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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

陈　波　宋诗雨

摘要: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基于空间的物理性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与解释维度,开创了独具特色

的空间生产理论.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催生出新生活、新场景与新空间.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元形态

转化为虚拟空间实践、虚拟空间表征和表征性虚拟文化空间;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基础上提出虚拟文化

空间生产,从空间的虚拟性角度优化空间生产理论,推动空间生产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虚拟空间,
在历史维度上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延伸与扩展;着重关注空间社会性和精神性,强调让技术和发展为日

常生活服务,满 足 人 们 的 精 神 文 化 需 求,重 塑 人 的 主 体 性,为 虚 拟 文 化 空 间 理 论 建 设 和 实 践 应 用 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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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科技快速发展,文化空间逐步进入虚拟化阶段.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空间的研究从物理文化

空间扩展至虚拟文化空间,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科幻小说

中首次使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来描述基于互联网等计算机技术产生的虚拟空间.我国的

空间概念从西方引进,并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对其应用与发展.杜骏飞认为,虚拟文化空间是由有共同

目的和意趣的人聚合而成的“网络共同体”① .张之沧认为虚拟空间是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

间、文化空间和客观知识空间之大成而构建的一种“超空间”或“后空间”② .陈波和穆晨指出,虚拟公

共文化空间可提供数字化文化资源、文化参与场所及虚拟文化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空间运

行逻辑与行为规范③ .
国外学界对虚拟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心理学、建筑学等领域,通过大数据分析方

法率先将虚拟空间概念应用到城市规划学和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如Blascovich基于人的心理活动围

绕行为对象、特定人物和意义环境提出虚拟空间的沉浸式三维表现④ .诺伯格舒尔茨从建筑学角

度出发划分空间为存在的、实用的、抽象的、认知的与知觉的五种形式⑤ .陈波和陈立豪的研究指出,

Armstrong和 Hagel最早对虚拟文化空间开展维度研究, 按照公众需求将虚拟文化空间划分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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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兴趣空间、关系空间与幻想空间①.Kwan等、Hollenstein等均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信息技术,
围绕虚拟文化空间的功能效用,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空间布局②③.

国内虚拟文化空间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近年来,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依据不同

理论对虚拟文化空间维度进行思考与划分,但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类型与功能、网络社会行为与空间

构建、空间转向的应对策略与路径选择等.戴雅楠从空间功能出发,将虚拟文化空间划分为博客空

间、社交空间、游戏空间和论坛空间④.孔剑平从参与者主体角度出发,将虚拟文化空间划分为产品

型、兴趣型、品牌型、知识型与工具型⑤.闫华峰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工具,从空间社会文化、行动者

和网络招募工具三个维度剖析空间的建构过程⑥.张之沧认为虚拟空间与物质空间、想象空间相互

关联,至少拥有物质、社会文化和空间组织三个层面的关系⑦.戴骋以理查德桑内特的公共性理论

为切入点,从人格、共同体和亲密性专制统治三个维度对网络虚拟空间的公共性弱化现象进行了研

究⑧.郭超运用互联网思维中的跨界思维对消费与空间进行了思考,认为空间消费行为可以分为功

能消费、活动消费和符号消费三个层面,并提出互联网时代空间变化的应对策略⑨.胡杨、董小玉基

于鲍德里亚“意象生产”式的文化生产理论,提出虚拟文化空间构建的三方面要素,即数字技术、虚拟

文化空间营造和参与主体精神的交互沉浸,进而分析了虚拟文化空间构建特征.
国内外学界对虚拟文化空间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虚

拟文化空间进行创新研究,并在空间维度、理论工具、影响机制、实证应用和对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与待完善之处:一是现有研究大部分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基于互联网与信

息技术,偏向空间的技术属性;二是就虚拟文化空间研究而言,空间生产理论及维度表达方面的研究

亟待开展.本文基于虚拟文化空间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分

析,提炼出虚拟文化空间生产要素及其维度表达,为虚拟文化空间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提供借鉴

思路.

二、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阐释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人口和产业迅速向城市聚集,郊区城市化、逆城

市化现象逐步显现,城市中心功能不断丧失,城市空间日益标准化、同质化.为应对危机,西方发达国

家政府加大对经济社会的干预程度,通过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公共政策改造中心城市,试图恢复城

市功能.积极政策下城市马太效应却更加显著,城市管理危机重重,公众信心和城市空间活力逐步

丧失.
在此背景下,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显现,西方学者开始研究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芝加哥学派从乡村

社会学转向城市空间领域研究,探索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问题.新城市社会学派从政治经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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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寻找城市空间重构因素,提出私有制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促进资本积累的逻辑及其对城市空

间形塑的影响①.列斐伏尔透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意识到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

联.１９６８年«进入都市的权利»的出版标志着列斐伏尔进入城市空间研究领域.之后,他和各界学者

共同创办了«空间与社会»刊物,对空间生产进行长期研究,相继提出空间的政治维度、城市规划认识

论、都市战略等.
在批判吸收前人空间思想的基础上,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的理论、德波的景观理论、德国哲

学家和法国语言学家关于空间的研究等,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以空间维度作为解释社

会的视角,将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放在空间的形态化中,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生产理论.
他认为空间生产主要围绕社会空间开展一系列生产创造活动.空间既是具体场所,又是在物质实践

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社会理想模型.
(一)空间生产的三重维度

列斐伏尔借鉴德国辩证法三位一体说,从法国现象学角度指出空间生产表达为空间实践、空间表

征和表征性空间三元形态,三元辩证联系、相互作用.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其可以表现

为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和直接的空间.“人类以其身体性与感觉性、感知与想象、思维与意识形

态、活动与实践进入彼此的相互联系之中.”②不同学者对空间的表达形态进行了解释(见表１).“空
间是社会的产物”,既是某一具体产品,又是抽象的社会产物.矛盾运动着的社会实践是空间生产的

出发点.从空间与社会生产关系来看,可以将空间生产划分为空间的物理性、精神性和社会性三重维

度,对空间生产的三元表达形态予以解释.

表１ 不同学者对空间三元形态的解释③

列斐伏尔 谢尔兹 埃尔登 麦瑞菲尔德 施米德

空间实践 知觉的空间 物理的空间 社会的空间
自然与物质性的物理领域,可实践、
可感知的物质生产

空间表象

推论性空间;具体的

空 间 规 划、空 间 设

计等

构思的空间;想象的

空间;一种精神构造

概念化的、构想

式的空间

逻辑与形式化的精神领域;抽象的、
虚构的、知识的生产

表征性空间

可能的空间;体验的

空 间;形 成 社 会 的

想象

体验的空间;在日常

生活中被加工改造的

空间

体验日常生活的

空间

社会领域;想象与象征;空间体验与

意义的生产;直观的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１．空间生产的物理维度.空间的物理性是空间生产的基础.空间实践即可感知的社会生产生活

实践;它具有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自身的生产两个层面的含义,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不断促进自然空间

向社会空间转化.从空间的物理性来理解,在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中的生产将空间理解为空间生产

的场所,每一种空间都被物理地标识为特定的空间实践过程,是自在自然生产与人化自然生产的结

合.一是置身于自然物质环境与人化地理环境之中,与构成空间的物质性要素直接相关;二是“空间

的生产类似于任何同类商品的生产”④,空间生产是动态的社会实践.
“空间的生产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在空间中固化的研究,这种固化是通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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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尤其是与劳动相关的行为才得以实现的.”①②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空间生产凭借生产力开发自然

物质资源,实现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主要表现为城市物质基础设施的完善、人造环境的优化,物质

生活的丰富等.空间中的生产在根本上是通过物理空间扩展来压缩生产时间,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物

理空间规模扩张生产出更多产品,实现空间扩大再生产,体现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与提升.
从空间的整体性来看,相比较于空间中的生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更

加关注空间的社会性及其生产意义,即空间本身的生产.因此研究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具有重要意义.

２．空间生产的社会维度.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助推空间规模延伸,空间生产力在有目的

的政治意识形态配置下,超越了城市、区域与国家等地理界限,形成全球化、网络化的空间生产模式,
促进物质空间再生产.另一方面,从空间的社会意义来看,空间还包容了生产出来的事物,包含事物

共时态下并行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③.通过合理分配与优化空间生产的内在形式,即物质

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在资源配置、权力工具使用和社会结构优化等方面实现空间本身的

纵深发展.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看起来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④.空间的社会性表现出以下

特征:一是隐藏于物质空间生产之中,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予以呈现;二是受主体人的影响,
具有历史经验性.空间实践过程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展开,空间实践方式在生产实践关系下变得多

样化且可感知.因此,物理空间生产出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空间关系及其基于主体经验的相互协调,又
反作用于空间中的生产.实际上,这就是通过改变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实现

社会空间的重构,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提升.
人们在创造各种物质产品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领域,在空间实践过程中也在

改造着自身的精神世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的历史逻辑和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具有根本的一

致性,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回归⑤.这是从真实的人延伸到总体性的人的开创性探索.

３．空间生产的精神维度.从空间的精神性来理解,空间表征是对空间的概念与想象,是主体构想

的精神的空间.它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特定事物或人物(如科学家、城市规划

者)在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借助某种具体形式的载体或者有形/无形的符号,通过设想与感知,将各

种生产要素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概念化的空间.它也是想象与现实的转化,通过概念空间

的建立表达特定的空间含义,实现表征目的.
在表达出来之前,空间表征是一种精神空间,是空间生产的一个特定领域.在表达出来之后,空

间表征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空间表征受资本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为资本家、技术官僚、城市

规划师和科学家所控制,既是一种智力成果,又是一种统治工具.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规划

概念构想的背后是资本生产方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资本家视空间为生产与消

费的对象,将空间资本化,出售空间产品获得剩余价值与利润,通过资本实现对空间的买卖,刺激消

费,控制空间市场.
表征性空间是将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包含在内,形成的一种基于直接体验的符号系统或精神虚

构.它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形式,没有物质空间载体,需要借助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编码或象征手段

来表达自身的深层含义.在此意义上,表征性空间借助传媒工具和文化符号展现人们的实践活动及

８３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６页.
冯琼:«从空间政治学角度审视中国法制空间的生产»,«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建设研究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暨“时空

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５年,第３０８４１５页.

PickvanceC．G．,“TheoriesoftheStateandTheoriesofUrbanCrisis”,CurrentPerspectivesinSocialTheory,１９８０,１(１),

pp．３１５４．
LefebvreH．,SpatialPlanning:ReflectionsonthePoliticsofSpace,Chicago:MaaroufaPress,１９７７,p．３４．
庄友刚:«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其社会关系,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概念.从空间的精神性来理解,“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蕴含着某

种意义”①,表征性空间就是人们社会生活意义的全部.

表２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三重维度(自制)

维度划分 维度解释

空间的物理性

空间的社会性

空间的精神性

自在自然

物质空间生产及其扩大再生产

社会空间生产及空间关系再生产

概念的、构想的精神空间

体验的、意义的符号系统

空间实践

空间表征

表征性空间

人化自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空间生产的功能效用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具有六个功能特性:第一,空间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扮演者生产力的角

色,“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②,空间能够创造出物质资料、丰富物质生活;第二,空间是一种特

殊的产品,同商品一样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可以攫取剩余价值;第三,空间既是生产的对象,也是消

费的归属地,空间作为具体的场所,为人们提供消费的场所;第四,空间具有意识形态性,广义而言,不
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第五,空间生产蕴含着阶级斗争与矛盾,空间是场所,也是目

标③;第六,“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力”④,和上层建筑对空间生产的稳固作用相当⑤.空间的生产围绕

物理、社会和精神三重维度,不仅表达空间经济活动的生产,还显示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生产,蕴含

着辩证的、矛盾的功能效用.
列斐伏尔重点关注空间生产的社会意义.资本力量深入日常社会空间生产,使其成为资本主义

控制的对象、发展的基础以及维护统治的工具.空间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空间的生产在本质上

由资本和利益所控制,并不断挤压着人们的生存空间.为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列斐伏尔提出空间

生产中的“城市权利”与“空间正义”,指出城市居民有权利拒绝外在力量的控制,实现物质空间和社会

空间生产自主性.在空间化历史过程六阶段中,“差异空间”与“城市权利”相对应,这是一种克服矛

盾、试图恢复和重建自由的、差异性的未来城市空间,也是寻找一种“差异空间”的政治目标.
从根本上来说,空间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方式.空间生产的发展根源于人自身的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向.列斐伏尔聚焦空间生产的“主体性”层面,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实践

中的行为活动和生活方式,并根据人们的需求表达,赋予空间新的意义.这为空间生产与满足主体人

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给予真正创新与革命的力量.
(三)评述及借鉴

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三元辩证,从空间的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三个层面来解释空间与社会生

产的紧密关系,构建了物理、精神、社会三位一体的空间理论模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的理

论,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生产理论.在对生产概念的阐述中,列斐伏尔突破了物质生产受时间空间

制约的界限,提出非物质与非量化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再生产.另外,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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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产生影响,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尔、爱德华苏贾、尼尔史密

斯、德里克格雷戈里和迈克迪尔等将空间生产与城市研究、地理学研究、社会研究和政治经济学

研究等相结合,对空间生产理论批判继承与发展,将其应用到社会领域各个方面.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基于物理空间下的生产理论,对虚拟空间生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一,该理论产生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背景

具有一致性;其二,该理论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生产的分析与批判基础上提出,源于马克思主义关

于空间的思想,其中有关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主体性、历史意识、城市权利和差异空间等重要理念和

批判精神值得借鉴;其三,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微观的日常生活,倡导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美好生活的

构建,这与虚拟空间生产所追求的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四,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模型和解释

框架为虚拟空间生产提供了方法与思路,其中的空间认识、维度划分和理论阐释等为虚拟空间生产提

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在虚拟空间生产研究中,也需要认识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不足之处并加以完善.如:过于

专注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紧密联系,忽视了空间生产本身的历史维度;提出的空间改造与革命

具有理想化色彩,缺乏现实根据;对空间问题的阐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重视空间的经济性和政治性,
弱化社会根源;人的主体性与空间认同尚待深入研究等.

三、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维度设计

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运行逻辑,在对现实物理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新科技革命及其

影响下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发展差异空间、创造符合公众意愿的新的日常生活为导向,形成了虚

拟文化空间生产理论.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在运行逻辑和价值目标取向上相似,同时,虚拟

文化空间有着自身的运行特性:在空间策略上,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强调让技术和发展为日常生活服

务,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重塑人的主体性,将空间权利赋予大众,倾向于发展差异空间,创造符合公众

意愿的新的日常生活等,见表３.

表３ 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与现实物理空间生产比较

虚拟文化空间生产 现实物理空间生产

社会背景
信息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 电气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

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加速推进下,城市空间问题凸显

运行环境 虚拟文化空间 现实物理空间

运行逻辑

空间生产力与空间生产关系

空间内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生产

物理、精神、社会三位一体

内驱力 知识—科技成果 经验—工具革新

空间策略
让技术和发展为日常生活服务,

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重塑人的主体性
让技术和发展为日常生活服务,恢复人的主体性

主体地位 空间权利赋予大众 资本和意识形态主导

深层指向
发展差异空间,创造符合公众意愿的

新的日常生活

寻找差异空间,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对物质空间生产异化的批判

价值目标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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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文化空间即“科技＋文化空间”,是以物质文化资源为基础,科学技术为支撑,文化空间为场

域的一种空间表达形态.虚拟文化空间生产是对虚拟文化空间自身开展的生产创造活动,比如虚拟

文化空间设计规划、空间中虚拟文化产品生产、服务生产,还包括虚拟文化空间行为及其基础上形成

的空间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可以从空间的物理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

个层次理解虚拟文化空间生产.
(一)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三大要素及其构成

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包含三大要素,分别是科技要素、文化资源要素和文化空间要素.科技要素主

要指现代科学技术,包括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以及５G新媒体应用技

术等,不断推动社会文化空间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文化资源要素既是有形

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物质的又是非物质的,具有独特性与差异性,通过其自身文化价值的发挥可以实

现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文化空间要素强调空间的文化性,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三要素缺一不可、相互作用.文化资源是文化空间的物质载体,是科技支撑的

对象,也是虚拟文化空间形成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是转化物质文化资源、打造物理文化空间的手段

和方法,也是实现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的技术条件.文化空间以人的精神文

化需求为核心,具有物理、精神和社会三重属性,是满足人们文化空间体验、形成虚拟文化空间认同的

社会场域.
(二)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三重维度

虚拟文化空间包括三个层次的维度,分别是空间的物理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空间的物理性是指

自然物质空间及其所包含的物质生产资源与生产要素;空间的社会性是指人们实践基础上对社会生

活的再创造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空间的精神性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由文化符号及其价值所构成的精

神空间.

１．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物理维度.从空间的物理性去理解,文化资源在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推动下转化为数字文化资源,变成虚拟空间中可感知的文化生产要素,使空间实践转变为虚拟空间

实践.同样,它具有虚拟空间中的生产和虚拟空间自身的生产两个层面含义.虚拟空间中的生产将

空间理解为具体的场所,该场所受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影响而转变为虚拟的网络空间.虚拟空间实

践置身于虚拟自然环境与数字文化环境中,与构成空间的数字文化资源要素直接相关.在网络虚拟

文化空间中,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空间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并延伸物理空间生产范围而实现数字文化生

产与文化空间物质扩大再生产.
虚拟文化空间以数字文化资源为客观基础,空间生产出来后数字文化资源所体现的自然物理空

间基本性质仍然存在.单就空间的物理性而言,虚拟文化空间和自然物理空间并无根本性差异,是由

自然物质生产资源与生产要素组成.虚拟文化空间形成数字化文化空间平台,利用科技要素实现了

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数字化,从而突破文化生产活动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同时在线文化生产、分配、交换

与消费,满足人们的虚拟文化空间体验.如全国各地博物馆在防控疫情相继关闭的同时,利用已有数

字资源推出一批精彩网上展览.５G＋VR全景视频或影像制播、视频直播演示已经在部分演唱会、赛
事直播、晚会场景中应用,并且可以满足公众远程交互需求,参与景点互动.一些旅游景点还通过应

用智能软件实现景区线上服务功能,发展新型智慧旅游.因此,从空间的物理性去理解虚拟文化空

间,主要是基于数字文化资源与生产要素形成有效的虚拟文化空间平台,突破文化空间对物理环境的

依赖.

２．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社会维度.从空间的社会性去理解,虚拟文化空间实践与人的实践活动

相关.一方面,“空间是社会的产物”①,人们依托互联网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有关文化的社会生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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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形成基于虚拟文化空间的生产关系及空间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人们在线上进行文化生产的同时

也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再创造与再生产.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空

间组织与空间社会规范,实现虚拟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在此意义上,虚拟空间中的生产转化为虚拟空

间自身的生产.
因此,虚拟文化空间也是社会空间.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文化空间行为及其方式构成了虚拟文

化空间的另一层含义.虚拟文化空间的形成将推动社会公众文化空间行为方式的转变,形成良好的

空间社会关系,提升公众对数字文化设施、产品、服务的全方位空间体验.从长远来看,建立虚拟文化

空间将极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有利于公众文化需求及时反馈,充分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增强公众文

化信心;同时,能够简化、优化文化服务流程,提高文化供给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质量.

３．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精神维度.从空间的精神性去理解,人们在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实践过程

中也在改造着自身的精神世界.虚拟文化空间聚焦于日常生活的主体性层面,通过突破物理空间有

限性,维护人们日常生活中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权利,为人们提供文化空间生产、消费的新途径与新方

法,改变原有的空间形态,满足人们在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文化体验和精神发展需要.“现
代社会所有精神生活的前提在于人的行动主体性意义的确立.人这个主体具有不可市场化的尊严和

价值,即不可转让性,这也是市场经济运作的本体前提.”①文化生产在现代社会迅速转型中受资本和

利益影响逐渐走偏,出现商业化与同质化等非理性扩张.虚拟文化空间借助现代科技对日常生活中

的文化生产行为及其方式进行改造,让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倒逼文化生产空间的原真性与多样性.
在延伸文化生产发展空间,恢复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空间权力的同时,虚拟文化空间将促进文化产

业业态创新发展,充分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形成良性竞争的文化空间环境.
在虚拟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意义上的空间表征与表征性空间仍然存在.特

定事物或人物在虚拟空间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借助虚拟文化符号或某种技术媒介,表达想象的或概

念的空间,并通过虚拟空间实践将其转化为虚拟现实.同样,在表达出来之前,虚拟文化空间表征只

是某种概念或想象;在表达出来后,便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空间形式,如微博、哔哩哔哩、直播平

台等虚拟社区.表征性虚拟文化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数字文化符号系统,是人们在虚拟文化空间中生

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等活动的直接体验、象征与再现.

四、结语

科学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文化空间提质升级,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形态.列斐伏尔空

间生产理论中有关社会关系、主体性和差异空间等重要理念为虚拟文化空间生产提供了重要理论基

础.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催生出新生活、新场景与新空间.社会的转型,必须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对
日常生活、语言、空间都必须给予创新的力量②③.在科技这一革命力量推动下,虚拟文化空间突破现

实物理空间束缚,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元形态转化为虚拟空间实践、虚拟空间表征和表征性虚拟

文化空间.围绕空间的物理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重维度,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通过科技的力量改变文化资源呈现方式、文化空间行为方式;并在虚拟文化空

间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再生产,赋予人

们日常生活新的意义.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基于空间的物理性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与解释维度.虚拟文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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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产从空间的虚拟性角度弥补了科技迅速发展下空间生产理论的不足,推动空间生产从自然空间

到社会空间再到虚拟空间的过渡,在历史维度上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延伸与扩展.同时,科技推动

下的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缓减了原有文化空间生产中出现的等级性与不均衡性矛盾,削弱了资本和政

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空间生产的影响,空间不再是资本与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而成为一种政治理性与

工具理性.这为当前文化和科技融合趋势下文化产业业态融合、文化资源效能释放、文旅融合提质升

级、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平台建设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建设思路.
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进行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维度设计,但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整体

性理论框架有待探讨.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以物理文化空间生产为基础又超越物理现实空间,文化空

间生产中虚拟与现实的转化与互动机理有待研究.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将科学技术、文化空间与社会

生产相联系,由于空间具有虚拟性、隐匿性,人们在虚拟文化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及其表达难以控制,虚
拟文化空间生产行为及其管理有待考察.科学技术推动下空间的流动与转换加速,空间内部规则与

结构动摇,由于人们对虚拟文化空间的认识具有层次性、差异性,虚拟文化空间生产思维有待转型、运
行机制亟待分析.虽然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以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但空间资本与意识形态影响

仍然存在.如何充分发挥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功能效用,弱化马太效应、避免虚拟文化空间生产走向

异化,并建立良好的虚拟文化空间生态有待深入研究.

AStudyoftheVirtualCulturalSpaceProductionandItsDimensionalDesign
—BasedonLefebvres“SpaceProduction”Theory

ChenBo　SongShiyu
(NationalInstituteofCulturalDevelopment,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Abstract:Lefebvrestheoryofspaceproductionputsforwardtheternarydialecticsandinterpretation
dimensionsofspaceproductionbasedonthephysicsofspace,creatingauniquetheoryofspace
production．Thesocialchangesintheneweragivebirthtonewlives,newscenesandnewspaces．
ThisarticletransformstheternaryformofLefebvresspaceproductionintovirtualspacepractice,

virtualspacerepresentationandrepresentativevirtualculturalspace;proposesvirtualculturalspace
productiononthebasisofLefebvresspaceproduction,andoptimizesitfromtheperspectiveof
spacevirtuality,promotesthetransitionofspaceproductionfromnaturalspacetosocialspaceand
thentovirtualspace．Virtualculturalspaceproductionextendsandexpandsthetheoryofspace
productioninthe historicaldimension,focusesonthesocialandspiritualnatureofspace,

emphasizes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todailylifeServices,meetspeoplesspiritualandcultural
needs,reshapeshumansubjectivity,andprovidesreferenceideasfor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and
practicalapplicationofvirtualculturalspaces．
Keywords:Virtualculturalspace;Spaceproduction;Dimensionaldesign;Lefeb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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