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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城市圈、城市群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西方经历数百年的发展

变迁过程被压缩在了短短数十年之间。加速的工业化进程给现代城市带来了日新月异的面貌，交

通工具的提速升级加快了地域间的流动，媒介技术的革新更是进一步加深了现代人体验的瞬息万

变感觉。从快速崛起的城市群、奔驰前行的高铁，到极速派送的外卖、秒支付的扫脸验证模式，

不断提升的“中国速度”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事件和刺激的与日俱增也成了

现代人最为深刻的感受，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被不断重塑。都市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

一种快速或不断加速的时间体验，城市以及存在其中的社会空间成了这种现代性体验发生的主要

场所。但值得关注的是，外部世界的加速开始浸入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背后掩藏的是一系列精

速度、情感与审美
——加速时代的情感焦虑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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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充斥着竞速的全球化时代，速度不仅呈现于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诸种物质层面，更重塑

了我们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快节奏不断侵扰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现代

人的情感焦虑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症候。情感焦虑的生成与社会加速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

关联，这种快速的现代性体验从时间感知的维度建构了一种情感现代性。面对不断加速

的都市生活节奏，关注个体内心的“慢速生活”理念和“慢速美学”观念的出现，反映

出速度生存之下的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救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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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情感问题。笔者以为，快速的现代性体验从时间感知的维度建构了一种情感现代性。面对不

断加速的都市生活节奏，关注个体内心的“慢速生活”理念和“慢速美学”观念的出现，反映出

速度生存之下的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救赎诉求。

加速时代的情感焦虑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不断加速使得“速度”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景观，“加速逻

辑”①不仅作用于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诸种物质层面，更重塑了我们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方式。约翰·汤

林森提出，在“即时性”主导的当下社会，触手可及的商品、快速传播的信息以及各种欲望的即

时满足已然形塑了一种全新的“速度文化”②。然而，速度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轻快和解放，同

时也带来了时空的焦虑感、个体的不安全感以及意义的丧失感。在都市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感

到难以跟上外界的快节奏，个体生活体验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但可借鉴的有效经验却变得日益匮

乏，未来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测性。而且，社会的快速变迁给现代人带来了一种时间飞速流逝的感觉，

这使得人们行动急不可耐、内心静不下来，焦虑俨然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病。

这种广泛存在的“焦虑”被定义为对一些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过度担忧的一种情感体验，

过度的、持续的焦虑情绪会带来难以消解的痛苦，引发严重的心理病症。弗洛伊德区分了真实的

焦虑和病理学的焦虑，认为“真实的焦虑”是对外界危机的一种知觉反应，附着于具体的对象和

情境之上。“神经症的焦虑”则包含“一种普遍的忧虑，一种所谓‘浮动着的焦虑’，……这种状

态可称为期待的恐惧或焦虑性期望”③。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病理学的焦虑缺乏具体的情境，

表现出一种无由来的神经紧张和紊乱，甚至成为生理疾病的内在隐患，而现实性的真实焦虑则表

现为一种对现实情境的焦虑的情绪反应。沿着弗洛伊德的论述，笔者以为，在现代性都市生存中，

现代人真实地生活在焦虑之中，这种焦虑的情感体验普遍存在于网络消费、个体交往、日常工作

等现实情境中，并逐渐从个体情绪发展为一种典型的时代症候。

首先，网络购物的消费逻辑浮现出现代人的焦虑情绪。随着消费经济与网络媒介的联结，“网

购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拓展了极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中国人正以惊人的速度创造着新的消费

纪录，展现出网络消费的速度与激情。2019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官方数据见证了网络购物的狂欢 ：

1 分钟超 65 亿元，1 分 36 秒超 100 亿元，5 分 25 秒超 300 亿元，12 分 49 秒超 500 亿元，最终

成交额达 2684 亿元，再破 2018 年 2135 亿元的纪录。以秒刷新的实时数据展现了网民们惊人的

购买速度。双十一由“光棍节”摇身变为“购物节”，将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单身年轻人的

情感需求成功转化为商业价值。可以说，快速攀升的销量令商家们欣喜和振奋，然而这种销售模

式所带来的冲动消费以及非理性的购物成瘾，却给人们带来了更深的情感焦虑。

在当下消费时代，网络购物不再如最初那样给人们带来便捷的消费体验，更主要的是，商家

通过大数据和购物规则操控着消费者的时间和金钱，甚至宰制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鲍德里亚

在分析消费社会时认为，消费的逻辑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操纵”，因为人们在消费物的同时

也消费这种神话。④今天，商品从“耐用品的世界”走向“设计即淘汰的一次性产品”⑤，人们的

消费并非仅仅因为实际需要。从“买买买”到“断舍离”，反应的是一种与消费社会时尚生产模

式相对应的快消模式。然而，当消费的激情退去，丢弃和“断舍离”就成了人们的必然选择，现

代人的焦虑情绪也开始不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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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现代人社会交往中的情感焦虑正在日益加深。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络将

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裹挟其中。在地铁、公交、街道等公共空间中随处可见“低头族”的身影，甚

至在居住的私人空间中人们也更多地选择面对显示屏，而不是将时间用于面对面交流。网络媒介

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使现代人的交流日益快捷，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开始依赖于“屏社交”。虽

然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快速获取信息以及拓展人际关系，但不断刷新的信息流刺激着紧张的神经，

被美化的图像信息激发着攀比的欲望，虚拟的人际关系制造着亲密的幻觉，而真实的社会交往则

被隔离。

除了“屏社交”，加速时代的“外卖”现象也体现出现代人社会交往中的焦虑。在追求效率

的现代生活中，外卖点餐逐渐成为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餐饮时尚。外卖小哥争分夺秒、风雨

无阻地为写字楼白领和宅族们运送着一日三餐。在忙碌的生活中选择“点外卖”比起线下聚餐似

乎节约了更多的时间成本，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时间焦虑和生存压力。然而，

过于依赖点外卖显然减少了人们外出的频率，对吃饭这项基本社交活动的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社交的弱化。热衷于吃外卖的年轻人通常也更倾向于在虚拟的社交网络中寻找群体归属感和

认同感。因此，长期依赖于“屏社交”看似缓解了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实际上无法解除内心的孤

独感。

更不容乐观的是，现代人的社交即使走向线下也未必称心如意，因为交往的流动性加剧了情

感焦虑。在现代性语境中，都市是陌生人相遇的聚居地，这种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

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⑥相比传统社会或乡村社会而言，大城市人与人的交往则往往是萍水

相逢式的，很难建立起持久的交心或友谊。现代人呈现出一种“气球式”交往模式 ：刚开始很兴

奋和开心，感觉相遇的所有的人都很热情，但这只是一种想象的热情。当聚会结束，这种短暂的

热情也就戛然而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这种“气球式”社交越来越常见，无论是在聚会，

还是在应酬中，甚至是在工作关系中，这种短暂的社交活动使人们难以进行深入交流。人与人之

间从开始时的过分热情、迅速膨胀，到结束时的迅速冷却、一戳就破，这让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

也反映出加速时代个体交往活动中的情感焦虑。

再次，现代人的日常工作也隐现出普遍焦虑。当下，超时工作和夜间加班已经成了现代从业

者们的工作常态，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给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的案例正在日益增多。近

来，互联网公司中普遍推行的“996”工作制引发热议。在这种工作制下，程序员的工作时间被

规定为从上午 9 点到晚上 9 点，每周 6 天。这种“加班文化”被作为企业精神和价值追求进行推崇，

而“工作 996，生病 ICU”的调侃之言则反映出白领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这种工作制度背后隐藏的问题。

除了互联网企业，科技、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中的年轻人也表示出工作中长期伴随的焦

虑情绪。无论是自媒体创业者等称的“007”、科研工作者等称的“7117”，还是骇人听闻的“247”，

关于工作制的问题迅速引发了热议。许多人表示常常因为工作性质或大量工作无法完成而被迫选

择加班，也有部分人表示为了升职加薪而选择主动加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数据显示近年来社

会整体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正在不断延长。现代人忙得像是被定

好闹钟的机器，竞速时代的工作压力往往伴随着抑郁症的产生。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加班文化”

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盛行，现代人要求减压的普遍焦虑也成为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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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焦虑的生成逻辑

社会的快速变迁带来了全新的现代性体验，深刻地影响着都市个体的情感与行为模式。当社

会发展速度与个体内在速度之间展现出一种紧张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主体性问题的出现。

在都市的日常生活中，现代人的焦虑情绪在不同情境中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存在，俨然发展成

了一种社会症候。作为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情感反应，焦虑通常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与紧张、恐惧、

忧郁等其他情绪相伴随出现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现代个体的焦虑情绪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

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时揭示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城市情感问题。

按照德国学者罗萨的分类，社会加速可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区分 ：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

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⑦根据罗萨的分析，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表现为一种客观的

加速形式，生活节奏的加速则可以从外部世界和个体感知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理解。从外部世界的

角度看，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可以理解为客观上行为事件的缩短或紧凑 ；而从个体感知的角度看，

生活节奏的加速表现为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令人感到紧张的加速迫力。⑧因此，要

考察加速时代中现代人情感焦虑的生成逻辑，可以从外部世界的速度与个体的速度体验之间的关

系出发。

首先，网络消费中的情感焦虑源于一种不断加速的商业逻辑与时尚逻辑，反映出商品经济的

加速逻辑对个体行为的宰制。“买买买”和“断舍离”这两种常见的消费心理模式，是网络经济

的快速生产—销售模式所带来的一种怪象。在加速的商品生产逻辑下，现代人除了对生活必需品

的持续性需求外，他们的消费欲望被不断制造新奇的时尚产业无限放大。时尚产业在电商平台中

迅速发展，其销售模式来自“快时尚”（fast fashion）的消费模式，并逐渐成为当下速度文化的一

种表征。⑨快时尚的生产模式以速度为核心，通过迅速接收潮流信息，进行产品开发和及时应对

市场需求。当下流行的 H&M、ZARA 等快时尚品牌的产品开发周期常常以周为单位来计算，从

产品设计到生产物流都表现出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时尚产业的发展迎合了现代人追逐新奇的消费心理，它通过加速更替的时尚商品不断地刺激

着人们的消费欲望，进而实现商业价值的快速转化。鲍德里亚提出 ：“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

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他们 ；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相反是让

他们进入游戏规则。”⑩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逐渐成为表征自我的一种方式，对物的消费在本

质上已经不是一种对实用性的需求，而是对各种物的符号的渴望。购物成瘾者完成了“快乐原则”

的解放，购买行为就好像参与一场持续不断的、令人快意的赛跑，如鲍曼所言，购物者的欲望之

所以更具流动性和扩张性，是出于一种自由“获得身份”的幻觉和表现“内在自我”的期望。⑪而且，

网络媒介的发展无疑加速了这种欲望式消费，在大数据的参与下，消费者们对商品的渴望与审美

需求被商家更为精确地掌握，时尚的商品化运作在这种环境中变得更为快捷。以新潮低价、款多

量少为特征的快时尚满足了消费者不断更新的需求，这些拥有新奇外观的商品不断刺激着人们的

购买欲望。随着时尚周期的快速变化，被生产的商品在短时期内迅速过时，这也加快了人们对物

品的丢弃速度。在快乐消费的幻觉中，人们走入从快速消费到快速丢弃的行为怪圈，最终陷入越

来越深的焦虑。

时尚展现了现代生活的瞬间性与当下性，而这正是审美现代性追逐的新奇的表现。时尚在新

生与死亡之间轮回，对新奇事物神秘信号的捕捉是其内在吸引力所在。不断生产的时尚商品给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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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带来种种惊奇的感受，现代人就如同一个旋转的陀螺，停不下脚步。同时，对新奇的追逐又

加快了物质生产与现代生活的节奏，现代社会俨然成为一台加速运转的机器。然而，在充满惊奇

现代性体验背后，现代人最终却被厌倦与无聊的情绪吞噬。齐美尔曾论及现代人的这种“乐极生

厌”，认为现代都市人的厌倦产生于对现代生活中的新鲜刺激的过度渴望。“作为一条规律，乐极

生厌的态度被恰如其分地归结为对享乐的餍足，因为过强的刺激摧毁了神经对它的反应能力。”⑫

顺着齐美尔的论述，笔者以为，随着商品的加速生产和消费，人们对新事物从新奇到厌倦的过程

被不断缩短，这揭示出现代人消费行为背后情感焦虑的生成逻辑。

其次，社会交往中的情感焦虑与不断加速的都市生活节奏密切相关，在现代的“陌生人”社

会中，冷漠和孤独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精神特质。在当下的加速时代，“气球式”社交成为现代个

体一种普遍的交往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从开始时的迅速熟络到结束时的戛然而止，使现

代人逐渐陷入一种越社交越孤独的怪圈。个体情感从热情到冷漠的迅速变化，揭示出现代人社会

交往中的情感焦虑。齐美尔认为，现代人的交往“同时包含了邻近与距离 ：共同特征是普遍的，

建立在共同特征之上的关系是温暖的，它们却将冷淡以及这种关系的临时性感觉加诸其间”⑬。

在齐美尔看来，现代个体交往中衍生出热情与冷漠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而这正是个体之间的“远

与近”关系的产物。一方面，“陌生人”关系的短暂性与匿名性往往使人更容易敞开心扉，擦肩而过、

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似乎更容易进入一种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货币经济下的都市生活带来了

个体之间日渐疏离的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缺失。

现代货币经济塑造了理性化的都市精神生活，从根本上加快了现代生活的进程和节奏。都市

生活中纷繁印象的迅速变化是引起现代人精神紧张的重要因素。齐美尔认为，人们为了逃避这种

紧张与压力，选择与外部环境保持距离的方式来保护自身，这种心理态度他称为一种现代人的“自

我隐退”⑭。因此，过于频繁的交际让现代人感到疲惫，冷漠和孤独成了现代人重要的精神特质。

在快速涌动的人群中，人们感到神经紧张，以及一种无处皈依的孤独感。这是一种瞬息万变的现

代社会带来的疏离的情感体验，一种现代生活带给人的异化感。罗萨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社

会加速单纯而直接地导致了我们世界关系的崩溃与腐坏。……如果我们与时空、行动、体验、互

动伙伴的关系都异化了，我们很难避免深度的自我异化。”⑮在罗萨眼中，当个体与他人、与世界

之间的共鸣逐渐消失，一种最深层的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便开始发生。主体对于内容的漠不关心

虽然是为了适应现时代的加速要求，但这种漠不关心，是以消解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连结为代

价的。

而根据鲍曼的描绘，当下都市生活呈现出一种液态的流动性，个体情感因而呈现出变动性与

不确定性。此外，媒介的变革加深了现代生活的这种流动感和速度感，无疑强化了个体交往中的

情感焦虑。如前所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屏社交”成为越来越多现代人的选择。在虚拟

的网络空间中，传统的直面关系被匿名关系所取代，网络使现代人之间产生一种隐在的距离。通

信技术的革新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便捷，远程技术甚至使人们实现了一种即时在场的可能。

现代人虽然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千里之外的通信和交流，但通过媒介技术建立起来的虚拟的“亲

密感”仍然无法取代面对面的情感沟通。可以说，现代性速度打破了时空距离的隔阂，但却无法

消除个体间的情感屏障，甚至加深了现代人的情感焦虑。热衷于“屏社交”的现代人在现实生活

中却逐渐丧失了情感表达的能力，在真实的情境中表现出社交障碍。在快速相遇与分离的现代都

市中，建立所谓的“有实质共鸣的关系”成了一种负担，人们发现很难获得传统的持久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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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美好体验。

最后，日常工作的情感焦虑一方面来源于外部社会加速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源于个体内

在急于求成的心态。社会的加速变迁对各行各业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人必须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以应对激烈的竞争。数字科技为人们带来了更为高效的工作环境，但现代人的工作时间却并没有

得到缩短，反而带来了时间匮乏的体验以及休闲时间的减少。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时间就

是金钱、效率甚至生命，不断升级的行业竞争促使了“加班文化”的形成。在这种情境下，“无眠”

作为一种战争领域的发明，似乎将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⑯早在现代

社会初期，歌德就发现不断扩大的工业革命反映了一种“快速”的时代精神，对财富与速度的追

求开始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观。可以说，现代人对速度的崇拜来源于一种对理性的尊崇，理性化的

文化精神是人们追求效率的内在根源。然而，极端的理性化追求往往带来一系列非理性的后果。

而且，在媒介的渲染下，“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然而，在推崇“速

成法”、追求“短平快”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始终难以掩盖内心的焦虑与迷茫。

正是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影响下，忧郁以及抑郁症成了当下都市中最典型的心理病症。齐

美尔曾断言 ：“幸福栖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都市的森林中住满了“忧郁栖居者”，“现代

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⑰。可以看出，都市人在不断地获得与失

去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现代人的忧郁。这种晦涩不明的复杂情绪，既源于昼与夜之间的差

异性体验，也源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不断挣扎。时间焦虑体验下的忧郁情绪使人们沉沦与迷醉，

在都市的夜幕中人们拒绝严肃的艺术和深刻的反思，唯有感官的娱乐才能带来放松与享受。罗萨

将现代人的抑郁状态理解为一种“时间的病理学”，“这种抑郁状态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它以感

觉时间黏滞、静止和失去未来的体验为特征”⑱。罗萨探讨了个体忧郁与时间加速之间的关系，

认为抑郁状态首先是由不断增多的时间压力带来的，同时与快速变化的速率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

相关联。忧郁的情绪是一种时间缠绕在一起的体验，仿佛引起了一种时间上的窒息。

在现代都市中，忧郁的情感体验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这是一种无法融入也无法逃

离的感受，一种对时间的无力感，它既带有无聊厌倦的颓废感，也包含了忧愁、恐惧甚至绝望的

感受。面对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世界，焦虑与恐惧伴随着迅速变化的“大

漩涡”中的现代个体。在现代性的文化诊断中，这种时间体验上的焦虑以及与之伴随的忧郁逐渐

成为普遍存在的典型病症。

速度生存的审美反思

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时间紧迫的体验，现代生活充满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但也伴随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当加速成为都市生活的主旋律，一种特殊的速度文化正在悄然形成。

如鲍德里亚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的时代，所有“现实”的事物都急于生活和死亡，

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耗尽的倒计时之中。⑲都市人拥有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但生活的

快节奏却给人们带来一种普遍的焦虑。在这个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社会，人们一边彻夜加班创造工

作业绩，一边伤感地吟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个不断告别与失去的时代，旧事物被淹没在

时间的浪潮中，新事物如同昙花一现，人们不断地与曾亲历的年代告别。可以说，现代人不仅在

行为上建立起一种快速的反应机制，在情感上也表现出对各种加速体验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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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焦虑的生成与社会加速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快速的现代性体验从时间感知的维度

上建构了一种情感的现代性。在加速发展的现代世界，个体从惊奇到厌倦的体验过程被不断缩短，

人们体验着茫然、孤独与失落，并沉浸在忧郁与焦虑的复杂情绪之中。现代个体情感的流动性、

含混性和复杂性与现代性速度的内在矛盾有着密切关联，而不断加速的体验给都市人带来的情感

问题正在不断加剧，甚至面临着情感消解或异化。罗萨提出，加速社会造就的“提升逻辑”，以及“提

升逻辑”下的“增长社会”是导致个体与社会从“共鸣”关系走向“异化”关系的重要因素。⑳

在罗萨的分析中，社会加速不仅源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幸福的文化预设，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

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逐渐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和推动机制。在现代性

语境中，社会关系、行为模式和经验结构的快速变化是社会加速变迁的重要表现，但随之而来的

情感焦虑成了现代人的深刻体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时间紧迫感来自技术革新与社会转型

的共谋。

面对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现代人的生存表现出一种吊诡的自我矛盾 ：竞速与怀旧。现代个

体一方面与时间赛跑，将追逐理性和效率作为最重要的信条 ；另一方面感受着时间的飞逝与不可

追，试图通过怀旧来寻找心灵的乌托邦。城市的发展需要速度神话与效率神话，但个体在适应快

节奏生活的同时更应关注自己内心的情感需求，在日常工作之余放慢步调去感受我们所生活的世

界。当现代都市的快节奏打破了传统的自然节律，浮躁、焦虑甚至抑郁成了这个时代常见的心理

状态和情感体验，我们应当思考不断地竞速是否就能获得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因此，在

速度生存的现代都市中，思考如何平衡外界速度与内心节奏之间的关系，为应对城市中的情感问

题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适应加速时代的生存，以及更好地诗意生存。

 波德莱尔试图通过现代艺术来治愈纠缠现代人的世纪病，诗歌成了他心目中的审美救赎之路。

照相术的发明对现代人的视觉经验发起了冲击，现实存在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得以被捕捉、记录和

观看。摄影艺术通过审美的瞬间来传达情感与意义，实现了波德莱尔对现代艺术美的追求。电影

将静止的照相活动起来，制造出一系列连续的动态影像。电影画面在胶片的每一帧运动中快速变

化，从而引起一种视觉上的竞速观看，维利里奥将之称为一种“消失的美学”。他认为电影借助

“技术义肢”复现了儿童的“失神”体验，弥补了成年人知觉经验上的缺失。㉑无论是速写、摄影、

电影抑或是当下流行的快闪艺术，都是建立在瞬间或快速美学之上的产物。

作为对现代性加速时间体系的反抗，“慢速”的价值不断被发掘，一种慢速生活的理念正在

被西方社会所倡导，如帕金斯所言，日常生活领域的“减速”，作为一种另类的价值观逐渐成为

都市人应对生存压力的新方式。㉒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充裕的都市中，传统“慢”

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当下，“向往的生活”“亲爱的客栈”等一系列“慢综艺”受到广泛关注，均

表现出都市人对慢节奏生活的渴望。

在城市景观的规划层面，公园绿道、公共图书馆、慢生活街区等减速空间的设立，为都市人

提供了更多“减速”的可能。罗萨提出“减速绿洲”的概念来实现有目的的减速，这与当代以人

为核心的绿色城镇化、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等城市建设方案相契合。其实，无论是自然生态上提倡

的绿色家园，还是对城市文化记忆的留存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在反思加速发展的城市，

希望创建现代人的诗意生存。而在城市个体层面，日常生活的“减速”通过一种与外部世界保持

距离的方式以回到“内心”。现代人开始关注自身的精神与情感需求，以此应对外界持续的快节

奏生活。“慢速生活”的实践不仅仅是回到传统的田园生活状态，而是一系列不断寻求深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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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行动。当下，慢食运动、纸质阅读、自助旅行等开始为都市人所倡导，人们选择在工作之

余投身读书会、美术展、音乐节，通过审美体验来平衡快节奏的、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

科普尼克通过对摄影、电影和文学等艺术的研究，探讨了“缓慢”如何强化现代人对时间

和空间的体验。“慢速美学”的作品“尝试了延长的时间结构，使用了犹豫、延迟和减速的策略，

试图让我们暂停下来，体验一个短暂的存在，体验它所有的异质性和差异性”㉓。在科普尼克看

来，“慢速美学”通过一系列放慢时间的形式策略来进行艺术实践，以实现对当下加速时代的反思。

昆德拉觉察到了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令人出神的速度”，他在小说中追问“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㉔。

朱光潜在论及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时倡导 ：“慢慢走，欣赏啊！如若从这车水马龙的世界匆匆地疾

驰而过，再丰富华美的世界也成了了无生趣的牢笼。”㉕而木心也诗意地写道 ：“从前的日色变得

慢 / 车，马，邮件都慢 /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㉖ 

 对“慢速生活”的追求并不仅仅是回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是倡导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去

反思时间与变化，寻求一种立足于当下的、可持续的、平衡的生活态度。“慢速美学”并不是一

种单纯以速度的反演或减速来定义的美学策略，而是唤起“当下”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连结，从

而反思和寻求当下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对慢速的审美以及慢速生活的追求，反映了都市人对

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关怀和诉求，而探讨社会加速与情感焦虑之间的逻辑关联，为我们应对当下都

市人的情感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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