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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类无疑又走到了一个十字
路口。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构成了一个
足以改变未来世界运行方式的关键节点。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 政治上，也
体现在文化上。

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城市从其
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太多关于
美好生活的期许。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 人们居住在
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市这
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因
素和未知风险也不断增加。在各种突如其
来的自然和人为灾害面前，往往表现出极
大的脆弱性。这正成为制约城市生存与可
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城市发展如何尽快实现华丽转身，在
新的时代语境中做到健康的韧性发展，不
仅事关人类的生活状态。 更为关键的是，

只有真正做到城市的韧性发展，才能为人
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最为基础的物
质和空间保障。

韧性一词源自拉丁文 ，意为 “弹回 ”。

学界大多认为，韧性最早被物理学家用来
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变之后的复原
能力。1973 年， 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首次
将韧性概念引入生态系统研究 ， 定义为
“生态系统受到扰动后恢复到稳定状态的
能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人们对韧性的
研究逐渐从生态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生
态”系统研究。韧性的概念也经历了从工
程韧性、生态韧性到演进韧性的发展和演
变，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受关注
度不断攀升。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城市系统面对不
确定性因素的抵御力、 恢复力和适应力，

提升城市规划的预见性和引导性，正在成
为研究热点和焦点。

用文化创新推动“韧性城市”发展
———徐锦江研究员在第11?民盟文化论坛的演讲

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任《申江服务
导报》主编、《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出
版《愚园路》《流言研究》等著作。

思想者小传 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是简单复原，而是更高层面上的“弹回”

城市创新并非凭空而来，需建立在三个维度的文化赋能基础上

不能仅仅对标纽约伦敦，而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旨归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如果城市的发展不能
保持足够的韧性，那么这个容器就可能爆裂。

通过归纳分析国内外有关韧性城市的
观点，可大致概括“韧性城市”的基本内涵，即
能够有效抵御和应对外部重大突发风险与冲
击 、 在风险冲击打压下快速恢复正常运行 、

通过学习与创新提升整体功能和运行水平
的城市 。

概念的应用不是为了简单的理论创新 ，

而是要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更好推动实践的
创新。“韧性城市”的理念，其实与当前一再强
调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城市的韧性发展理
应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与核心
目标 。

将韧性概念延伸至文化领域，即文化生态
系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时，同样有一个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的问

题。比如，疫情影响下的电影院就是一个很好
的观察角度。电影院能不能尽快复苏，复苏到
什么程度， 不仅会对电影产业产生重要影响，

也检验着疫情的控制程度，更考验城市能不能
通过文化创新得到韧性发展。

日前有报道说，2020 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100 ?元， 国庆长假 8 天票房接近 40 ?元，让
人看到了电影市场的复苏希望。 但如果比较
2019 年 642 ?元的电影总票房就会明白，这次
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如何在疫
情冲击下逐步恢复电影院的正常运行，实际上
不仅事关电影业发展，也是人们生活能否走出
疫情、恢复正常社交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会飞的汽车”可以缓
解地面交通拥堵、 提升移动速率；“连接一切”

的互联网似乎使人不必亲自在场，就可以通过
在线的形式完成工作和学习……曾经的需求
也不再是需求。但与城市本身复杂的原生态文

化性能相比，我们今天用来储存、传输信息的数
字手段仍是相形见绌的。事实上，人类交往范围
越广，参与者越众，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公
共交往空间，便于愈加孤独的人类面对面交流。

具有人文情怀的城市研究思想家芒福德曾
被视为“落伍”，但此次疫情发生后，他的许多预
言又一次唤醒了人们的警觉。芒福德说：“人类或
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
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
支配，最终沦落到人性尽失、丧尽天良的地步，沦
为‘异我’，即所谓‘史后人类’。这后一种抉择将
使人类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性，直至最终丧失
思想和意识。”

芒福德指出， 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秩序。这
种秩序须能囊括社会组织的、个人的，最后能囊
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
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形态。或许，

他的话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 但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推动城市韧性发展的文化创新要有自觉
意志。也就是说，“韧性城市”在文化领域需要通
过学习、创新来提升功能与水平。

还是以电影院为例。现在，大型商场在最高
层开设电影院，几乎成为标配。疫情的出现提醒
我们，在今后的影院设计中除了逃生通道，也要
注重通风与间隔。或许，这场全球疫情会带来一
场更具韧性的“电影院革命”“剧场革命”。

此外， 这场全球疫情也在改变一些文化场
景。比如，疫情期间出现了直播推广新书、云教育
讲座、 露天文创市集等新的文化传播和活动形
式，短视频成为活跃的用户场景，甚至有人认为
抖音名副其实地“抖”了“音”，改写了音乐行业的
发展路径。

上述现象表明，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同于
其他领域，归根结底要靠文化创新来实现。它不
是简单的复原，而是通过螺旋式上升，在更高层
面上实现“弹回”。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实现韧性发展
的本质性力量。此次疫情在全球肆虐，重创的
不仅是经济世界的健康发展、政治世界的良好
互信，也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进步
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值此之际，文化和文明
的力量就显得弥足珍贵。如何以文化赋能城市
的理念及其发展战略，推动现代城市文明不断
进步， 成为城市实现韧性发展的主要路径，甚
至可能是唯一路径。

放眼世界，各国在城市形态、城市管理等
方面日益趋同，但文化差别赋予了它们独特的
风貌， 从而让我们可以直观地区分出上海、巴
黎、东京、纽约和伦敦。城市内在的文化肌理，

铸就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和城市性格，吸引着游
客的脚步。因此，唯有城市文化能为旧城复兴
注入新的力量， 为新城崛起铸就不灭灵魂，为
城市在竞争中创新发展、脱颖而出提供土壤和
资源。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无论是在知识方
法层面， 还是在制度安排以及物化成果的转
化方面， 追求创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表
达都是城市创新的内在动因。 城市文化的创
新达成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需要建立在坚
实的文化赋能基础之上。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维度：

一是历史的维度。

新时期的文化创新需要对传统文化资源
中的优秀基因进行充分挖掘与利用，使其焕发
新的生机。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
来说，文化创新不是一味地为新而新，而是要
在传承文化根脉的肌理上， 实现新的生长。某
种程度上，传承即是创新。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
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在城市更新
中，要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与善待老

建筑。只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才能让人们
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增
强家国情怀。

二是现实的维度。

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
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按此理解，因为疫情带来
生活方式的巨变，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整体态势必
然会呈现很多新的变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将
文化传承、成果创新与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在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同时不断激发个体参与
现实文化创造的积极性， 并将新的文化要素持
续融入现实生活，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使城
市文化的特质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生活更
加精彩。

未来的文化创新，可能会集中在以线上内容
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业、线上线下联动催生的产
业优化升级以及各种类型实体文化媒介的产生
等几个重要领域。只有与当下的时代和生活充分

融合，文化创新才能繁荣发展。

三是空间的维度。

空间是现代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从空间的
角度谈文化创新，主要体现在各种新型文化空间
的培育和打造上。城市规划师扬·盖尔认为，公共
空间作为满足人们上学、上班、采购、散步、社交
等活动需求的场所，不是“有了”就可以，而是要
“有效”。要做到“有效”，就需要把满足人的精神
文化需求作为设计的尺度和中心。

城市空间的文化创新，一般有两种生产的路
径：一种是基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及文化
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在多业态融合的背景下打造
以文化生产、 文化消费为引领的公共文化空间；

另一种是在旧城街区更新过程中，打造文化遗产
与当代生活融合共生的综合性公共空间。

这两种类型的城市空间，既是以文化为灵魂
的创新成果，又是推动文化创新不断涌现的“孵
化器”和“加速器”。

城市的韧性发展最终是为了促进和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这看上去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
终极目标， 却是城市得以长期存续的根本依
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
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成为城市主政者与建设者
的共同诉求。

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因为种种原因，

一些城市的发展往往会偏离这一最终目标，短
期的政绩需求和形象工程成为高速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在此逻辑下，人的诉求经常被随意
忽略甚至刻意抹杀。对城市物质层面或设施层
面的现代化追求，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在城市
中的主体地位。

我们常说“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城

市观应该是一个基本出发点。过去，有些人喜
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

的确，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和重要研究成果值
得尊敬和运用，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城市在改
革开放 40 多年里的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西方理论能够完全描述
并解释清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更
积极地投身现实生活，用我们的沉思、眼光和
学术智慧，梳理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
展理论。

坦率地讲，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讲求的是
多样性、异质性，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
观是更根本的理念。 我们不能仅仅对标纽约、

伦敦、巴黎、东京的指标体系，而更需要以人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旨归。

此次疫情防控中 ，尊老爱幼 、睦邻友好 、敬
重生命等中华文明理念发挥了很大作用， 体现
出强大的文化韧性和中国智慧， 极大地增加了
文化自信。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公共文化
中如何更好体现东方文明和中国智慧， 并进一
步有效下沉社区，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文化
治理。

城市要韧性发展，文化创新不仅必须，而且
应该是一种自觉。文化创新为城市韧性发展提供
基础的、根本的内在动力，润物无声却静水流深、

影响至远。新形势下，也只有通过蓄储大众点滴
智慧，形成磅礴力量的文化创新，才能引领化危
为机、稳中求进，从而把文化领域遭受的损失降

到最低，恢复甚至超过原有的水平。

由此观之，“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具有非常丰
富的内涵。理解好、贯彻好这一理念，要求我们最
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尊重并激活人在
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让每个人自觉成
为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活跃因子。

回顾历史，人类是在与各种疾病、灾难搏斗
中不断前进的。在这一过程中，或许有迷茫、有消
沉，但更多的是奋起，是在砥砺中不断前行。

此次疫情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挑战， 但也催
生了新的发现 、新的思考 。城市是贮存 、流传和
创新文化的容器， 用文化创新来开启有韧性的
生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应该是值得期待、值得
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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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爷不见了

亲家诸养和此时任江西布政司参
议， 相当于地方上的厅级干部， 王华的
身份则已是当朝重臣。 诸养和当然喜出
望外，激动万分，对王华说，聘礼什么的
都不要带， 只要女婿一个人来南昌完婚
就行了。诸养和精心准备，要给女儿、女
婿搞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果然盛大， 王阳明在婚礼现场
看着老丈人跟一大群陌生人觥筹交错，

却感觉百无聊赖，好像与自己全无干系。

他想出来透口气， 就信步走到了街上。

走着走着， 突然来到一个地方， 王阳明
抬头一看， 只见匾额上题着三个大
字———“铁柱宫”。

这个铁柱宫在如今的南昌还非常有
名， 不过现在它叫“万寿宫”。铁柱宫历
史非常悠久， 最早建于西晋永嘉年间，

后来到了宋朝， 江西的文化名人， 像欧
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都曾捐资修
葺过， 宋宁宗时赐名“铁柱延真之宫”，

简称铁柱宫。在明代，香火鼎盛， 只是此
时天色已晚，铁柱宫里安静得很，王阳明
信步走了进去。

走进去一看， 一个老道士端坐在榻
上。只见这个老道士鹤发童颜， 呼吸绵
长， 垂眉闭目，若入定之状。

王阳明一看就来了兴致， 他小时候
就喜欢看道教的各种书， 这会儿不禁坐
在道士的对面仔细地端详。老道士虽然闭
着眼，但感到面前有很重的鼻息， 睁开眼
看到一个年轻人正死盯着自己看。他只看
了王阳明一眼，就笑着说：“你有病！”

你不要以为老道士是像平常人那样
埋怨———“你有病啊？ 靠这么近！”他是
像一个老中医那样，只用了“望闻问切”

中的“望”，就下了一个精准的判断———王
阳明有病！

王阳明一听乐了， 他之所以小时候就
喜欢看道教的养生书，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他的肺一直不太好，这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他见老道士一上来就说出来他有病， 立刻
虚心地向老道士请教起养生之法来。

两人相见恨晚，于是秉烛夜谈。谈到天
都快亮的时候， 老道士突然问：“听你不是
本地口音，到此有何贵干啊？”这一问， 王
阳明不由得“哎呀” 大叫一声。这时候他才
想起来，他到南昌是来结婚的，而自己这个
新郎居然跑了， 把新娘一个人留在了洞房
里。王阳明赶紧站起身来，忙不迭地告辞。

赶回诸家。这时候， 诸家已经折腾整
整一夜了。诸老爷子本来特别痛快， 觉得
幸亏当年自己果断，才为女儿钓得金龟婿，

婚礼当晚不免多喝了几盅。送完客人，诸老
爷子亲切地唤王阳明的名字， 打算交待两
声，就把女婿送进洞房。叫了几声之后， 却
发现没人应答。接着，下人来报：姑爷不见
了！

诸养和简直急疯了，立刻让家人、仆人
去找，甚至发动所有朋友满南昌城找。可找

了一夜，王阳明音讯全无。诸养和正一筹莫
展的时候， 王阳明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了。诸养和也顾不得生气着急，女儿在洞房
等了一夜了！后来，老丈人对王阳明还算不
错，但据有些学者考证，王阳明的发妻诸夫
人对自己这位一代宗师的老公多少有点冷
暴力倾向。

王阳明婚后按照当地的习俗， 要在老
丈人家住半年。这半年里，诸老爷子怕他再
丢了，那可就真“丢人”了，便每天让他跟自
己一起到衙门里上班。 王阳明在衙门里没
事儿做，看办公纸张很多，就练起了书法。

他一旦用心练习， 很快就练成了明代有数
的书法家。

王阳明婚也结了，书法也练成了，该带
着媳妇回家了。回浙江老家的路上，路过上
饶，王阳明听说理学大师娄谅在此讲学，乐
不可支，当即舍舟登岸，直奔娄谅而去。

娄谅不是一般的理学大师， 而是一位
很神的理学大师。 他师从于明代另一位理
学大师吴与弼， 为此不愿参加科举考试，

后来他父亲气得不得了， 逼着他去南京参
加科举考试。结果才走到浙江衢州，忽遇大
风，船无法起航，其他赶考的举子们都坐等

天晴，娄谅却二话不说就回家了。他爹问他
为什么回来，他说江上起风了！把他爹气得
简直要吐血，起点风就放弃考试了？ 娄谅
深沉地摇摇头说：“我预见到此次科考不仅
不能中举，反而可能会横遭奇祸，所以防微
杜渐，抽身而退。”没过多久，江南贡院果然
传来消息，那年南京考场突发特大火灾，烧
死应考举子九十多人，举世震惊。这时候大
家回头一看， 这个娄谅简直神了。

此后，娄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没做
几天官，终生以宣扬朱子学说为己任，后来
他聚众授徒，讲的又是官方极为认可的程朱
理学，所以不论官场还是民间都很推崇他。

王阳明听说神奇的娄大师就在上饶讲
学，当然不肯错过这个绝佳的请教机会。娄
大师虽然名气很大，但能折节下士，亲切地
接见了这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王阳明。

王阳明虚心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圣
人， 娄谅用很确定的语气告诉他，“圣人必
可学而至”。这句话非常有名， 就是说圣人
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成就的。 王阳明一
听高兴极了， 表示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兵
法，希望将来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不是
就是成圣之路啊？结果娄谅颇不以为然。他
告诉王阳明，你大错特错，完全误入歧途！

所谓“内圣而外王”，你还没有走通内圣的
路，就想外王，那岂不是痴心妄想？

王阳明接着就请教娄谅： 要怎么样才
能做到内圣？ 王阳明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
偶像，娄谅也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粉丝，

很确定地告诉他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格物
致知”。

娄谅太厉害了， 几句话就点醒了王阳
明。王阳明带着媳妇回到老家后，立刻收拾
起以前那副伶牙俐齿的机灵劲儿， 变得不
苟言笑起来。因为理学首先强调严谨，让人
不苟言笑。

（五）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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