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考现”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凌逾

我们习惯用纯文学方式书写城市，其

实也可用跨界方式“考古”更要“考现”城

市，将文学、地理学、考现学、建筑学、城市

设计、跨界传播等元素整合为一，为文学

注入新的叙事可能性。 当前学界重视城市

景观叙事，将城市视为可供阅读、改写、创

造的叙事文本。 学者马修·波提格《景观叙

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一书拓展研究景

观叙事新领地， 认为景观与文学在故事、

语境、叙事领域有相似之处，即设计师依

据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社区口述史等文

本，讲述历史故事以唤醒集体记忆，集合

命名、序列、揭示、集聚等叙事手段，“像讲

故事般巧设线索、隐藏秘密并揭示秘密”，

游览者观景等于阅读故事。 景观叙事是表

达、塑造景观及文化意义的方法 ，意在重

新点燃、激活城市魂魄符号，在生产者与

消费者间找到再凝视、再诠释的新方式。

作家少君自称是 “一个在城市间行

走的旅人”， 这位理工男也是经济学 、文

学双料博士，在各行业之间自由切换，是

成功破圈的跨界达人 。 2006 至 2008 年

间， 少君接下为成都这座西部城市做外

宣的任务：将成都推向世界，将西南名城

形象植入外国人心中。 少君在新时代转

身为 “城市国际形象策划师 ”，又跨越了

一种行当，多了一个身份。如今过了十多

年后重新往回看，成都的城市营销、国际

推介依然是具有国际性、 跨界性的文化

创意策划典范。

文学中的成都景观：通
感跨界

讲述成都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 。 那

么，少君重点写什么？ 怎么叙事？ 效果如

何？ 空间和景观之所以有故事，因与城市

的传统、历史、民族、习俗等文化主题密切

相关，挖掘景观背后的故事能赋予城市空

间更丰富的意义。 景观和空间有感情，因

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 挖掘空间感情与市

民日常生活关联，会让受众觉得可亲可近

可感，受众像浪游者般与场所互动，并产

生新故事。 少君不写普通游记，而将景观

作为叙事体系，通感考量景观，体察成都

的文化生命。

第一，用“眼”去捕捉成都的灵动美 。

人类自古以来逐水草而居。 《天府成都》有

一章专讲“被水滋润的城市”，因为水，成

都才有了闲逸、宽容、奋进的品性。 水不仅

可以作为空间叙事线索，还可以作为场景

叙事的高潮。 《印象成都》章节标题则皆以

古诗文为题串联， 如 “锦江近西烟水绿”

“拂窗新柳色， 最忆锦江头”“九天开出一

成都”等，水气氤氲，文气十足，美好的汉

语诗词养眼养心，古今历史穿插，因水而

凝结文气，文笔活泼灵动。

为城市外宣需要，少君的成都系列书

籍均加配彩照插图呈现成都的美景 、美

食、美茶，让读者怦然心动，有效赢取眼球

经济、注意力经济。 《成都映像》是摄影佳

作大合集，题为“献给第 28 届国际摄影艺

术联合会代表大会（FIAP）”，FIAP 大会被

誉为“摄影世界杯”，第 28 届于 2005 年 9

?在成都举行，全球四百多位摄影家拍了

十多万张照片反映成都民风民俗，让全球

观众体验到成都独特的文化风情和城市

魅力，成为成都最好的外宣品。

第二，用“口”去品赏成都的休闲味 。

少君是美食家，且一直满世界游走，这赐

予其便利条件，食遍天下不是梦。 《天府成

都》的“唇齿留香”“茶香四溢”两章均谈饮

食。 《食色锦里》 从题目看俨然就是美食

书，分“观、品、饮、思”四大章，几乎每章节

都谈及饮食。 成都人讲饮讲食，其实讲究

的是悠闲之气。 当代欧洲和成都有相似文

化：露天街边餐饮，小巧桌椅临街铺开，咖

啡清茶、小吃火锅，在江河水气缭绕中看

景看游人，怡然自洽，享受浮生。 少君说，

“茶馆之于成都，仿佛酒吧之于巴黎，咖啡

馆之于维也纳”。

第三，用“言”去传颂成都的有趣性 。

少君善于捕捉朗朗上口的鲜活口语“缉拿

归文”，声音悦耳，易懂好记。 如其写“食在

广州，食在成都”，归纳川菜特点：麻辣鲜

烫 ，离不开辣椒泡菜 ，到处火锅 “上串下

跳”。 菜式名叫“八卦阵、孔明馒头、草船借

箭，苦瓜包肉叫苦肉计”等，古意盎然。 少

君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充满童心，善于

随时发现有趣的细节，更易发现别人忽略

的有趣之事。

第四，用“心”去感性品悟成都的巴适

感。 少君写成都的常用词是“巴适”，带有

强烈的个人感悟体验：“成都是一个极具

潜力的城市，内敛、自主、独立，甚至带有

一份桀骜与孤傲的个性稳定地成长着，给

这方土地的儿女最巴适的生活。 ”景观设

计若善于创造听的场所， 加入自然声音，

能增强场所的感染力，酿造空间地域的情

感与氛围， 声音记忆还原为生活记忆，使

人更易感悟城市熟悉亲切的情境之美。

拓展城市景观考现文学

跨越城市，书写城市，在文学文化、地

理历史学科之间找到融合催化剂，打包产

出跨界文学作品， 少君城市书系可称为

“考现文学”。

第一，把握考现文学精神。 少君无意

间运用了“考现学”即“考今学”方法，以空

间为考察对象， 注重田野或都市考证，以

耳目鼻切身体会，走进街巷乡野，据实调

查，类于扎根理论，考察当下，在日常细节

中发现有意味的符号， 体验时间的轨迹，

借阅读重现历史细节，借用文学的非虚构

叙述、绘画摄影的写实功能，以纪实精神

作科学客观翔实报告，挖掘人事物件符号

意义。 考现学理论根基是 1930 年今和次

郎与吉田谦吉合著的《考现学》，以及 1986

年赤濑川原平等著的《路上观察学入门》。

考现学对应考古学术语，比如成都人王笛

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在澳门

大学等高校任教，不遗余力地考古成都历

史文化，考掘底层史、民间史、细微史，有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

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显微镜下的成都》等

论著，从历史学和考证学角度把握成都街

头、茶馆、帮会等细节，管窥蠡测，切近于

考古文论。 而少君拓展“行走的考现学”，

用脚、用眼、用口、用心去感悟成都的当下

性、当代感、现场感、在场感，了悟考现的

精神实质。

第二，拓展城市景观的考现文学。 考

现文学是更有后现代性的跨学科新品

种，跨界运用人类学、博物学、社会学、新

闻传播学研究法。 少君成都书系切近于

考现文学 ， 以某地方为文本题材或主

体 ，实地考察 ，重返现场 ，追溯过往感悟

变迁 ，强调写实价值 、地域风情 。 考现文

学关注区域地方和空间考察 ，强调非虚

构叙事 ，但又是指心的 ，不仅考察客观

的地志 ，也含藏写者的情感 ，满载地缘 ，

满载人情 。 少君的景观叙事不仅再现古

老的历史时间 、 真实的客观时间、 个体

的体验时间，还有虚拟的未来时间。其外

宣书在感性认识基础上， 理性增添历史

和现实的各类史地文资料。 其善于联想

引申， 如看到锦里就想起日本京都的河

原町和东京的台场一丁目： 都是古香古

色、熙熙攘攘，但锦里的三国历史浓情更

让人感到亲切、古典，更有国粹感。 少君

的时空编排联结采取跨界融通的修辞

法 ，发散联想 、跨界勾连运用自如 ，不仅

有显性叙事如文学叙事和影像图案叙事

等，也有隐性叙事如景观节点、空间序列

和空间布局等，讲究与自然要素的共生 ，

延伸景观创意， 让景观体验渗透出情感

和文化意义 ，更具趣味性 、韵味感 、现场

感、真实感。

定位成都 logo：熊猫之
城的文学再造

如何精准定位成都的国际形象？ 推出

哪些符号元素能深入人心？ 所谓景观符号

是能得到大众认同审美认可的物事，能在

人群激发心灵共鸣的符号集合，如中国长

城、中国龙。 寻找城市符号的关键在于：先

找魂，后定位。 所谓“魂”，指精神或情绪，

特指崇高的精神，或泛指事物的人格化精

神，是具有唯一性、权威性与排他性的存

在。 城市定位先要自我了解：“我是谁”，进

而挖掘城市的独一无二之处，凸显城市空

间光华，空间意义和场所精神不由设计师

虚拟，而通过生活体验产生，使用者和景

观互动是未完成的无限过程。 成都平原虽

号称天府之国，但作为西部城市却偏安一

隅，群山环绕，深居内陆，不是边疆，不见

海水，交通不便，即将跨入 21 世纪在国际

上仍未打响名号。 因此，城市外宣策划营

销至关重要。

那么， 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如何产生？

为城市找魂号脉要有国际视野，了解受众

需求， 才能扩大城市内存和成长空间、辐

射与聚合半径， 大幅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少君认为，成都外宣可将之定位为“熊猫

之城”，Panda City。 命名能创造与过去、世

系或文化记忆的联系。 “熊猫”是全国甚至

是全球范围内都叫得响亮的资源，是外国

人早已熟知的国际化符号。 有些人担心抬

出熊猫形象会让外国人以为成都是农村

土城。 但少君指出，旅游开发是世界经济

主要收入， 旅游不能只是强调现代化、城

市化、高楼大厦、千人一面，而应强调特色

化、个性化，生态自然保存完好之地更易

赢得国际游客。 成都具有唯一性、独特性、

可识别性的符号有哪些？ “太阳神鸟金箔”

徽记、“锦绣芙蓉”成都市花，这些对中国

人而言耳熟能详、触动心坎的古史三国符

号，对外国人而言则未必，因文化背景差

异，他们理解这些符号要花很长时间。 “文

化折扣”现象确实客观存在，霍斯金斯和

米卢斯认为，文化产品内容都源于某种文

化，受众若生活其中或对此文化较熟悉则

易被吸引,而不熟悉者则会兴趣大减，这是

因价值观、历史、社会制度、自然环境、行

为模式等文化差异导致的。 “熊猫之城”重

命名能激发川蜀地方特色文化回归，也能

有效去除中西“文化折扣”的不利因素。

正如卡西尔说，人并不是生活在单纯

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

宙之中，“熊猫” 是自带流量的国际符号，

而且如滚雪球般串联起中西古今文化，也

是蕴涵丰富的超级符号。

总而言之，成都城市形象策划、营销、

市场、全球推广的一条龙安排，融合了文

学叙事、政府服务、旅游策划、出版造势、

消费包装等跨界行业。 2020 年之交，一场

疫情无意间让黄鹤楼、樱花等成为武汉最

具代表性的景观符号 ， “戴口罩的黄鹤

楼”、“待到樱花烂漫时” 的宣传海报、“全

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漫画自动上了热搜

榜，借势营销。 我们可继续思考：由成都形

象的着意策划跨界传播、武汉形象的无意

跨界传播范例出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海南等各自

贸区的发展策划如何考掘可资借鉴之处，

怎样发现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之魂、共

同的符号体系，向全球推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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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12日，以“英雄的湖北：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为主题的外

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举行，旨在向世界展示湖北的新面貌，搭建

对外合作的新桥梁。 注重文化创意策划的当下，现代城市的国际推介传

播已有了更多元的形式，其中文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成都国际

化传播为例，探讨文学、文化与城市形象如何紧密互动增益。

文化观察

———以成都全球化传播策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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