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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①作为现代性工程的强劲引擎，城镇化的稳

步推进，对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起到了承载、带动、融合的综合效用。当前，政府进一

步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②相较以前注重规模的增量发展，以人为本的提质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题中要旨。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新经验与新动向，更应依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完整的

新发展理念予以总体考量。

在“后疫情时代”与“小康社会”的历史境况中，要理解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现实与潜能，

既不能脱离现代性、全球化的动力和机制，更应该扎根中华家园的经验与梦想，立足中国实践与

“风味”的精神
——“小康美学”及文明意义

罗　成

【内容摘要】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新经验，应依据新发展理念予以总体考量。2020 年，长沙成为国家

级文旅消费示范城市，长沙坡子街的现象级文化餐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其通过在

室内重建邻里街道，打造了“历史性地方”的时空美学；依托收集展览生活旧物，构建了“当

代性气氛”的物质美学；借由保护地方味道和语言，彰显了“共同性伦理”的具身美学。

市井文化、大众生活、众乐情怀，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风味”的精神。“小

康美学”以“好韵味”与“好日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理念，追寻着“及人之老”“美

美与共”“民胞物与”的生活境界与文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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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论展开文明互鉴。城市文化的本质是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理

论话语构建，关键在如何为中国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赋形，将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予以当代性的理论表述，为新型城镇化图绘提供路标。

2020 年年底，长沙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近 20

年来，伴随“电视湘军”“出版湘军”“文学湘军”的崛起，长沙虽屡获“娱乐之都”“创意之都”“媒

体艺术之都”等赞誉，此次入选却别有新意。本文尝试聚焦文旅消费示范城市长沙，以长沙坡子

街现象级文化餐饮为对象，力图形构隐匿于新型文旅消费生活方式及生活经验背后的认知空间，

借由“审美—伦理”机制的分析，尝试探讨“小康美学”的理论特征及社会意涵，揭示其可能蕴

含的文明意义。

市井文化 ：“历史性地方”的时空美学

区别于“湖湘文化”“红色起源”“快乐中国”等传统标识，撒播于媒介空间的长沙魅力多与

饮食相关。2020 年，经历了半年的疫情停摆，一则“国庆节全国人民都想来长沙”的词条登上微

博热搜， 10 月 3 日，坡子街一家文化餐饮企业公告排号超过三万，建议游客在线取号并提前 500

桌现场排队。有网友认为，吃吃喝喝至于如此凑热闹吗？但问题是 ：文化餐饮消费仅止于吃喝吗？

面对消费文化，是否只能套用西方批判理论予以读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转型与升级，难道只

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中国注脚？中国式消费社会是否具有独特的“审美—伦理”构造，为

当代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文明启示？

2019 年年底，坡子街一家文化餐饮企业发布了题为《如果我们不创造，就可以去死了》③

的企业宣言。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中，核心理念是将“创造”视为自我的生命线。“创

造”不仅是美食技艺的发明，更是城市生活及文化生态的发现。数年前，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曾激发了大众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重新关切。尽管作品采用了人物故事的讲述方法，但是系列主

题仍多聚焦于饮食技艺的视觉呈现，传递着自然与家庭对于中国人的传统意义。比较而言，坡

子街的文化餐饮构建既超出了纪录影像所展示的饮食技艺的视觉性、手艺性，也不同于主流湘

菜营销普遍采用的乡村乡情等“准农家乐”审美文化模式，而主要依托近 30 年中国城市的地方

记忆予以生态式重构再现，其体验特征具有鲜明的城市性、历史性与社会性。新型文旅路径的

创新发展，源于一种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自我追问 ：

九年前我们在坡子街摆摊开始创业，再到金线街，太平街，人民路，河边头开店。九年来，

中国城市不断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不断的被搬迁被抄袭，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思考……④

有着文化自觉的长沙文旅餐饮，始终关注城市变迁及其生活意义的调适。处于“被搬迁”“被

抄袭”这一流动且可复制的现代性境况中，它宣言没有屈从城市化的被动改造，而是凝视着城市

空间的阡陌变化，从“摆摊”到“开店”，在时空迁移中坚持着城市文化的反思性 ：

伴随着城市进程，许多横横的街道消失变成了竖竖的大厦，我们许多的创造也随之消失。正

因为这样我们获得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思考如何在一栋大厦里面坚持自我，还原真实的街

道与街道里的邻里关系。⑤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当下，街道的消逝并非只撩动了怀旧者惆怅的咏叹，

那些直面现实的历史主体总能洞察“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型文旅餐饮立意在一栋大厦内还原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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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关系，以一种自觉的伦理责任与鲜明的社会意识凸显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能动性。市井文化

的坚持，才是小龙虾、臭豆腐、葱油粑粑等地方美食背后隐匿的生活理念与价值旨归。

2014 年建成的“华远·华中心”位于长沙老城区坡子街与湘江中路交汇处，屹立湘江畔，俯

瞰橘子洲，遥望岳麓山，四幢主楼的地面最高高度为 278 米，七层裙楼为海信广场。建筑的外部

是超白玻璃幕墙，内部仿照长沙老城区八九十年代风格打造七层“老楼”，入口处被戏称为“时

空虫洞”，其实更似陶渊明笔下武陵人发现的桃花源入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

开朗”。用老砖精心砌成的通道尽头别有洞天，这是一个由旧宿舍楼立面围成的巨大天井。它撑

开的并非只是一个“技术－物理”意义的“时间－空间”（time-space），更属于某种“人文－心理”

意义的“历史性地方”（historical place）。

攀升的室内天井有隐藏电梯直达各层餐厅，也有沿老楼步行而上的钢筋水泥阶梯。在三楼通

往四楼处，更是打造了一条“永远街”：“竖向塔楼向空中延展至 300 多米，我们需要还原一条

300 米长的街道与其‘对抗’。”⑥原是长沙老城区连接坡子街与下河街的这条老街，随着近 20 年

旧城大规模改造早已消失，为了保存“故事和人情味的地方”而在室内被重建。永远街上，“乔

伯凉面”“李嗲豆腐脑”“毛姨鸡爪”“孔家甜酒”“下岗牌臭豆腐”“刘记糖油粑粑”“文氏刮凉粉”“南

门口巷子猪脚”等长沙小吃鳞次栉比，甚至有一家本地知名的“述古人文书店”。遍布城市角落

的那些有传统口碑的摊点店铺，在这里继续着各自的小本经营，主事者力图在摩天大楼内部塑造

了一种邻里人情与街坊生意的时空美学 ：大厦与街道，美食与文化，记忆与现实，纳旧于新而又

相得益彰。

作为城市文化生态的美学呈现，“永远街”是一种“历史性地方”。它并非想象世界中纯粹

虚拟的乌托邦（Utopia），而是历史世界中曾经实存的异托邦（Heterotopias）。乌托邦与异托邦虽

同为现代性的产物，却貌合神离。乌托邦原指“乌有之地”，是一种空间想象。卡林内斯库指出，

如今它的时间内涵已远胜于词源学的空间意义，18 世纪以来的乌托邦主义是“现代贬低过去和

未来日益具有重要性的又一证据”，它扎根于特定的西方时间意识，即“理性对于不可逆时间的

重视”。⑦鉴此，现代性立足于流动、线性、不可逆的时间意识，具有“去空间化”特征。乌托

邦既表征了对现代性的不满，又更深依附于现代性的时间逻辑。索亚将这一现代性的时间霸权

称为“历史决定论”，认为“将空间附丽于时间”从而“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阐

释”。⑧作为另一种空间理解的异托邦，则旨在跳脱同质、空洞的时间性陷阱。福柯提醒人们摆

脱对时间的迷恋，应重视空间的认识论价值，因为人并非生活在虚空中，生活空间总是具有异

质性。在福柯看来，乌托邦是“不真实的空间”（unreal spaces），异托邦则是“真实的地方”（real 

place）。异托邦不仅确实存在过，并且是在社会的历史建构中得以形成。福柯以“镜子”为例，

镜子既是一个乌托邦，我从镜中看见并非真实存在其中的自己，那是一个虚拟的空间（virtual 

space）；镜子也是一个异托邦，真实的镜子反作用于我，让我的目光经它而发现自己所处地方

（place）的绝对真实（absolutely real）。⑨

福柯论述中还隐藏了“空间”与“地方”的差异。克瑞斯威尔认为，“空间”往往“被视为

缺乏意义的领域”，“跟时间一样，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地方”则“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

的空间”，需要具备地理定位、物质视觉形式、人类制造和消费意义这三个要素。⑩可以推论，异

托邦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历史性，区别于文学或艺术的想象性空间，而有实存基础 ；其二是地

方性，区别于地图或坐标的抽象性空间，而有社会意义。因此，异托邦是一种“历史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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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非以空间性简单颠覆时间性，而是在对同质化时间、抽象性空间的双重突破中，再次纳入历

史性与社会性。作为时空美学，它既非客观科学的“物理时空”，亦非主观想象的“虚拟时空”，

而是源于实践并召唤实践的“历史时空”与“社会时空”：

我们重新改造了购物中心的外立面和内部空间，大胆地创造了一个旧的城市，来自长沙周边

旧城棚户区的一切都在这里得到合理安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尝试让新的建筑与旧的搬迁社区

重新对话，使得它们和谐共生。⑪

新型文旅模式的探索，既是一种创新发展，更是一种协调发展。新旧并置，横竖对抗，并非

一场零和博弈的生死斗争，而是一条生活道路的初心再认。“永远街”表征的“历史性地方”，并

非“时间－空间”乌托邦的简单对立，而是以逐渐消逝的邻里街道及其饮食文化的“再物质化”

为主要手段，对昔日城市经验及生活伦理的招魂。区别于浪漫主义的刻板怀旧，新旧对话与和谐

共生，才是“历史性地方”的核心关切。作为城市文化的时空装置，“永远街”如同福柯的那面镜子，

折返了游客们的目光，引导人们重新去认识那些根本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将

走向何方？”

生活旧物 ：“当代性气氛”的物质美学

在吃喝需求之外，饮食关系着自我认同及生活方式的体验性重构。作为新型文旅消费，“超

级文和友”具有双重创造性 ：“吃什么”是饮食文化，固然重要 ；“在哪吃”则是文化生态，更别

有魅力。时空与旧物共同构成了饮食文化生态的骨肉 ：一方面，老楼、天井、街道提供了市井文

化的时空装置 ；另一方面，招牌、霓虹灯、旧家具、老海报，还有那些疏通管道、维修家电、出

租房屋的小广告，甚至那个食客们用于吃香喝辣——在 80 年代家家户户垫在白瓷水壶下——的

搪瓷平盘，处处旧物无不营构着市井生活的气氛 ：

多年来，从最开始家的搬迁与拆迁，我们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收集被丢弃的物件，对它们进行

整理编号。利用收集到的几十万件建筑旧物与日常物品，重新去还原一个完整过去的生活场所，

一个消失的生活场所。⑫

生活场所的还原，关键在“物”的重建。城市文化学者曾将场景（scenes）定义为“某个

地点的美学意义”，⑬它有关“人们对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定义”。⑭据此，场景理论是一种

生活美学。考察多维复杂的场景特征，主要载体是“舒适物”（Amenities）。这一术语源于经济学，

“通常是指使用或享受相关商品和服务时所带来的愉悦，但又很难量化的东西”。⑮举凡公园、

艺术画廊、咖啡馆均属人工舒适物，清洁的空气、温暖的天气则是自然舒适物。据此，场景

理论也是一种消费美学。但是，西方学者主要关注场景对经济发展、社会运动、公共政策的

意义。至于美学机制，多为“家园”“栖息地”等人文主义描述而少有理论赋形，同时，场景

理论主要面对的是北美后工业社会及其“布尔乔亚－波希米亚”（Bourgeois-Bohemia）的生活

方式。

对生活旧物的收集与利用，则隐现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别种构建路径 ：一种绿色、开

放的生活美学与消费美学正在浮出地表。生活旧物不等于舒适物，它展现的既不是屏蔽桑塔

格所说“他人的痛苦”后的布尔乔亚美学，也不是故作放浪形骸个体姿态的波希米亚美学。

在西方文明传统中，舒适物的审美渊源可以上溯到以梦幻世界与外观之美为核心的阿波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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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及从痛苦与毁灭中感受悲剧性个体陶醉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作为现代西方“布尔乔亚－

波希米亚”古典镜像的理想类型，日神与酒神均无法贴合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物质性经验 ：

我们年少时所有的记忆，几乎都在这里被拆除，又重新建立。总是走不动的钟表，矮了一条

腿的板凳、扇走夏夜蚊蝇的旧蒲扇……各式各样的“破铜烂铁”，裹挟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光

渐行渐远。⑯

钟表、板凳、旧蒲扇，若仅意味追寻逝去时光的怀旧情绪，生活旧物则仍是梦幻之美的舒适物，

而“破铜烂铁”的再利用实则隐现了某种物质性的历史潜能。不妨悬置“舒适”而回到“物质”本身，

在梦与醉的精神性怀旧之外，一个物质性认知空间亟待打开。据威廉斯考证，“物质”（matter）最

早意指“建筑材料”，后引申为“任何有形的物质”，也指“任何东西的本质”。⑰自柏拉图哲学区

分一与多、理式与现象、灵魂与肉体以来，“物质”相较“精神”遭遇了漫长的遗忘。现代性兴起后，

物质主义（Materialism）经霍布斯、霍尔巴赫等人阐发，具有了物理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等意义。

马克思批判“机械唯物主义”而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将“物”视为“客体”来孤立认识，

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类活动及历史效用。面对历史与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基于“物质性”

（materiality）理解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

产物。”⑱

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了爱好收藏旧物的本雅明，在对收藏家爱德华·福克斯的评论中，他发

现了“在精神史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传统”。⑲福克斯是欧洲漫画收藏的开拓者，本雅明

却洞察到“造就成收藏家的，是对历史状况比较明晰的感觉”，称他为“唯物主义艺术研究的

开拓者”。⑳受恩格斯的启示，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艺术观立足于反思两个主流见解 ：一是“历

史主义的历史观”，总是将新的文学艺术观点、流派、风格视为对先前观点、流派、风格的“发

展”“反对”“克服”；二是“人文科学的独立性”，总是将科学史、宗教史、艺术史视为独立领

域，避而不谈它们对人的精神及经济生产过程的影响。两者的问题在于，前者的“连续性叙事”

抹杀了不同巨著、时代和生命的独特价值，后者的“表象超脱性”则将文化简化为回避生产的

拜物教客体。以福克斯的旧物收藏为方法参照，本雅明提出 ：一方面，用“确定的建构”取代“连

续性叙事”，呼吁“将时代从物性的‘历史连续性’中解放出来”，旨在肯定“历史的每一次经

历”，“对每一个现在而言，历史都是初始的”；㉑另一方面，用“辩证破坏性”打破“表象超脱性”，

强调“所有这一切的存在不仅归功于创造它的伟大天才们的努力，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归功于

他们的同代人的劳役”。㉒换言之，前者瓦解了空洞连续的时间意识，注重每时每刻的生命质地 ；

后者破坏了孤独自律的文化意识，呈现交叠辩证的生产痕迹。尊重“物”“时代”“大众”，才

是本雅明物质美学的真正灵韵。

旧物收集，作为富含生活情感、成长体验与地方记忆的物质美学，自觉地见证历史而非单纯

地怀旧历史 ：

我们曾生活过的西长街、北正街、坡子街被大面积拆迁。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很多

社区，大多数地方都破败、不崭新、不现代，在废墟里，我们找到了很多被丢弃的物件，我们更

喜欢叫它们“过去的物证”。㉓

见证历史的物质美学具有能动性与生产性。面对不崭新、不现代、被丢弃的“物”，一种可

行的态度不是消费历史而是生产历史。坡子街的文旅实践不仅收集旧物还原生活场所，而且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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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围绕“老长沙”市井生活策划诸多文化艺术展，如画展“小街小巷小人”、老长沙图文

视频展“太平街叙事”、诗歌会“方言诗歌朗诵会”等。展览之一的“未来的过去时”自陈 ：

我们收集了上万片砖、成千台老电视、无数其他物件。它们不是古董，也与物品价值没有关系，

它们的被丢弃，是未来的过去时的“物证”，我们将其中的一部分还原到这样一个场所，来表达

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审视。㉔

这些“物证”有着为本雅明重视的物质性、时代性与大众性。它们依托物质性，肯定记忆中

每个时代的经验价值，铭刻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生活印迹。这种物质美学的生成机制可称为“当代

性气氛”（contemporary atmosphere）。“当代性”是物质美学的历史意识，它是一种“既依附于时代，

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㉕的关系，这种独特位置能使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感受时代的黑暗而不是

其光芒”，㉖并有助于“回到我们从未身处其中的当下”。㉗据此，当代性意在发现线性时间遮盖的

阴影，拾掇发展主义掩埋的碎片，撑开重新理解当下时刻的异质性可能。“气氛”则是物质美学

的审美内涵，它是一种“独特的、介于主客之间的居间状态”，“以某种情感基调、某种程度上有

如雾霭般地充盈着空间”。㉘不同于判断美学、符号美学、艺术美学的传统关注，“气氛是可以通

过物的各种质而被制造出来的”。㉙因此，气氛是一种“物的迷狂”，既有物质性基础，又与主体

在空间中的身体性感受相关。简言之，“让物以一定的方式从自身走出来登台亮相，并以此让物

的在场成为可觉察的”。㉚

“当代性气氛”为城市文化赋能，重拾旧物，既钩沉历史价值，亦抉隐身体感受。这一审美

机制既有绿色意义，更具开放潜能。生活旧物彰显的物质美学，绝非怀旧乌托邦或消费理想国，

而是以物质为方法，眼光向下，在发展与进步的城市化进程中打捞着“未来的过去时”。它既不

反对发展，也未幻想退步，更非顽固僵化。它以一种清醒审慎又不失温情的态度，重估“过去”

与“大众”的价值，为“天才们的努力”与“同代人的劳役”持存一份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齐物

情怀。

众乐情怀 ：“共同性伦理”的具身美学

如前所述，物质的气氛吁求着身体的感应。美食体验不仅诱发自我品位与个体认同，更加牵

涉着地方文化及群体意义。在新型文旅消费的构筑中，市井街道与生活旧物是场景体验的骨肉，

地方味道与地方语言则汇成了它的血脉，甚至灵魂。“慢时光”，不仅用眼睛看，还要用耳朵听，

更须用舌头尝。这其中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审美阐释路径 ：立足于视觉性的认识论美学，建基于听

觉性与味觉性的具身性美学。相较“观看”的形式化与距离化，后者能更有效地揭示“慢时光”

的沉浸机制与情动褶皱。因此，收集生活旧物，不仅是收集那些飘忽不定的街边味道，还有更易

逝去的俚语方言 ：

用我们的审美，走遍每一个街头巷尾，寻找消失或即将消失的美食。如同你在保护方言，我

们在力图保护这个地方诞生的美味！㉛

保护美味与方言绝不是象牙塔里的文本作业，而是取之于生活，更创造着生活。如

印有长沙俚语的文化衫，背后满是“熨帖”（舒服）、“了撇”（利落）、“韵味”（开心）等

方言词汇。它用“对象化”的眼光打量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语言，提供了又一个认识城市

文化的契机。再比如，方言保护视觉记录系列展“老长沙的柴米油盐”（2015—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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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长沙方言呈现一切关于老长沙柴米油盐的事。在策展人眼里，“这使一种语境有了两种情怀”：

一方面，寻找“自己钟爱的味道和饮食习惯，究竟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认识“方言是一个

地方的语言，是这个地方人感情的基本联络方式，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元素”㉜。方言与

味道，也许事关城市精神的魂魄。

关于中国城市精神，近年有学者提出过北京是“政治之城”，上海是“融汇之城”，曲阜是“儒

家文化之城”，青岛是“理想之城”，成都是“安逸包容的花园之城”㉝等论述。话语命名虽斑斓多彩，

但许多表述却放诸全球而皆准。诸种概括，衡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构造、伦理吁求乃至审

美境界，实有相当距离。那么，如何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当代中国城市精神？

赋形城市精神，尤应注重切身经验的理论表述。“让物登台亮相”吁求打开具身性的认知空间。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构成对标准认知科学的重要挑战。标准认知涉及知觉、记忆、注

意、语言、学习等，主张认知基于符号表征的算法过程。具身认知则主要包括 ：（一）一个有机

体认知“周围世界的概念”，“取决于它的身体的种类”；（二）“一个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的有机

体的身体”取代了“符号表征的算法过程”；（三）“身体或世界扮演了一个构成的而非仅仅是因

果作用的角色”。㉞概言之，“身体”成了意义生产的认知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视觉机制与认知的关系最密切，古典中国的取象设卦或古典西方的摹仿观

剧，“观看”总是最主要的学习途径。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或“卡塔西斯”，却都隐现着“感动”

的别种认知路径。据此，小龙虾、长沙话超出了符号式的表征认知，包含着“眼耳鼻舌身”对

“色声香味触”沉浸式的具身认知。立足具身认知，结合声与味的文化赋能，“好韵味”这句长

沙方言也许可以恰到好处地赋形长沙城市精神。它既是发舒开心的长沙腔调，也是赞叹美食的

长沙味道，更是感同身受的长沙人情。进一步看，这一声赞叹不仅属于长沙地方，而且扎根中

华家园。

回到中华文明传统，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

有同美焉。”㉟口味、耳声、目色是具身机制，“耆、听、美”是认知结果，“同”则浸透了伦理

意义 ：人间的口味、听觉、美感可以相通。《文心雕龙》也说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

之韵。”㊱韵味，正是对声音、味道产生感同身受的具身性表达。结合历史语义与具身机制，“好

韵味”的实质就是 ：好吃，好玩，好开心。更重要的是，其审美性伦理意涵在于 ：大家要一起吃，

一起玩，一起来开心。

或有人认为，嗜辣如命的“好韵味”并不能代表饮食味道差异性极大的中国城市精神，如成

都的椒麻酸脆，杭州的油爆咸鲜，从而不具有普遍性。虽看似不无道理，但这却只是一种直观差

异的经验论美学。具身美学的感同身受，并非具体内容的整齐一致，而是认知构造的潜在相通。

立足先验综合判断的康德美学，曾反思了经验论美学的认知局限，创造性转化发明了“共通感”

（Common Sense），即认为趣味判断具有普遍有效性，它奠基于一种假设人皆有之的主观心理机能。

“共通感”虽提出了趣味普遍性的心理阐释，却止步于主观假设，可爱而不可信。李泽厚则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予以批判性阐释，将“共通感”转化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个体心理官能更实在

地依托于群体社会实践的历史积淀。鉴此，“好韵味”的普遍性并非指地方辣味的普适性，而是

指由味觉、听觉等具身性兴发人生意义、人人意义的获得，如成都话“好巴适”，杭州话“好落胃”，

虽然有着酸甜苦辣的喜好差异，但皆传递着饮食带来的满足感，亦抒发了人生获得的意义感。因此，

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民以食为天”，这一具身认知既是审美的，也是伦理的，更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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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消费的普遍性，不是对象的一致性，而是分享的共同性，通过共同参与而想象性地重

建“社区”（community），即“寻求市井之中、生存以外的东西”。㊲

我们选择在我们所在的街道、社区里招聘那些虽然离退休了却仍然非常需要工作和劳动的

人……这样，每一家店就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社区家庭。㊳

关于现代性，滕尼斯勾勒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差异。前者以血缘、地缘、精神、邻里、

友谊为社会关系纽带，后者则以财产、意志、价值的交换为社会关系中介。㊴简言之，“共同体”

是温情脉脉的熟人组成，“社会”则是交换价值的陌生人结构。对“朋友”“社区”的关注隐现了“共

同性伦理”（community ethics），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 ：反思性体现为在城市化改造中保

存社区并回馈社区，投身再造共同体的实践 ；超越性则有助于避免反思性沦为保守性，反思经济

至上不等于放弃发展进取，而是重新激发共同体生活，将之转化为“一起创业”“一起劳作”乃至“一

起韵味”。

作为范导性的新型文旅探索，对市井文化、生活旧物的珍视，应最终落脚于对共同分享的

价值倡导。“和”既是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包容，也有感同身受的共通感连带。因此，这里的共

同性（community）不是公共性（publicity）。阿伦特用桌子比喻“公共性”：“在世界上一起生活，

根本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

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㊵

阿伦特是以“去私人化”为前提，排斥身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公共性”的桌上只有精英的政治、

经济、科学，而不能安放大众的身体、物质、情感。其实，“共同性”也是一张桌子，却不是

谈判桌或实验桌，而是八仙桌或麻将桌。戏文有道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在这张桌子上，中国人可以吃饭、打牌、斗智、唠嗑。冯珠娣发现 ：“同北美

相比，东亚大都市的街道上往往行人更多，热闹时间更久”，“北京人之所以走出家门，恰恰是

为了追求热闹 ：令人愉悦的活跃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精神焕发的集体活动，热情与喧 

闹”。㊶中国人的共同性，不是隔绝而是连通公与私，是“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咱一起有滋有味、

有声有色地过“好日子”。

李泽厚提出“乐感文化”，意指“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

即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感性形式的审美境界”。㊷乐感的超越，不是西方的精神式纵向超越，而

是中国的具身性横向超越，更是孟子主张的“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

众乐乐”。㊸小康社会的“好日子”，绝非原子个体的“独乐乐”，而是推己及人、共同富裕、立

人达人的“众乐乐”。“好韵味”的“审美－伦理”境界就是众乐情怀。

结语

以长沙坡子街的文旅实践为个案，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小康美学”构成渐次清晰 ：其时空

之维引领着审美的创新性与协调性，其物质之维内含有审美的绿色性与开放性，其具身之维彰显

了审美的共享性。在生活经验、生活方式及其文明价值的意义上，“小康美学”与新发展理念是

一致的。不同于片面倾向消费主义、时尚主义、个体主义的“小资美学”，“小康美学”立足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审美性伦理”与“伦理性审美”的交叠机制倡导着历史性地方、当代

性气氛、共同性伦理，将“好韵味”与“好日子”作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理念。市井文化、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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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众乐情怀，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风味”的精神。“风味”就是“地方经验”，

尽管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各有差异，但又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机组成。因此，大河上下、

长城内外的“风味”差异更有内在共通的精神结构，这就是“及人之老”“美美与共”“民胞物与”

的生活境界与文明理想。迈入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城市，有对传统文明的敬意和对未来展开的乐

观，就必将走出一条创新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城市文化现代性道路。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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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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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23 页。

⑨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Tr. Jay Miskowiec, 

Diacritics, no.16 pp.23-24.

⑩ Tim Cresswell ：《地方》，王志弘等译，台北 ：群学出版

有限公司，2006 年，第 14—19 页。

⑪⑯㉓㉔㉜㊲㊳ 翁东华 ：《文宾和他的朋友》，长沙 ：湖南

美术出版社，2019 年，第 6 页，第 99 页，第 9 页，第 73

页，第 60—61 页，第 99 页，第 6 页。

⑬⑭⑮ 西尔、克拉克 ：《场景》，祁述裕等译，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2 页，第 40 页，第 42 页。

⑰ 威廉斯 ：《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291 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2 页。

⑲⑳㉑㉒ 本雅明 ：《经验与贫乏》，王炳钧等译，天津 ：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1999 年， 第 294 页， 第 294 页， 第

296—297 页，第 305—306 页。

㉕㉖㉗ 阿甘本 ：《论友爱》，刘耀辉译，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7 年，第 63 页，第 68 页，第 76 页。

㉘㉙㉚ 波默 ：《气氛美学》，贾红雨译，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 页，第 19 页，第 22 页。

㉝ 参见贝淡宁、艾维纳 ：《城市的精神》，吴万伟译，重庆 ：

重庆出版社，2012 年 ；贝淡宁、艾维纳 ：《城市的精神 2》，

刘勇军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7 年。

㉞ 夏皮罗 ：《具身认知》，李恒威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年，第 4—5 页。

㉟㊸ 杨伯峻 ：《孟子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1960 年，

第 261 页，第 26 页。

㊱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中华书局，1958 年，

第 553 页。

㊴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 ：商务印

书馆，2019 年。

㊵ 阿伦特 ：《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㊶ 冯珠娣、张其成 ：《万物·生命》，北京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44、47 页。

㊷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310 页。

编辑　屠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