过
北京市新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态（顾朝林，2002）。其在对北京市城市空间的地理
分布研究的基础上，在 2002 时点上就北京市城市的未来形态和居住分布进行了
综合预测和展望。本文将借鉴他的研究和预测成果对比本文的研究和预测结构，
并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其 2002 年的书中，顾朝林指出北京的空间结构将由同心
圆结构向沿着高速公路发展的地形走廊结构转变，进而演变成同心圆——扇形模
式。其中具体的分布状况如图 6.12 所示：

图 6.12 顾朝林 2002 年对北京市社会空间分布未来发展的预测

图 6.12 模拟了顾朝林 2002 年对北京市社会空间分布未来发展的预测，其中
其预测“东北扇”将成为最富的区域，这里将聚集受过专业训练的高薪雇员、生
意人和暴发户；
“西北扇”将成为中等收入知识分子家庭的集聚区；
“西南扇”是
中等收入技术工人的聚集区；“东南扇”则聚集一些无技术、低工资的人，进而
成为北京最穷的一个扇区；在老城区内，则留守一些相对贫困的老北京人和新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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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文的预测对象是二手房价格分布，但是在北京当前房地产市场供不
应求的情况下，二手房价格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收入群体的购房行
为。因此，可以与顾朝林对北京市不同收入群体的空间分布状况分析进行比较研
究。本文认为顾朝林的研究和预测具有先进性和重要价值。但是，在一些预测方
面与本文的研究及预测结论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顾朝林的“四扇形”预测模型和本文的“彗星”预测模型主要存在如下几个
主要差异：
（1）对“老城区”的预测
本文认为顾朝林对老城区将留守相对贫困的北京人和迁入新移民的预测是
借鉴了西方城市演化发展历史的。其对中心城市将逐渐衰弱的认识与早期芝加哥
学派对城市中心衰弱，富裕人群向城市郊区迁徙的看法相同。而在本研究中，老
城区从二手房价格上看，非但没有衰弱反而一直保持着城市中心的地位。本文认
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性因素导致了北京的旧城并
未衰弱。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研究的西方社会的城市的中心是 CBD 不同，北京老
城区的前身是紫禁城，其代表着最高的权力和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紫禁城成
为了故宫博物院，但是北京的城市中心依然是中央政府办公的所在地。而另一方
面的原因来源于文化。从长安街各核心部门的总部大楼可见，辉煌的总部大楼以
及其距离中心——天安门的程度往往代表了该部门的重要程度，而这也是与我国
传统的区位文化相一致的。因此，在这些“总部大楼”的文化氛围辐射下，周边
城区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社会的城市核心区衰弱现象。因此，在城市中心的发展
方面“彗星”模型预测更贴近于实际。
（2）对“东北扇”和“西北扇”的预测
本文 “彗星”模型和顾朝林 “四扇形”模型的另外一个最大不同点就是对
“东北扇”和“西北扇”预测。在“彗星”模型中，由二手房的房价可以推测，
能够居住在“西北扇”的人应该较“东北扇”富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位
于“东北扇”的朝阳区集中了大量的各类高收益企业，因此其确实存在“四扇形”
模型所描绘的“聚集了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高薪雇员、生意人和暴发户”，而也
可因此推测出“东北扇”人群较“西北扇”人群富有。为什么两个模型会呈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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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预测情况呢？
本文认为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场景理论所强调的文化性。“四扇形”模型主要
是从收入对居住区位进行的描绘，而这正是本文在前文提及的“经济诉求”在居
住区位中的反映，但是经济诉求并不是居住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就北京地区而
言，海淀区以所谓“上风上水”的区位优势而占据了居住区位的主导地位。而较
为富有的“东北扇”人群可能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更希望居住于“西北扇”。
因此从文化性上来考虑，“彗星”模型更贴近实际。
综合上述因素，本文认为“彗星”模型和“四扇形”模型在北京市“东北扇”
和“西北扇”预测上的差异，正是“四扇形”模型缺乏对地区场景文化、价值观
属性的考虑造成的，而这也体现了“彗星”模型的优越性。
6.4 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论述，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论证了场景理论在城市规划
中应用的可行性，并通过模型对比证明了场景理论在城市区位规划及社会形态规
划中的优越性。因此，综合上述分析结论，本文对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及相关
的城市规划部门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1）通过城市文化、价值观场景建设平抑居住消费热点集中问题
该政策建议主要针对的是“彗星”模型中反映出的二手房价格热点集中问题。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价格热点集中的受到来自文化、价值观场景的影响，其中受
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两个办法改变该现
象：一方面，可以在北京市的其他城区，如南城效仿海淀区的生活、娱乐设施数
量及结构进行城区建设，通过提高南城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以吸引人群从而
分散以海淀区为主的“西北扇”地区的房价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土地置换
的方式，直接通过置换核心生活、娱乐设施以实现“西北扇”传统文化、价值观
场景的分散。例如将海淀区聚集的大量具有高传统性的学校（中小学：传统性
3.6；大学：传统性 3.6）置换到传统性较低的其他区域，如南城和城郊，以实现
场景分散进而平抑居住消费热点集中问题。
（2）通过城市文化、价值观场景规划优化城市居住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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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居住空间极化将带来复杂的城市问题，例如：城中村中贫困群体的聚
集、城市边缘蚁族群体的聚集。高房价导致的富裕人群的聚集同样不利于北京市
的和谐发展。由“四扇形”模型可见，早在 2002 年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了北京市
城市空间分异极化的现象，而时隔八年北京市南城的发展依然极大的落后于北
城，因此有理由反证在过去的八年间北京市所实施的城市规划方案是有缺陷的。
而本文认为这一缺陷就是缺乏对城市文化、价值观场景区位的认识。北京市过往
的对南城的规划并没有让城市居民产生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感，因此难以实现
城市的均衡发展和城市居住结构的优化。因此，本文建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及相关城市规划部门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尤其是南城地区规划的发展设计中加入
对文化、价值观场景氛围的构建。例如可以通过大规模修建绿地、建设城市雕塑、
社区公园等方式从场景上改变旧南城的面貌，并以此激发北京市民或外来市民对
南城的认同，进而实现北京市居住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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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六个章节的研究和论述，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实现
了本文的研究目的。证明了由反映城市区位文化、价值观的场景因子在我国城市
宏微观居住空间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发挥的规律性作用。同时，本文还在基本理
论模型和规律被证明的基础上，对如何在城市管理及规划中应用和发挥场景理论
的功效，尤其对当前被我国社会广泛关注的“房奴”、
“蜗居”、
“蚁族”等现象及
北京市房地产价格的空间布局规划等问题提出了治理和规划的建议和意见。在完
成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将主要对已获得的结论进行总结和梳理，提炼本文的
创新点和局限性，并为后来学者在本领域的可能研究进行展望。
7.1 主要结论
7.1.1 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对我国 374 个城区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我国城市区域所反映的出
的文化、价值观分为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国家文化、价值观两种。其中国家文化、
价值观主要反映了城市居民对自身及他人社会身份及地位的认识和判断。在我
国，该认识和判定主要受不同时期及历史背景所蕴含的社会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的
影响，因此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性。蕴含该文化、价值观的城市社区主要吸引了
出生于 1950 年以前的中老年城市居民。而传统文化则代表了我国固有居住文化
传统的传承，是“合法性（或称合规性）”的具体表现。蕴含该文化、价值观的
城市社区主要吸引了出生于 1970 年以后的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该研究的结
果充分的证明了在不同场景下，文化、价值观表现的差异会对不同文化群体产生
不同影响。
7.1.2 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与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诉求正相关
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渐强趋势是本文的重要实证结果。本文通过场景理论构建
的传统文化因子在我国主要代表了传统、理性的文化及价值观，其主要反映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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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非的判断，因此传统文化主要反映了我国城市居民对“合法性（或称合规
性）”文化、价值观的诉求，是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种肯定。由本文的理
论研究可见，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即具有强大的居住文
化。虽然，当代我国的一些特殊时代背景及政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传统居
住文化在我国城市居民居住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时期否定了历史和传统，
但是随着这些时代背景及政治事件的结束，传统文化的复苏及继续传承在我国社
会中显得势不可挡。就本文的实证分析可见，传统文化在我国年青一代的居住选
择中以全面替代了主要受制于历史、时代背景的国家性，更加强烈的影响了年青
一代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及分布。同时，在本文的理论部分，本文论述了我国城
市的传统性可以表现为对城市中心区位属性的追求。因此本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当前我国城市社会存在的“蜗居”、
“房奴”、
“蚁族”等特殊现象。根据基
于场景视角的解读，本文认为这些现象都可以解释为对以中心城市和城市中心为
代表的等级化传统文化、价值观属性的追求。
7.1.3 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与其父辈一代具有相反的居住区位文化诉求
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与其父辈一代具有的截然不同的居住区位文化诉求
是本文的又一重大结果。本文将这种差异归结为我国家庭对当代我国特殊时代背
景和政治事件的反思。我国自古即有对子女进行帮助、支持的传统。我国“反哺”
型社会的特质决定了在我国家庭中，父辈必须对子辈进行各种形式的支持，为其
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虽然该文化传统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政治背景下同样
被掩盖，但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家庭文化也相继复苏，并在年青一代的居住
选择中尤为明显的表现出来。由本文的实证分析可见，房价、中心区位、区域发
展等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富状况的指标因子与当前我国年青一代的居住选择
呈现正向影响的趋势。而在当前我国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客观背景下，该选择理
念与年青一代应具有的经济收入状况是矛盾的，因此本文认为这种该选择的动因
是文化、价值观。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及实证分析，推导出了文化、价值观对居住
选择影响的两条路径：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复苏增强了我国年青一代向高房价、
高发展地区及中心区域靠拢的文化向心力；另一方面，家庭文化的反思使得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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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为子辈提供向高房价、高发展地区及中心区域迁徙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
因此本文认为，传统文化的复苏是当前我国年青一代矛盾的居住选择行为的根本
原因，而家庭文化的反思加速了这种矛盾居住选择行为的形成。
7.1.4 北京市六环内的文化、价值观场景分布存在空间极化现象
基于对北京 220 个热点地区的研究和分析，北京市的城市场景构成被在全国
场景构成（传统性和国家性）的基础上单列出一项代表违规性和种族性的文化、
价值观场景特征。因此从文化、价值观场景的分布来看，位于北京城市西北部的
海淀区是传统性和理性聚集的地区；整个东部及部分南部地区，即朝阳区和崇文
区则表现出了较高的国家性和社团性；周边地区，尤其是东部边缘地区，如顺义
区和通州区则呈现出了较高的违规性和种族性。由此本文指出在北京市六环以内
的主要地区，北京市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特征。同时，
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和空间计量研究进一步证明，这种文化、价值观场景的空间极
化与北京市存在的明显的房地产价格地区差异存在重要的关联关系，尤其与二手
房价格的分布特征存在显著的关联关系。由此，本文也证明了场景理论在我国宏
观城市居住空间规划中应用的可行性。
7.1.5 北京市六环内中高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分布特征明显，且在未来呈现
集中加长的蔓延趋势
本研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北京市的二手房价格分布进行了研究刻画。并用
地理信息系统工具构建了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的空间分布蔓延图和在场景理论下
的空间分布蔓延趋势图。由此，本文发现北京市六环内的中高二手房价格空间分
布呈明显的“彗星状”分布。其中“彗核”位于二环以内的东城区，“彗尾”由
中心拖向位于西北的海淀区，直至北五环。“彗星状”二手房价格体整体呈现至
西北坠向东南的趋势，主体浮于长安街以北，并停止于南二到三环的崇文、宣武
区内。由“彗星状”体辐射出的其他较低的二手房价格分布则呈现南部较低的分
布态势，六环内仅余大兴区和房山区的二手房价格略低于六环内平均水平。受城
市区域文化、价值观场景影响，未来北京市二手房价格分布的“彗星状”特征将
日趋显著，并出现“集中加长的趋势”根据本文基于场景理论对北京市二手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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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未来发展蔓延趋势的空间预测，在未来短期内北京市六环内二手房价格的“彗
星状”分布将更加显著，并出现“集中和拉长的趋势”。其中“彗核”部分将进
一步的扩大，向宣武区和海淀区蔓延的趋势明显。由于在东南部遭遇阻力，“彗
星体”将不会继续向东南移动，转而出现“彗核”扩大、“彗尾”拉长的趋势。
“彗尾”将超越北五环，热度也将进一步向“彗尾”指向的西北方向蔓延。同时，
“彗核”内部的二手房热度将有所降低，但是“彗尾”热度将逐渐升高，同时“彗
星状”辐射区域的热度也将升高。由此可以预计，在未来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
及海淀、宣武、崇文的近城区的二手房价格将呈现向平均化收敛的趋势，而其他
地区的二手房价格将继续保持上涨。
7.2 创新点
本文作为场景理论的我国研究初探，基本上完成了研究设想、实现了研究的
目的。相对于以往对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本文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首次探索了区域文化、价值观因素对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历
史演进
从区域文化、价值观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区位分布的历史演进是
本文研究的一个特色。从本文的文献综述来看，我国尚未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
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本文在该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因此具
有较强的创新性。
（2）首次在我国城市中应用场景理论实证了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
居住空间秩序的影响
本文作为国际场景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将国际前沿的基于文化、价值观讨论
的城市居住空间研究引入了我国，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研究方面的空白。并为其
他新城市社会发展理念向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研究领域的引入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因此，本文在研究理念上具有创新性。
（3）首次在我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中运用了带经纬度坐标属性的海量微观网
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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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采集方法，本文主要实现了两方面的研究突破：一方面是选取了目前
在国内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中较少用的城区一级的数据，更好的在兼顾城市空间宏
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本文创新性的采用了来自互联网的
海量数据，以此丰富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数据挖掘手段，因此具有创新
性。
（4）首次发现并总结了文化、价值观因素对我国不同年龄层次城市居民居
住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规律
本文针对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我国不同年龄层次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
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国首次发现了区域文化、价值观的三大主要空间运行规
律 1）文化、价值观场景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2）
传统文化、价值观场景与我国年青一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诉求正相关；3）我国年
青一代城市居民与其父辈一代具有相反的居住区位文化诉求。
（5）首次提出并解释了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分布结构并基于场
景理论预测了未来北京市二手房房价的空间蔓延趋势
本文利用来自互联网的海量微观数据，基于场景理论，结合地理信息系统
（GIS），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总结模拟出了北京市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分布
结构。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将这种分布结构的成因归结为区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首次得到并提出了“北京市六环内的文化、价
值观场景分布存在空间极化现象”及“北京市六环内中高二手房价格的“彗星状”
分布特征明显，且在未来呈现集中加长的蔓延趋势”两大主要结论。该结论来至
于缜密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并符合现实的北京市二手房价格分布逻辑，具有较
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具有较高的创新性。
7.3 研究展望
7.3.1 本文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数据匹配局限
本文在数据匹配方面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口普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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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局限。由于我国政府的全国人口普查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至本文截稿为止，
我国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进行当中，因此本文当前只能选取最为
近似的我国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因此，造成了一些模型
统计不能更好的佐证本文的理论假设，例如：表 4.11 中 80a 模型的 R2 较低。第
二，生活、娱乐数据的规模限制。由于本文的生活、娱乐数据来源于阿里巴巴网
络公司旗下的“口碑网”，而“口碑网”的建设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目
前能够收集到和并且匹配精确的数据只有有限的 374 个城区的 85 种生活、娱乐
设施数据。
2）国际比较局限
本文虽然是国家场景理论研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国际场景理论研究正在全
世界范围内同步进行，因此各国研究组的研究内容和数据尚未实现有效的沟通互
换。因此在本文中，本研究未能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说明在国际文化、价值观场
景差异下，各国城市居住空间秩序的差异。这也是本文的局限和遗憾，只能等待
未来在各国研究组的研究内容和数据实现有效沟通互换后加以改进。
7.3.2 未来研究的展望
未来在本研究领域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再研究：
（1）数据采集
采集新城区数据再次对场景理论在我国城市居住空间中的影响作用进行研
究。在该部分，本人及所在研究组计划将在 2011 年，利用我国 2010 年的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以及更为详尽的生活、娱乐设施数据（预计将包括 2100 个
城区的 375 种生活、娱乐设施），应用场景理论再次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分布
及区域文化、价值观进行再次、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以此期望为场景理论对我
国城市居民的文化、价值观研究，乃至世界文化、价值观的对比研究做出更大的
贡献。
（2）方法更新
在方法上，本文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再研究可能：一方面，利用结构方程进
行纵向的历史对比研究。在获得了 2010 年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利用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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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型将该时点的统计与 2000 时期的统计进行对比，以探索场景理论下城市文
化、价值观变迁对城市居住空间秩序的影响。另一方面，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进行横向的国家比较研究。在获得了场景国际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利用社会网络
的方法构建各国在城市文化、价值观以及生活、娱乐设施构成上的差异，进而进
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对比。
（3）国际比较
国际比较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未来研究必须克服的问题。缺乏国际比较
的研究是不完善的。未来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进行场景
理论下各国文化、价值观构成的原因对比研究；另一方面在各国文化、价值观场
景差异下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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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评分一致性系数表
Name

CI

Name

CI

1

彩票

0.91

44

珠宝首饰

0.72

2

宠物服务

0.75

45

大学

0.54

3

摄影/摄像/冲洗

0.45

46

电脑培训

0.84

4

冰淇淋/冷饮

0.80

47

技校

0.45

5

法国菜

0.74

48

家教

0.59

6

韩国料理

0.71

49

企业管理

0.44

7

咖啡馆

0.81

50

武校

0.55

8

咖喱/南亚菜

0.66

51

中小学

0.49

9

快餐/小吃

0.83

52

艺术培训

0.66

10

面包店

0.76

53

幼儿园

0.52

11

批萨/意大利菜

0.73

54

语言培训

0.71

12

日本料理

0.81

55

连锁型宾馆酒店

0.67

13

烧烤

0.74

56

旅行社

0.85

14

素食

0.83

57

庙宇教堂

0.88

15

泰国菜

0.84

58

遗址

0.46

16

甜品冷饮

0.74

59

招待所

0.91

17

蟹宴

0.83

60

会展/会议

0.70

18

印度菜

0.79

61

媒体/出版

0.74

19

粤港菜

0.68

62

设计/广告/策划

0.59

20

越南菜

0.71

63

KTV

0.75

21

自助餐厅

0.85

64

保龄球

0.53

22

4S 专卖店

0.74

65

迪厅/舞厅

0.61

23

汽车救援

0.82

66

电影院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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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汽车美容/装饰

0.75

67

钓鱼

0.52

25

汽修/零配件

0.78

68

动物园

0.23

26

汽修美容

0.72

69

高尔夫

0.71

27

家具店

0.75

70

歌舞厅

0.68

28

博物馆

0.74

71

公园

0.31

29

图书馆

0.87

72

画廊

0.67

30

百货商场

0.78

73

活动中心

0.44

31

便利店

0.84

74

健身中心

0.41

32

菜市场

0.81

75

酒吧

0.79

33

二手/闲置

0.75

76

溜冰滑雪

0.58

34

服饰/饰品

0.74

77

运动场

0.45

35

服装市场

0.83

78

书店

0.45

36

花店

0.84

79

网球

0.70

37

化妆品店

0.77

80

夜总会

0.67

38

乐器/钢琴

0.82

81

音像店

0.50

39

礼品

0.77

82

游乐园

0.70

40

体育用品店

0.82

83

健康养生

0.67

41

烟酒专卖店

0.83

84

药店

0.85

42

婴幼儿用品

0.85

85

咨询服务

0.74

43

杂货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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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博士期间发表或接受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
学术论文
[1]. 吴迪，高鹏，董纪昌.基于场景理论的中国城市居住房地产需求研究[J].系统
科学与数学. 2011.31(03).253-264.
[2]. 吴迪，高鹏，董纪昌. 保障性住房违规出租问题的博弈分析和治理研究[J].管
理评论. 2011. 23(02).3-10.
[3]. 吴 迪 ， 高 鹏 ， 董 纪 昌 . 公 共 租 赁 房 租 金 定 价 研 究 [J]. 数 学 的 实 践 与 认
识.2011.41(05).47-55.
[4]. 吴迪，李秀婷，高鹏，董纪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短期量价变化研究及预测[J].
改革与战略.2011.27(03).139-141.
[5]. 吴 迪 ， 高 鹏 . “ 城 中 村 ” 问 题 的 国 内 理 论 研 究 进 展 [J]. 学 术 论 坛 .
2009.12(227).114-119.
[6]. 吴迪，高鹏，董纪昌.油价与房价间价格上涨风险的传递机制研究[J].管理评
论.（已录用）
[7]. Di WU, Xiuting LI, Dongbin CAO. The Study of Civic Residential Choice- A
New Application of - The Theory of Scenes in China [C].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2011 年会. (三等奖)
[8]. Di WU, Jefferson MAO, Terry N CLARK.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Valu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ial Choice [C].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I)
[9]. Di Wu, Peng Gao, Jichang Dong. Impact of subsidy on low-rent housing lessees'
welfare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Decision
Making. Vol.11, No.3 (2012) 643-660. (SCI IF=3.139)
[10].

Di WU, Peng GAO, Jichang DONG, Christopher GRAZIUL, Terr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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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on the Flow of Chinese
Young Talents [C].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Management
(EI)

政策报告
[11].

中科院专家关于 2008 年我国房地产行业预测及政策建议.中国科学院专

报信息 2008 年第 223 期.并被中办《专报》、国办《送阅》采用.（作者之一）
[12].

中科院专家关于科教投资对 GDP、就业及消费的短期和长期拉动效应分

析与政策建议.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2009 年第 11 期.并被中办《信息综合专
报》、国办《送阅》采用.（作者之一）
[13].

中科院专家关于大规模投资可能产生的负作用的分析.中国科学院专报

信息.2009 年第 14 期.并被中办《信息综合专报》采用.（作者之一）
[14].

中科院专家建议把大规模解决就业与大规模投资并列作为应对世界性经

济衰退的两项重大举措.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 2009 年第 15 期.并被中办《信
息综合专报》采用.（作者之一）

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科研课题
（1）

2006 年 9 月至今参加“中国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研究。该课题由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高鹏教授和董纪昌教授主持研究。本人自研究生入学起即参与
该课题。至今共参与了 4 部《房地产市场回顾与展望》研究报告、4 部《中
国经济预测与展望》研究报告房地产行业部分的研究和撰写、1 部《房地产
市场回顾与展望》的翻译工作。曾具体负责房地产政策分析、地区房地产发
展分析、房地产发展趋势预测、房地产热点问题分析等内容。创建课题组网
站一个 www.mscas.ac.cn/fdc/并于 2008 年起担任该课题的日常科研工作协调
人，总体协调管理科研进度。目前在该课题支持下，本人参与发表年度学术
报告 8 部，完成相关学术论文 5 篇（1 篇英文）。
（2）

2009 年 9 月至今参加“国际场景理论研究”并担任该课题的中国官方编

辑。“场景研究”课题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美国城市创新协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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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 Terry N. Clark 主持研究。本人在该课题中负责场
景理论的中国应用研究。具体负责场景理论的中国化移植及应用理论分析、
中国场景数据收集和整理、中国场景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东亚场景理论研
究协调。目前本人已完成中国场景理论相关研究论文 2 篇（英文），并正在
继续参与场景理论专著“A Theory of Scenes”的相关撰写工作。
（3）

2010 年 10 月至今参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课

题主要承担研究秘书工作。
（4）

2008 年 3 月至 2008 年 9 月参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董纪昌教授主持的

风险投资研究项目，《风险投资》书稿的执笔人之一。
（5）

2007.6- 2007.9

参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汤超颖副教授主持的组织行

为学研究项目，翻译了《麦克沙恩组织行为学》书稿的第 11 章-组织中的领
导力及第 12 章-组织结构（麦克沙恩，格里诺（著），汤超颖（译）.麦克沙
恩组织行为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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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致 谢
我尤其需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的 Terry. N. Clark 教授。他老人家给了我极大的
帮助。他看不懂中文，所以我用英文向他致谢！
I think I am very lucky can study and research under your guidance. In last year,
you gave me great helps. Firstly, in my study, study in your classes were great open
my study field of vision. Now I know everything is not simply, no theory or model is
totally right or wrong. We can add much more variables to test it again or change it.
Secondly, in my language, thank you for your tolerance. I am very sorry for my poor
English. And thank you for you let Jeffreson to help me. I am very ashamed.

I will

also work hard to study the language. Thirdly, in my research, you shown me a strict
research style which has gave me a deeply impression. I always too hurry to
accomplish a research. It is bad. So I am very sorry. I will work hard to amend it and
also work hard in our Scenes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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