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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理论的范式转型及其中国实践

温　雯　戴俊骋

摘要:随着城市文化实践的日益丰富和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场景理论在近年来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场景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前场景”到“后场景”的转向,场景也从以音乐群落为代表的文化现象和“文化

形式、人、地”之间的互动,转变为由城市文化和公共政策互相塑造而成的文化消费场景和城市管理工

具.现阶段,场景理论在我国主要应用于文化空间营造、文化消费促进、文化有机增长和城市发展等方面

的分析;未来,基于“前场景”的虚拟文化场景研究和基于“后场景”的文化社区实证分析是两个深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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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对“场景”(scene)的定义是:在真实生活或小说里出现过或发生过事件的地方.
具体而言,它可以指一个拥有特殊气质或能留下特殊印象的地方和设施,或是一个活动或兴趣集结的

特定地点.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新闻记者最先开始用“场景”来描述爵士音乐所形成的包括艺术形式和

生活方式的风尚.随后,场景被用于其他文化场合,例如“西威尼斯诗歌场景”“伦敦的剧院场景”“哥
特场景”和“朋克场景”①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讲,场景从戏剧的幕布背景、电影的情节画面和书本里

的故事篇章走进了人们生活和娱乐的邻里、大街及小巷.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场景”视角开始受到流行音乐研究的关注,用于描述音乐家、发行人和音

乐爱好者聚在一起分享共同的音乐品味,并将自己与其他音乐流派的追随者进行区分的行为② .随

后,对场景的研究扩展到其他文化或生活品质因素,如文学场景、酒吧场景、夜生活场景等———大部分

场景仍然与音乐相关.Straw将场景正式纳入文化研究,使得场景的应用变得更加灵活,成为文化群

落的一个默认标签③ .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场景理论,被视为“前场景”研究时期.在“娱乐城市”④

和“消费城市”⑤ 理论的基础上,芝加哥大学的Clark教授等提出了场景理论,并构建了指标体系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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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框架①.场景理论承袭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人类生态学的研究路径,因此被称为“新芝加

哥学派”②,场景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后场景”阶段.场景研究经历了从音乐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领域

再到城市社会学领域,其理论和应用层面也在不断延展.从“前场景”到“后场景”,两个阶段场景的特

征属性是什么? 是如何变化的? 在中国城市发展转型期背景下,场景理论又该如何应用? 上述几个

问题是本文试图阐释的对象.

一、作为文化景观的“前场景”:文化研究的视角

(一)“前场景”的属性

前场景理论的代表学者Straw认为,“场景”描述的地点具有多个维度和层次的抽象感③.Blum
描述了“场景”的五项特征,即常规性、延展性、代谢性、集体化和戏剧性④.常规性指“场景”是重现的

场所,并且参与者有真切的而非伪造的义务去维持“场景”的生命力.延展性体现了一种两难境界:一
方面,“场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能会对外来者造成神秘感和距离感;另一方面,“场景”又对所有的

访客和品味具有“友好性”,这样又可能会削减其活力和特殊性.代谢性显示了“场景”的波动性和“昙
花一现”,并确定了其与风尚、时尚的必然联系.集体化意味着一种团结———不一定是在那些从事艺

术、音乐和写作创作的人之间,而是在那些爱好艺术、音乐和写作的人之间的团结.戏剧性则指在城

市中观察以及被观察到的行为.“前场景”的核心特点是基于自下而上的选择,即生产者(音乐人)和
消费者(“粉丝”)都被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吸引到同一个地方.场景似乎能够为社团增加一种活力并

激发舒适的亲密感;它还能识别内部圈子与厚重历史赋予城市生活“四海一家”理念的秘密秩序.总

体而言,“前场景”时期场景具有以下三大属性:

１．“场景”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属性.Connel和 Gibson就音乐与地点之间的文化表达、移民族群行

为等做了大量的探讨⑤.Molotch则阐析了本土特色与传统对作品的影响,例如作曲家常常通过捕捉

地方的独特韵味来使作品引人注目⑥.Bennett和Peterson提出了“本土的”“跨地域的”和“虚拟的”
三种“场景”类型:本土场景与根植于某个地理位置的“音乐群落”的概念密切相关.跨地域的场景指

“本土场景扩散到其他地域,并围绕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形成常规交流”⑦,它以本土场景

与全球媒体信息的交流为特征.典型的例子有１９６９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音乐嘉年华”,即粉丝们

“跟随他们热爱的乐队巡游全国,并且激发了所到之地的音乐热潮”⑧.“虚拟场景”可见于流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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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和商业音乐出版社的音乐评论①,也包括互联网带来的音乐交流方式的改变,并凸显了粉丝的力

量.这种本土的和跨地域架构往往会帮助不同音乐流派的形成,例如芝加哥蓝调和伦敦的萨尔萨舞

场景等②③.对于这一分类,Taylor认为后两种“场景”是对“本土场景”的延伸,因此更好的表达应是

“场景可以通过印刷、广播或数字技术形成更大的网络”④.
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受众获得评论能力,而且使他们的创作潜能得以发挥.数字音乐

的兴起,也使得音乐场景的虚拟空间获得多方位的延展,并深刻改变了音乐人、听众和平台之间的关

系.如曲舒文从场景的角度探讨了音乐生产的内部集体实践,分析了中国独立音乐生产的历史过

程⑤.如今,有些场景也可能发源于甚至仅存在于虚拟世界里(如数字音乐和现象级游戏“宠物小精

灵”“旅行青蛙”等),因此,在当下的情境中,“虚拟场景”的存在更为明显和普遍.

２．“场景”中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往往与亚文化相关,蕴含着深层次的身份、阶层和社会等因素.

Malbon研究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伦敦的泡吧“场景”,发现归属感和身份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通过技能、
实力和知识分享而形成⑥.Field基于上海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年间国际舞厅场景的发展,探讨了舞厅作为舞

蹈和音乐进入中国的“通道”以及“国际人士”对发展舞厅场景的重要性⑦.Pietrobruno对蒙特利尔的

萨尔萨舞的分析表明舞蹈学校是那些具备拉丁血统的人与这一特殊文化遗产联结的一个标志,并在

自我更新中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⑧.Baulch对巴厘岛雷鬼舞、朋克和死亡金属音乐场景的研究发现,
与音乐相关的身份表达与交流形成了特定的空间和领土,并体现了媒体全球化的过程⑨.王珺和陈

立基于对深圳小型音乐现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地下摇滚音乐场景已在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转

变为向公众开放的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场所.

３．“场景”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在许多“场景”中,生产和消费是同时产生的.Bennet和

Peterson指出,音乐“场景”的形成与“全球超过８０％的商业音乐被５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传统假设

截然不同,“场景”与音乐产业是相互依赖的:场景是原创和新音乐形式的来源,而音乐产业则提供从

CD到互联网的各种技术,然后再通过“场景”来扩大影响力和实现经济价值.同时,帮助形成“场景”
的“中间机构”的力量也不可忽视.Stahl提出,除了音乐家和投资人,一个由企业家和爱好者———如

出品人、DJ、音乐工程师、评论家,以及俱乐部、录音棚和电台组成的广泛而稳定的网络也在促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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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蓬勃生长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①.因此,场景可看作是音乐人、听众、乐迷、中间人的

交流界面与场所②.
(二)“前场景”的形成

Straw描述了六种“场景”:(１)在一个特殊地点经常出现的集会;(２)集会人从一个集会点到另一

个集会点的活动;(３)这些活动发生的街道和小巷;(４)这些地点和活动呈现出一种特定文化的特质;
(５)这些当地的活动和特质扩散成为更大地域范围内的现象;(６)能够产生社会性并在城市持续不断

自生长的微经济活动网③.事实上,这更像是“场景”的形成路径.这与Currid在其«沃霍尔经济:纽
约艺术文化世界的社会和经济活力»一书中所讨论的“创意场景”的形成过程异曲同工,“正式或非正

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成为消费场所—形成创意交换的节点—成为社会生产系统—在多样、开放和设

施丰富的地段形成创意场景—形成共生的文化经济”.正式组织如画廊、博物馆和会所成为创意与商

业之间交易的场所.这些地方举办各种社会活动,如展览、开幕式和商业聚会,一方面是为了“表面上

的目的”,如出售画作、以鸡尾酒为媒来获得遇见志同道合的人、评论家以及“守门人”———即行业关键

人物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潜在的合作④.同时,咖啡馆、酒廊和俱乐部等生活设施对创意人群的

聚集也非常重要.学者们已达成共识———非正式的交流与联系可促进人力资源、企业和供应商的聚

集;并且,在创意经济里,非正式的社会活动成为行动的核心,而非正式生产模式的“溢出”效应.这是

因为“艺术与文化在一种不同的生产力中运行”,两者不仅仅发生在大学、政府或商会,而且发生在不

同艺术形式与不同创意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中.这些夜间繁荣的消费场所形成了一种夜生活场景,
在这里,最重要的商业合作发生在“乐声巨响、混乱的而又迷人的地方”⑤.

因此,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社会事件和活动扮演了创意交换节点的角色.这需要丰富的“创
意聚集”,使之成为创意发酵的容器,并在达到“关键数量”的时候发生质变.这不仅是 Granovetter提

出的“弱联系”,而且是不同产业和职业之间的浓厚聚集来驱动创新和新知识的扩散.知识在最为随

意又重要的场合中交流,这便是社交学习的过程;并且,松散的社团组织成立起来,以帮助想法的“实
现”⑥.因此,与其将这些地方看作是消费场所或是吸引人们的生活设施,不如将其看作是创意人群

进行职业拓展的场所.不仅如此,这些不同的动力指向一种社会协同、网络和机构的更广泛的集聚,
使得知识、技能、项目和评价过程在一个弹性的、非正式的且非常有效的社会生产系统中互动⑦.此

时,整个邻里变成特殊文化领域的“场景”———如切尔西的艺术场景、苏荷的时尚场景、下东区的音乐

和艺术场景,以及鲍厄里的音乐场景.渐渐地,邻里与休闲地之间的地理界限变得模糊,而在多元、开
放和设施丰富的地方创意场景得以形成.

由此,笔者总结了“场景”形成所需的三个要素:文化形式、地点和人⑧.这与“人类生态学”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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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空间的和文化的三个向度来分析城市不谋而合①.第一,“场景”通常产生于某个特殊的地点,
展现当地的文化生活.这个特殊地点不仅拥有大量的公共文化设施,也拥有丰富的消费场所,且经常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这些地点被“创意阶层”看作是他们的职业圈.第二,“场景”与特定的一种或几种

文化形式相关,如音乐、绘画、文学、时尚,并且经由交流与碰撞产生新的文化形式或内容.这些文化

形式为某种特定文化生活的拥护者识别其“文化特性”提供了“文化资源”.第三,“场景”是人的聚集,
这些人常常被描述为“非正式聚众”甚至是“混杂群体”,他们在文化艺术的圈里或边缘从事着五花八

门的职业.三个要素之间也存在着丰富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例如,人与地点都是文化形式的载体,文
化形式可以赋予地点或人新的身份或文化属性,而地点与人的作用则将产生新的空间,三个要素一起

作用形成“场景”.综上所述:“场景”是文化/亚文化的舞台;它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消费设施与地点出

现;它由各行各业的人们形成,并对城市文化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作用.

二、面向公共政策的“后场景”: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前场景”研究一直较为零散,特别是在中国,因语境转变,自由生长的场景难以与以文化为导向

的城市更新及创意经济发展有更好的衔接.直至以克拉克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出现,将“场景”纳
入区域发展及城市创意社区的研究范畴,才使其开始获得国内学界的关注.吴军和克拉克提出,全球

化、文化消费的增长、中产阶层化和个性化生活需求为后工业城市的转型和发展以及城市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带来了挑战②.据此,城市或区域的发展模式,也从原先占主导的“传统模式”(Traditional
Model)和“人力资本模式”(HumanCapitalModel),增加了“都市设施模式”(AmenityModel),即“场
景模式”,意指以文化为生产要素,以文化消费为枢纽孕育特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促进知识

经济的增长,带来城市的发展与转型③.
(一)“后场景”的属性

“后场景”研究时期,场景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可以总结为以“文化和价值观”为核心的“主体—生活

娱乐设施—活动”三角模式:首先,主体对工作或生活空间的选择蕴含在其对文化与价值观的诉求中;
其次,特定区域的文化与价值观蕴藏在生活娱乐设施的功能、种类和布局中;再次,文化和价值观通过

生活娱乐设施中举办的活动来形成现代生活秩序,并吸引个体的加入④.
吴军与克拉克提出构成场景的７个要素:(１)邻里;(２)物质结构,如艺廊、培训学校、书店、超市、

商场等;(３)多样性的人群,如不同种族、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的构成;(４)活动,如音乐会、社区

文化艺术节;(５)蕴含在以上四个要素中的符号意义和文化价值;(６)公共性,即这一场景对所有人开

放;(７)政治和政策,既包括政策如何塑造、维持、改造或生产出一个场景,也包括场景如何影响城市的

政治氛围⑤.在具体的场景分析中,学者多以前五个要素为分析框架,也有学者将其合并为三个要

素,即生活文化设施、多样性组织和文化实践⑥.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建立在客观结构和主观认识两大体系上.客观结构包括社区、物质结构、人

群和活动设施等;而主观认识则包括意义和价值、公共性及政治⑦.就场景的主观认识,克拉克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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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出合法性、戏剧性、真实性３个维度,包括１５个子维度(见表１).合法性是指因符合道德和信

仰所得到的快乐,即“善”;戏剧性是指令人快乐的呈现方式,即“美”;而真实性是指认同所带来的乐

趣,即“真”①.

表１ 场景的主观价值维度

场景

合法性 戏剧性 真实性

传统主义

自我表达

超凡魅力

实用主义

平等主义

亲善

违规

张扬

时尚

正式

本土

种族

国家

社团

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特性本身之间也有些趋同,如魅力的、张扬的和有感召力的,本土的、睦邻的

和传统主义的,那么一项设施也会体现多个特性.克拉克等进一步解释了这１５个价值维度的作用是

通过不同的搭配和赋权来阐释甚至创造复合型场景.另外,需强调的是,场景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
主张依据现实的需求来进行要素的组合,而这１５个维度也非其所创,而是来源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关

键性审美特征②.
(二)“后场景”的形成

“场景”理论从城市文化设施及其活动出发,分析其价值取向和行为主体,对其进行完善或加强,
吸引更多的主体、活动、设施的聚集,从而形成鲜明的地方场景.

一方面,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构成了“后场景”时期场景的形成.Navarro和Clark对文化与城市

更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们提出文化是一种发展性手段,推动着创意城市的发展;文化是一种

福利性措施,也使得城市获得教育的功能;同时文化是一种传导性举措,可以借助文化场景的塑造来

刺激文化消费③.由此,吴军等构建了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模型,即都市设施与市民组织组合成为特

定的场景,孕育了价值取向,吸引了人力资本,他们的消费实践推动了城市的发展④.
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政策与场景之间相互塑造.从城市尺度而言,城市特质需要场景来呈现.场

景理论摒弃了此前盛行的照搬“最佳实践”的做法,避免了千城一面的文化设施架构,而是充分利用或

更新现有设施,使新旧设施相得益彰,雇佣或创建中介组织来运营文化设施及活动,并鼓励多级政府

从不同角度参与区域规划,实现规划的最大价值⑤.从社区尺度而言,首先,需要对不同区域的邻里

氛围、基础设施、文化背景及文化需求进行调查,构建本土的文化设施数据库;其次,要了解本土的文

化传统、价值取向及政治环境等,以熟知当地的游戏规则;最后,要了解居民的参与及文化需求,构建

具有本土特色的都市场景.

三、从“前场景”到“后场景”的范式转型

“前场景”与“后场景”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Blum 提出的场景的“集体化”“戏剧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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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性”中的“距离感”和“友好性”,即与“后场景”价值维度中集体主义(社团)、戏剧性、违规和亲善

等价值观一致;又如,两者都强调生活设施.两者的转承,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从“自发形成”到“过程建构”
前场景阶段的“场景理论”主要围绕着人、文化形式及地点三要素;后场景的学者也认为,“前沿的

城市研究文献正在探索文化如何与人、地互动构成一个场景,从而定义一个城市社区,并且分析这样

的一个社区场景如何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态度和行为”①.在三者的关系上,前场景理论更为侧重相同

兴趣的人们的聚集,以及相应文化活动赋予地方的文化属性;同时,地方的设施是文化场景得以形成

的基础,也使得文化产生了地域特色,文化与地域互为标识.后场景理论则相对更为强调一个特定区

域所有消费设施所蕴含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所吸引的人群和相关的活动.因此,前场景理论侧

重于对文化景观的具体分析,从中展现出某一文化艺术流派的形成或转变,及其对区域文化特质形成

的影响和蕴含的非正式的微观文化经济效应.而后场景理论的重点在于通过构建蕴含文化及价值观

的生活娱乐设施来吸引创意阶层的加入,进而促进城市的发展;也就是说,“场景”的魅力是能够让人

们感觉到文化的适宜性和人文特性,并使城市成为人们思绪与情感交融激荡、启迪互补的地方,进而

引导公众行为,推动城市的发展②.简言之,前者以某一种或多种文化属性为核心,分析自发形成的

场景;后者分析场景,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场景.
(二)从“文化共生”到“政策适用”
两阶段的研究者都用了线性结构来描述“场景”的形成过程或动力模型.前场景理论有六个关键

节点,侧重于描绘场景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的微经济行为.后场景理论则提出了场景的“七要素”,相
较于此前的动态进化过程显得更为平面、精炼而方便应用,特别是凝练出场景价值观的三个维度———
真实性(身份所带来的愉悦)、合法性(意志所带来的愉悦)和戏剧性(呈现所带来的愉悦),并进一步分

解为１５个子维度,从而为解析或是构建城市场景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植入及其

所彰显的价值观,吸引创意阶层、新兴公司的流入,以及街区的更新,最后获得城市的持续发展及转

型.也就是说,前场景理论重在场景内部的基于社交网络的文化共生体系的构建,而后场景理论重在

研究场景与所处的社区、城市乃至区域的转型发展之间的关联.
(三)从“产消融合”到“偏重消费”
两阶段都强调文化设施、实践及消费活动.前场景理论的根基是创意产业和文化艺术的生产和

消费同时进行,两者相互滋养.在前场景阶段,场景代表了组织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以及生产者

和消费者形成共同的品位和彼此联系的方式;事实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地模糊,
从而形成基于社交网络的微经济生态和文化共生体系.而后场景理论在传统的生产、人力资本理论

基础上强调消费的维度,创意阶层的生产与消费及其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论述较少③.

四、场景理论的中国实践

国内场景理论研究最早出现于吴迪等就场景理论与我国城市择居行为的研究④⑤.此后,吴军的

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并成为中国城市场景数据收集及研究的负责人之一.直至２０１３年,国内文献一

直侧重于“西学东渐”,着力阐析“场景”理论的体系.伴随场景从文化研究到城市社会学领域,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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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场景”到“后场景”,场景理论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从自下而上的自然产生到成为城

市公共政策的工具,场景作为文化的表征,与政治、社会和经济产生持续联动(参见图１).就目前“场
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主要包括文化空间营造、文化消费促进和文化有机增长等方面,探讨的角度包

括文化主体的权利、文化消费与供给的关系,以及在文化社区的构建中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

动与统一.

图１　场景的运行机制构建

(一)文化空间营造

国内学者多从“场景”的要素中选取若干方面,对城市的文化场景营造进行分析应用.陈波将场

景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型升级框架,构建了系统的分析维度①.其他主流应

用涉及不同尺度的城市文化空间营造,从创意空间、历史街区再到实体书店,如中关村创业大街②,趋
旧趋新、且中且西的南锣鼓巷③,城市青年公共阅读空间等④;从传统型的节日文化场景,如天津传统

节日文化场景⑤,到代表新青年文化权利主张的北京７０６青年空间⑥.除了公共文化空间外,我国现

阶段遍布的文化产业园区和集群也已纳入场景理论的应用视野,场景理论关注对城市经济及空间布

局的影响,注重抽象的符号感知信息传递并强调创意阶层及市民主体文化参与的重要性,因此与文化

产业集群具有适应性关系⑦.张铮等提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已经进入“场景运营”阶段⑧;原来更偏

重于城市视角下的场景理论,也在中国农村地区公共文化空间研究中得到应用⑨.
(二)文化消费促进

场景理论是研究城市发展新动力的新概念,契合当前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新旧动能转化”
的现实需要.人们对消费已经不局限于功能性的基础消费,更多的是提升性的情感消费和符号消

费,其中以文化消费最为典型.城市已经不只是生产的中心,更是消费的中心.场景理论对我国文

化消费乃至整个城市消费的促进,重点表现在利用城市规划和管理手段谋求不同“舒适物”的最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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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吸引更多的消费人群.在当代以直播和短视频为代表的富媒体情境下,新媒介的传播功能为具

象的文化空间提供了虚拟的在场景观,通过场景的“再场景化”完成了对文化空间的二次建构,进而刺

激并促进了各类文化空间的文化消费①.对区域文化消费的传统研究往往考虑人均收入、公共文化

设施以及教育财政支出等因素,而场景研究提出不同场景的主体构成、多样性活动及价值观对文化消

费同样产生影响②.
(三)文化有机增长

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吴志明等基于莫洛奇的城市增长理论提出文化增长机器的概念.场景的

构成不是自动的,而是多方努力的结果;其中,政府、市场和大众是三个最重要的主体,不同主体都对

文化产生作用,将其作为治理、经济利益和自我表达的工具,三者形成文化增长机器模型③.在中国

当前的情境下,与西方社会团体为主导的文化增长模式不同,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增长模式如何将我

国社会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统一,如何兼容自下而上汇总的亚文化属性,是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的重大考验.
(四)城市发展与治理实践

随着场景理论的深入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广泛运用,其应用面进一步扩展到更为宏观的城市发展

与治理层面.正如金元浦教授与劳伦斯教授对话时提及城市场景的文化风格和美学特征对城市发展

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文化、文脉、城市美学形态和城市艺术的展示具有重要意义④.场

景与城市创新之间也相辅相成,场景有助于城市文化生态圈和市民体验的提升,而城市创新反过来推

进场景的日常化和落地化⑤.场景理论可以更好地助力城市各类空间的营造与发展,不仅仅是文化

空间,地下社区空间、菜市场、夜市等各类空间也都可以“重获新生”⑥.国内城市如成都出台了«关于

加快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见»等,已经把场景作为营造和革新城市的重要理念和举措,
场景理论在城市乃至城乡发展中的实践也将大有可为.

五、结论与展望

近二十多年来,有关场景理论的探讨逐渐从文化研究和城市社会学领域拓展到管理学、艺术学、
文化产业和城市规划等学术研究领域.场景理论经历了从“前场景”至“后场景”的转向,从自发形成

的以音乐景象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和创意场景,转变为通过背景调查和文化设施布局来构建的都市氛

围,主体也从多样化人群拓展到政府、市场和大众;其产出从文化形式转变为价值观;其分析重点也从

个体与场景的互动深入到场景与城市或区域发展的互动.由此,后场景理论似乎更为适应当下我国

城市更新以及文化创意经济发展的需求.
场景理论的发展随着文创产业、创意城市的发展而深入,从对自发形成的场景的分析到对都市场

景的构建,体现了城市公共文化政策的介入,成为文化空间分析及创意城市测度的新工具.“后场景”
由于其具有更强的工具性、可操作性和政策指导性而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但是“前场景”基于文化研

究的视角是“后场景”生成的基础,场景之所以成为场景在于其对文化的传承和包容,因此有必要梳理

并审视场景的范式转型.前场景理论对带有地域特性的文化现象及流派分析的贡献也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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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场景研究可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前场景”方法中对音乐等文化领域中非正式经济、社交

网络、微经济活动、文化共生体系等将继续深化;有关场景分析与构建也可用于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创新;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虚拟文化场景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诸如“抖音场

景”的构建也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在城市社会学的视域下,“后场景”理论在以文化社区为基本尺

度的分析中具有较大潜力,即采用要素分析法或价值维度分析法,对区域、城市乃至空间的场景进行

解构和重构.伴随我国的创意聚集从重生产的创意产业园区转向重文化的历史街区,再到重参与的

文化社区,场景与创意阶层的聚集和创意城市发展之间的关联需要更多的实证分析;同时,后场景理

论也将对文化消费、文化参与和文化主体权利的实现给予持续的关注.在两大演进趋势下,场景理论

之于政策的提升,一方面对于社区、城市乃至区域尺度的营造、更新和发展有所裨益,另一方面对于更

具包容性、双效统一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TheoryofScenes:ParadigmTransformationanditsPractic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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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ngwiththerichnessofurbanculturalpracticesandthenewdevelopmentofurban
sociology,thetheoryofsceneshasgainedmuchattentionofscholarsathomeandabroadinrecent
years．TheresearchprocessoftheoryofsceneswentthroughthetransformationfrompreＧscenesto
postＧscenes,namely,thescenesaretransformedfrom thespontaneousculturalphenomenon
representedby music,totheinteractionof“culturalform,peopleandplace”,andnowtothe
culturalconsumptionscenesandurbanmanagementtoolsformedbytheinteractionofurbancultural
powerandpublicpolicy．Atpresent,thetheoryofscenesismainlyusedtoanalyzethecultural
spaces,theculturalconsumptionandtheorganicculturalgrowth;infuture,virtualscenesandthe
experimentalanalysisofculturalcommunitiesbasedon‘postＧscenes’willbesomeofthedirection
worth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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