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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移民城市发展的文化
“跟进—引领”范式:深圳叙事

傅才武　王星星

摘要:２０２０年深圳建市４０周年,“深圳叙事”业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４０年的发展积

聚,深圳科技、经济和文化领域开始从“主体跟跑”位置转向“主体并跑”位置,文化创新作为时代命题被摆

到了深圳的面前.作为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之一,深圳的文化创新源于市场经济和移民社会等多重推力.
深圳对于时间货币化和效率的追求,不仅为深圳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赋予了深圳

“技术＋文化”的创新内涵和数字文化产业结构特征;而且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财富观念和农业社会生活节

奏,形成了深圳文化创新的初始起点.在国家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的压力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

者”的角色将会被进一步强化.“探路者”具有对发展方向和预期目标的强烈需求,这就要求深圳从技术支

撑文化创新的技术价值模式转向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模式,以人文价值来规范和引领技术

创新的方向,用人文社会科学来解决深圳人的身份建构问题,并为深圳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

愿景建立起共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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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样本,深圳４０年来的发展无疑是学界最为关注的重点案例.其中,关于深

圳如何在所谓“文化沙漠”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瞩目.傅才武于２０１１年撰写«区域

趋同环境下如何建构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战略优势? ———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为例»一文,专门讨论政

策扁平化条件下的深圳如何建立文化竞争优势①.李凤亮提出了深圳“创新城市”的本质特征,认为深

圳４０年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创新,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多元创新推动各领域

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行示范”也是“创新示范”② .李小甘从深圳经验出发,认为文化自

信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持久力量,他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以‘文化创新发展２０２０’
为总抓手,加快构建‘五大体系’,努力打造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③ 他同

时提出,通过市场渠道,深圳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
可以为“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深圳经验④ ,体现出深圳在推进国家战略中的文化自觉.

前４０年的深圳,其技术创新过程大体经历了从“专注于‘E’(Engineering工程),逐渐转入‘T’
(Technology科技),再进入‘S’(Science科学)”的渐进过程,这即是深圳的创新模式.⑤ 李凤亮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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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的近距离观察,总结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５种类型,一定程度上是

对深圳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特征的理论总结①.向勇将国家的文化政策模式分为五种类型,即基于

文化创富的演进型政策模式、基于市场引导的竞争型政策模式、基于文化保护的干预型政策模式、基于政

府引领的中间型政策模式以及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型政策模式②,这一分析框架同样适应于深圳.
王京生和李小甘等人对深圳文化的独特性有着深刻的体认,认为深圳文化始终承担着探路者的

角色,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深圳实践为国家战略提供试验与校正③.王京生直面深圳文化

积淀薄弱、移民城市的特征,力图通过建立“文化流动理论”框架来解释深圳文化建设的本质④.李小

甘力图在与全国其他城市的比较中归纳出深圳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借助于科技和产业的优势让深

圳超越渐进积累阶段,建立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适配的文化创新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特征、深圳城市文化特色和‘深圳学派’风格”⑤,并为“深圳学派”的筹建提供合理性.毛少莹

则梳理了“深圳精神”的成长历程,借助文化统计方法梳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杀出一条血路”过程中

关键时间段、历史事件,涉入深圳人的城市认同领域⑥.
针对拥有数百万农民工和城市移民的深圳人口结构,王为理等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公共文化产

品供给模式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问题,他们以深圳为观察基地,探讨了移民城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独特道路,并提出了改变传统公共供给方式的制度设计⑦.“农民工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需求相匹配问题.”⑧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文化建设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
但深圳建市４０周年,业已成为世界新兴城市发展的示范,对深圳文化建设的总结已不能满足于前４０
年深圳经验的总结归纳,而是要深入到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的功能结构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重新定位

进入“并跑位置”后的深圳在后４０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深圳是文化战略导向型城市

世界范围内,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同,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的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

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并形成“路径锁定”,影响城市未来发展的轨迹.
(一)两种城市类型与两种城市文化政策模型

从时间上看,城市文化资源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两大方面.历史文化资源

是指历史文化积淀为历史人文景观、一定人群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心理特征、精神气质.现代文化资

源是指精神观念资源、公共文化资源、艺术资源和现代媒体、舆论资源.其中,公共文化资源主要指为

市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机构,以及政府对其的投入,如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

馆、基层文化馆站网络、社区文化设施等;艺术资源主要指一个城市所拥有的文艺机构、院团、文化艺

术研究机构等的种类、数量、从业人员以及所能生产的文化产品的丰富程度;现代媒体和舆论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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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短信等新媒介”①.
基于文化资源的分类,可以将世界范围内主要城市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文化名城,如北

京、西安、罗马、纽约、莫斯科、伦敦、耶路撒冷等,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城市文化记忆,拥有独特的文

化遗存,还拥有历史街区、传统建筑、城市广场等文化记忆空间载体;另一类是新兴城市,如迪拜、深圳

和洛杉矶等,城市发展历史较短,有移民城市性质,汇聚了众多新兴产业,主要拥有现代文化资源.
两种城市类型,导致了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路径的差异.对于诸如北京、西安、伦敦这类历史文

化名城来说,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初始环境和“城市底色”,也往往是城市文化性格

和旅游形象的核心内涵.城市文化遗产借助于城市主题文化展示系统的城市规划控制,形成城市文

化战略和政策的源头和最初路径.对于诸如深圳、迪拜等新兴城市,则与之相反,主要通过现代文化

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逆向进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进而塑造城市经济文化形态和城市整体样

貌.综观世界主要城市,两种性质的城市分别设定了各自的文化战略定位和文化政策路径.

１．历史路径导向型传统城市———“守夜人政策模式”.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战略和发展规划必须

遵循城市的文化脉络和城市空间的文脉肌理,需要满足凝聚特色主题文化和主题形象以形成比较优

势的城市规划要求,因此城市文化战略和政策的设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的布局,都
必须要遵循历史文脉和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固有结构,以此为“红线”进行规划和政策创新.

例如,古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就充分阐述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政策模式.２０２０年８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２０１８ ２０３５年)»的批复,确立了首都功

能核心区未来３０年的发展规划蓝图.“批复”提出,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具有

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是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全国文化中心最重要的载体和根基.
其中,特别规定“老城不能再拆”,坚持“保”字当头,精心保护好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城市借助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确立了以文化经营城市的文化

策略.“文化政策被用作创新和优雅、老练和世界主义的象征而使用.”②各种各样的艺术节、文化节、
时尚表演、体育赛事和其他文化项目,都被城市政策制定者用作支持国际化的项目,以此增强大都市

的形象和城市的吸引力.
在批评者看来,这些欧洲城市使用文化政策来应对经济转型的“社会痛苦”,是一种“狂欢似的面

具”,有利于政客借此隐瞒社会的不公平、两极分化以及阶层间的冲突.但在乐观者看来,地方政策制

定者挖掘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潜力,使得城市的经济更加现代化和丰富多样,城市文化政策和文化

建设是“社会黏合剂”,有利于“团结新移民,鼓励社会融合并塑造新的公民认同”③.
这种文化政策体现为一种先验型的政策模式,具有“路径锁定”的性质,一般难以进行“大破大立”

式的创新.政府在其中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守护人和文化建设的执行者,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管理

者”(守夜人)的职能,因此将这一模式称之为“守夜人政策模型”.

２．目标主导型创新城市———“工程师政策模型”.在一些新兴城市,由于较少的历史路径依赖,
可以按照特定的理念和战略目标设计城市的文化政策,建构城市(或者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

策体系,在政策模式上体现为基于城市发展愿景的理性自觉,在形式上表现为“工程师式”的设计和

建设方案.
深圳从１９８０年代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期间经历了几代深圳人坚持不懈

的文化战略设计和政策建构.例如,作为对１９８０年代“文化沙漠”的回应,深圳人“勒紧裤带”,兴建了

科学馆、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电视台、深圳大学、体育馆、新闻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初步确立了

０２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毛少莹:«深圳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中国文化产业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佛朗哥比安基尼:«重建欧洲城市:文化政策的角色»,王列生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佛朗哥比安基尼:«重建欧洲城市:文化政策的角色»,王列生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城市协同发展战略.２００３年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文化立

市”战略,先后出台了«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７ ２０２０)»«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条例»
«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规定»«关于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深圳经济特区科技

创新促进条例»等一系列规划、政策和专项文件.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开始,市财政每年安排５亿元扶持资

金,用于支持文化创意企业及项目.这一系列的文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及与之配套的深圳“文化立市”
战略的推进,深刻表现出深圳文化战略设计的力量.

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其文化政策体系符合“工程师政策模式”特征:一是具有时序清晰的政策演进

脉络;二是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政策设计;三是建立了超越历史文化资源“路径依

赖”的文化战略目标和行动策略,体现出一种在文化战略目标引导下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定力”.“文
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见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

积累,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

淀和接力推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６个月,经济体制变

革需要６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６０年,甚至更长的时间.”①正是由于持续性的政府文化政策供

给,深圳文化创新系统才得以逐步形成,并对深圳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深圳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创新战略定型”的探索过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深圳的文化建设,主要基于一种深圳人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

觉”是指相对于其他文化的“自知之明”,即明白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

展趋向②.冯天瑜先生认为,作为人类创作物的文化,人的文化自省能力是达到文化自觉的关键,“文
化自觉”是与他文化进行比较而获得的对自身文化特质的认知:“文化自觉建立在对自己文化和外来

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文化自觉还必须反复、多次进行,古代的文化自觉不能代替

近代的文化自觉,更不能代替当代的文化自觉,而且这种历程尚无止境③.

４０年来深圳从所谓的“文化沙漠”逐步迈向“文化绿洲”,同样经历了由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再到

文化创新的三级递进过程.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年第一阶段为“文化自省”阶段,是以建立深圳人的地域身份

即城市认同为主,体现为以特定的文化政策主导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第二阶段为“文
化自觉”阶段,以文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主,探索新兴城市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独特道路,主要体

现为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政策创新试验.“深圳的文化自觉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体现了

不役于物的主体意识,体现了自我体认、自我发展的深刻觉悟,体现了对自满、保守和停滞的警惕,从
而使自身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发展的潜力.”④２０１５年至今第三阶段为文化创新阶段,重在构

建以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为引领的城市文化生态,形成以文化运营城市的战略框架.这三个阶段总

体体现为从凝聚城市认同,到文化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再到构造城市文化创新生态的渐次演进过

程,代表了新兴城市一种普遍性的发展道路.

二、深圳文化创新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深圳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大城市,主要在于其文化创新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与历史城市的路

径依赖色彩不同的先锋型文化内质,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智慧型文化形态,与产业融汇的力量型文化品

质,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嵌套的一体化文化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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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红旗文稿»２０１０年第１５期.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冯天瑜:«中国路径与文化自觉:勿陷虚骄与自卑两极病态»,«光明日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第１５版.
苏艳丽:«深圳文化实践及其先进性分析»,«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一)先锋型文化内质

１．摆脱了计划体制束缚的新型市场观念.２０１０年８月,在纪念深圳建市三十周年之际,深圳市评

选出“深圳十大观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

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

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
一方面,这些新观念通过对深圳实践的总结,凝练成城市的核心价值观,让深圳拥有了城市内在

的精神品格,让深圳拥有了自我身份建构的坐标.另一方面,这些新观念代表了与市场经济制度和工

业文明、信息文化发展要求相匹配的精神和文化力量,以一种“对照示范”的方式,让中国在几十年计

划体制下板结凝滞的前工业文明观念显示出价值缺陷,从而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深圳经验示范的双

重作用下,计划体制首先在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松动,深圳承担了国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

践示范.
在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初创时期,深圳许多勇闯禁区的改革探索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一

种以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大

众文化快速形成.”① 总体而言,推动深圳文化创新最深层力量,来源于市场经济,存在于市场经济理

性中所蕴含的创富激情.“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构成

了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对于理论界,这一口号不过是人们价值取向上的观念共识,但对于市场和产

业界,这一口号既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荣誉标识,作为被销售

的商品,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进入到物质生产领域,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
先锋型文化内质,表现为突破旧模式、旧框框的艰难努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尽管“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几经拆除,又几经竖起,直到１９８４年,这一口号被收入了«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争议才得以告一段落.这一事件体现出深圳人为摆脱计划体制观念束缚而坚持的勇气.深

圳作为经济特区,始终肩负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正

是有了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使命加持,深圳的文化探索具有了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意义,肩负着思想解放

和文化探路先锋的历史责任.
在这些新观念的培育下,深圳城市顽强地从传统社会结构生长出“文化新质”.毛少莹总结为:

“作为整体的深圳人普遍表现出:乐于接受新生活经验,随时准备迎接社会变革;思想开放,尊重不同

意见;讲信用、契约精神强;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创业意识和个人效能感;更强的计划

性;与国际惯例接轨;重视专门技术;敢于挑战传统,乐于创新;乐于结交新朋友;接受新生活方式;乐
于参与社会组织或活动等.即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学者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一书所概括的人的现

代化的若干特征.无疑,这是深圳与内地别的城市相比最大的文化差异,也是深圳最重要的文化

成就.”②

２．基于移民城市特质的理论创新的力量.深圳学界特别注重理论总结和创新,将建市以来移民

城市文化实践的经验,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化,形成了理论的力量,体现了深圳学人的理论自觉.
王京生直面深圳文化积淀薄弱、移民城市特征,建立“文化流动”理论框架阐述深圳文化建设道路

的特殊性,为建设“深圳学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和重要突破口.“文化流动”从理论上回答了深圳

等这样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移民城市,能不能建设文化高地这一理论问题.深圳社科院原院长彭立

勋认为,在全球化流动的大背景下,文化积淀论已经不能解释城市文化发展的规律:“为什么一些曾经

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很深厚的地方到了今天却成了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化发展积淀相对落后

的城市和地区却在文化发展上相对居上?”他认为推动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的原因,与其说主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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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少莹:«深圳文化四十年回眸»,载于王为理主编«深圳文化发展报告(２０２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４页.
毛少莹:«深圳文化四十年回眸»,载于王为理主编«深圳文化发展报告(２０２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２页.



文化积淀和文化存量,不如说在于文化流动和文化增量.“(‘文化流动’理论)这种观点很新颖,提供

了观察文化发展的新视角,是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动力的一种重新认识.这一理论不仅是合理的,而
且是辩证的.”①“文化流动”的理论表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个文化积淀

薄弱的城市如何实现文化快速发展的问题.
于平教授评价为,“文化流动性”宣示了两个基本定理:其一,流动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

其二,文化流动过程就是文化创新创造的过程②.“文化流动”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相比于“文化积

淀”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立足于“人是文化的载体”这一基本判断,为作为全球较大移民城市的深圳

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框架.正如人们普遍误认为１７７６年建国的美国相比于欧洲是一

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新教徒带到新大陆的仍然是欧洲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一

样.人是文化的载体,流动的移民正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现象表明,深圳正在努力寻找一条“具有深

圳特色和风格的学术研究方法,充分挖掘、展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气派、深圳特色、时代精神的思想

理论体系”③,以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基于深圳经验的理论逻辑.

３．市场观念和理论创新之上的行动策略.没有创新观念,就不可能有创新性行动;但仅仅停留在

创新观念层面,而没有转变为全社会共识和行动实践,观念和理论仍然不能产生实际的生产力,不能

形成物质力量.由观念创新和新理论凝聚而成的创新性制度和政策,就成为推动深圳发展的关键.
在从创新观念上升到全社会共识行动的这一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者和领航人的作

用,推动了深圳先锋文化的最终形成.如深圳市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观念,转变为创新创业的

激励政策.２００４年,深圳发布«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６
年,出台«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同时深圳把创新上升到法律层面,制
定了全国首部改革创新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２００８年,深圳推出«深圳国家创新型

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４年,获批成为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与市场观念相对应的是探索市场体制建设的共同行动.在建市之初,深圳以市场为导向的“破冰

式改革之履”包括一系列首创:１９８７年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到１９８８年,宪法修正案才明确“土地使用

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建立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最先采用工程

招标的办法;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改革;最早由企业创办银行.深圳的改革“尖兵”作用,充分体

现出在计划体制的总体结构中撑开一种局域性的市场体制结构———这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核心

文化内涵.
这些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理性,既为深圳和全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感,

又赋予了深圳人和全国人民冲破“左倾”思想禁锢的初始动力.此外,深圳的基建招标制、劳动用工合

同制等制度也输出全国.这些领域的创新,樊纲总结为价格闯关、劳动用工制度转轨、市场决定分配、
土地使用制度“突宪”、建立外汇市场、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与非国有主体合作、建立证券市场、争
取特区立法权、财政计划单列等④.这些全国首创,突破了当时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保

守观念,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先锋力量”.
(二)智慧型文化形态

“文化＋科技”的独特发展路径,构建了深圳智慧型文化形态.正是得到了科技市场的强大支持,
深圳的文化资源快速顺利地实现了资本化,使文化创意的潜在市场价值转换成现实的文化生产力.

２０１７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２万件,占全国的４３％;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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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惠娟:«看经济特区如何隆起文化高地»,«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第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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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等:«中国经济特区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６９页.



重达到４１３％,业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深圳科技研发人员在企业工作的有２９４万人,占

９４８％.其中,科技研发人员平均年龄为３２３岁,３５岁及以下的专业技术人才占４５５％.深圳累计

建成创新载体１７６１家,其中国家级１１０家,覆盖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从 E(Engineering
工程)、T(Technology科技)再到S(Science科学)就是深圳模式,这是一座城市不断向源头技术进发、
不断提高自身创新力的表现.”①有数据统计,美国硅谷的企业成长为独角兽所花的时间平均不到

６年,而深圳只需要不到３年时间.一些技术领域深圳已经与世界发达国家“并跑”.
例如,深圳腾讯集团,业务覆盖社交、网络游戏、动漫、媒体和云服务等多个领域,年收入超过２０００

亿元.其微信和 WeChat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１０亿人次,成为从深圳走向世界的全球互联网企业巨

头.２０１８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２６２１７７亿元,占 GDP的比重超过１０％,高出全国５８％,
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接近于世界文化名城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深圳借助“文化＋设计”嵌入世界文化创意网络,构建了深圳的智慧型城市特征.深圳作为中

国首个“设计之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创意城市网络,与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城市和国际设计理事会

等互联互通,借助于“文化＋设计”与工业制造、广告、服装、家具、珠宝、装饰等产业部门以及动漫、
游戏等新兴行业的协同发展,赋予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创意设计价值,引领深圳的制造业、旅游

业等传统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促成 “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发展,也赋予了整个深圳以

智慧文化形态.
(三)力量型文化品质

深圳文化的力量品质,首先来源于“杀出一条血路来”“敢为天下先”的国家使命感中的内在张力.
这种国家使命感使深圳文化自带“拓荒探路、敢为人先,不计利害、挺身入局”的勇气,赋予了深圳社会

“一往无前、锐不可当”的青春型、力量型精神气质.

１．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市场载体力量.深圳华为集团、腾讯集团等７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迈瑞、大疆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已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行业龙头.也拥有华强、华侨城、雅昌等文

化领军企业,４０多家文化上市企业,３０００多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５万家中小微文化企业.这些企业

借助于５G、微信和抖音等大众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汇集新闻信息、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
网络视频等数字文化资源,汇成信息传播的整体性生态系统,带动社交新媒体迅速发展,成为大众文

化消费产品,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

２．“渠道＋文化”的传播扩散力量.深圳文化借力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全球通达,构建了全

球性文化市场渠道.相对于内陆城市文化产业生产和营销模式,深圳全球性市场的形成,使之拥有了

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和市场力量.近２０年来,深圳紧紧依托文博会,带动深圳文化企业领跑全国,走向

世界,让深圳的大批文化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例如,在文博会作用下,深圳雅昌由传统的印刷

公司演变成文化产业领域的龙头公司;文博会的“文化＋旅游”,让华侨城集团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主题

公园运营商;“文化＋科技”让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成长为中国版的迪斯尼.深圳文博会以其整合全国

和全球文化产业资源的优势,赋予深圳文化发展以巨大的创新动能(参见表１).

表１ 历届深圳文博会主要数据统计 单位:亿元,个

届数 时间 成交额 出口额 参展商 海外采购商 分会场

第一届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 ２２日 ３５６．９ — ７００ １０２ １

第二届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 ２１日 ２７５．４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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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远鹏:«深圳:打造全球创新之都»,«小康»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



　　续表１

届数 时间 成交额 出口额 参展商 海外采购商 分会场

第三届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 ２０日 ４９９．１３ １３４．６５ １６３９ ９５００ １８

第四届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 １９日 ７０２．３２ １２９．６３ １６８７ １２０００ ２４

第五届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 １８日 ８８０．６９ ８７．６６ １７０８ １５０００ ３０

第六届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 １７日 １０８８．５６ １１４．０６ １７９７ １０６８０ ３５

第七届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３ １６日 １２４６．８５ １２４．１１ １８９６ １２０００ ４０

第八届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 ２１日 １４３５．５１ １１５．２２ １９２８ １６０８１ ４０

第九届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 ２０日 １６６５．０２ １２３．８２ ２１１８ １６３４７ ４３

第十届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 １９日 ２３２４．９９ １６１．３８ ２２６３ １７６９６ ５４

第十一届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 １８日 ２６４８．１８ １６４．８５ ２２８６ １８５４２ ６１

第十二届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２ １６日 ２０３２．０１４(实际成交额) １７６．９７２ ２２９７ １９５２３ ６６

第十三届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 １５日 ２２４０．８４８(实际成交额) — ２３０２ ２００１６ ６８

第十四届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 １４日 — — ２３０８ ２１３８６ ６７

　　资料来源: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３．“文化＋金融”赋予深圳文化以杠杆力量.以深圳证券市场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为基础

的深圳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和文化创意产品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金融”融合平台.更为特殊的是,
文化产权交易所推出的“文化四板”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服务平台.同时,拥有金融牌照的平安

集团和招商局集团,以及持有互联网金融全牌照的平安集团和腾讯集团,又建构了文化金融全产业链

运营平台.深圳资本市场、金融控股集团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一起,建构了“文化＋
金融”的完整生态系统,让文化资源和文化资产的价值,得以在文化金融全产业链平台上不断积累和

转化,使深圳文化产业生态圈拥有了其他城市不曾拥有的“金融(以及科技)支持文化、文化运营城市”
的强大力量.

(四)以市场为核心的嵌套型文化生态系统

经过４０年的探索,深圳文化创新的战略、政策和行动,逐步结构化成一个初级的创新型文化生态

系统.
这一生态系统,借助于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逐步建立起“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

＋渠道”的政策支撑系统,发挥“市场配置”＋“政府调节”两个作用,推进科技与文化实现多领域跨界

融合,形成深圳特色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此基础上,政府、公共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和居民群体等共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哲

学社会科学,实施文明城市建设,强化城市认同,强化城市品牌形象,强化城市的价值创新、价值分享、
价值传播和价值认同,形成了深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相协同的一体化

文化生态系统.这一独特文化生态系统,以文化市场为核心,以文化产业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

两翼,文化建设与城市价值创新、价值分享、价值传播相融合,形成了深圳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文化根

基(如图１).“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历史、传统、民
俗等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思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

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①

５２

新兴移民城市发展的文化“跟进—引领”范式:深圳叙事

①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红旗文稿»２０１０年第１５期.



　　
图１　基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上的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结构

三、深圳文化创新试验的模式价值

建市４０年来,深圳从基础文化建设起步,逐步成长为文化创新特征鲜明、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协

同发展的城市精神文化系统,这不仅仅是文化战略引领和文化政策设计的结果,更是国家愿景与社会

愿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合奏”的结果,有其深刻的逻辑.
(一)唯有“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逻辑,能够建构城市文化创新的“底盘”
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演进,靠的是市场经济理性.“深圳文化一直走在努力积累、沉淀、探

索的路上,靠的不是大师、不是沉淀、不是资源,而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场和人的活力与创新.”①经

验证明,深圳十大观念之一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

(而不是在政治环境中)才能得到实践,并借助于市场机制,转化为城市的创新创业激情.粤港澳大湾

区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８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指出,深圳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深圳

每千人注册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数,均为全国第一,此即是源于市场经济理性支撑的文化力量.
深圳文化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不断成熟的文化市场所支撑的不断壮大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位于文

化创新体系的核心.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育以及城市年轻移民群体的消费需求相契合,在奠定深圳文

化创新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建构了市场的务实创新观念.文化产业优势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深圳精

神、城市品格和城市形象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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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

神生产也是这样.”②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相融合,成为深圳文化创新的“密码”(表２、图２).

６２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黄士芳:«深圳文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文化新形态»,«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第７版.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１页.



表２ 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 单位:亿元

　　　年 份

项 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文化产业增加值 ５４．０５ ５５ １３５．３ １６３．３９ ３００．４６ ３８１．９６ ４６０．０５ ５５０ ５３１．３ ６３７

GDP ２４８２．４９ ２９６９．５２ ３５８５．７２ ４２８２．１４ ４９５０．９１ ５８１３．５６ ６８０１．５７ ７８０６．５３ ８２０１．２３ ９５１０．９１

比重 ２．８％ ２．５％ ４．７３％ ４．７７％ ６．１％ ６．７％ ６．８％ ７％ ６．４８％ ６．７％

　　　年 份

项 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文化产业增加值 ９１１．５ １１５０ １３５７ １５５３．６４ １７５７．１４ １９４９．７ ２２４３．９５ ２６２１．７７

GDP １１５０２．０６ １２９５０．０８ １４５００．２３ １６００１．９８ １７５０２．９９ １９４９２．６ ２２４３８．３９ ２４２２１．９

比重 ７．９２％ ８．８８％ ９．３６％ ９．７１％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８２％

图２　２０１１Ｇ２０１８年深圳文化产业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Ｇ２０１８)整理.

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正是千千万万追求财富和梦想所汇成的巨大力量.市场体制所

内置的经济理性,顺应了经历了长期压制之后人们渴求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民心天性.深圳文化创

新系统的发展,只有在中国改革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下才能获得科学的解释.
建市４０年来,深圳经验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践验证了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社会从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转变的必由之路.正如约翰霍金斯所说:“人人都有创意,
创意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市场.”①正是市场体制的成长和完善,成就了文化创造的持续发生;正是市

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为深圳的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协调运行提供了基础条件.而要保证这种体制的

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探索建立与市场体制相配套的制度文化环境又成为基本前提,因此,持续的文

化创新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运行,成为深圳４０年改革经验贡献给世人的重要启示.
一定意义上,深圳文化根植于深圳市场经济行为之中,是借助于市场的渠道释放出来的人的力

量,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深圳改革开放经验,最成功之处是对“人的解放”———通过开拓崭新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释放出人的理性力量———通过市场体制及其配套制度,充分肯定了人们对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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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林海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１页.



的合理欲求,突破了农耕时期形成的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传统财富观(财产观),从而

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动力.
王家范先生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认识»一文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财富观念对于现代

化的阻碍.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产权观念模糊,“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农业

产权的模糊和富有弹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产权的‘国有’性质,植根于政治强制度化与

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策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得无处不在,根深

蒂固.长期被看作‘私有’形态的土地产权,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在收益权和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

立、不完全,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或强

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朝不虑夕,私有制极不充分、极不纯粹.直至明清,三种

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

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

保障.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①从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这一意义上说,深圳

的发展史,既是一部人性的回归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心理的开放史.
深圳文化创新的最重要基因不是来自本地和传统,而是来自经济特区的定位和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在场”.经济特区定位强烈的经济取向影响着深圳城市文化的发育和成长.经济特区将资本、
劳动、技术、土地等要素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动能,形成深圳力量型文化特质.移民社会与

经济特区两种基因的汇流,也使深圳城市文化深陷在时间的货币化和对速度或效率的崇拜之中.②

但深圳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探索建立了正确对待财富以及善待财富创造者的全新价值观念,这不

能不说是得益于深圳市场理性的独特性,市场机制一直是深圳文化发展背后的强大动力机制.
(二)深圳文化创新战略,建构了城市创新型文化性格与形象的正循环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城市文化性格的内核是城市的文化气质,包括在城市居民共同

体倾向性态度和稳定的行为方式中;其外在形态即为城市的文化形象,包含在城市居民共同体的价值理

念、行为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中.城市文化性格的形成,既要受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地理空间直

接的影响和制约,又要受到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共同体发展愿景的间接影响;同时,城市文化性格在与城

市经济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渐进演变,一方面适应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城市经济结

构.在城市共同愿景的作用下,城市的经济结构、文化性格与城市形象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图３).

图３　城市初始条件与城市文化性格、文化形象之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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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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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年来深圳文化创新战略的持续推进,塑造了深圳的创新型文化性格.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

事件上都留下了深圳的足迹,这构成了深圳先锋性文化性格的重要历史来源.移民城市较少受来源

地传统的家庭、社会和机制的束缚,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忧患、革新、求异、竞争、
先锋、开放、多元、宽容等创新文化要素,在深圳这座新兴移民城市聚集,让深圳焕发出强大的创造性.

有学者认为,建市４０年,深圳“还积累了大量‘看不见’的文化资本.如:‘改革开放第一城’的独特形

象;以‘深圳精神’为代表的观念优势;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朝气蓬勃、青春时尚的城市特

色等.”①深圳的文化形象,正是以市场为动力机制,以观念文化创新和技术文化创新相融合为基本形

态,以改革开放为符号和象征系统的创新型文化.

１９７８年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包含了“改革”和“开放”两个层面的内涵.“改革”体现为从传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开放”则体现为对外开放,向世界开放.对深圳来

说,开放则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其代表国家对外进行国际交流;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对内开放,即对

内以特区市场经济的实践示范,带动全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展开与创新发展.这种“深圳经验”通过文

学、艺术、戏剧和传媒系统的加工,上升为深圳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由深

圳带头试验成功,深圳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种观念逐渐成为深圳城市形象的典型特征.
(三)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深圳故事”,具有“国家立场,深圳实践”的叙事力量

“国家立场,深圳实践”的贡献在于,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提供了深圳样本.如何确立经济

体制下文化建设的战略和政策路径,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照.深圳的文化创新实践,为文化

体制改革的操作者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感(参见图４).

深圳文化创新系统从文化体制创新起步,一开始就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战略相呼应.１９８９年,深
圳市借第四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机,率先制定了新的文化体制改革方案,成立深圳市文化委员会,将“小
文化”管理改为“大文化”管理,在全国较早地建立起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三位一体的“大
文化”管理架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运作,对后来的大部制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深圳一直处于“改革尖兵”的行列.２００１年,深圳成为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承担了“中央统筹推动、深圳配合改革试验”的任务.２００３年中办和国办转发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正式确定上海、深圳等省市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

２００１年９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要求深圳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进行超前探索,１１月,深圳决

定成立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牵头起草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２００３
年起草«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上报中央并获原则同意.随后,深圳在文化体制改

革领域先后出台了«深圳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等文件,推出了“文化

投融资体制”、设立“深圳文博会”等政策措施,同时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市级文化行政审批事项从

１０２项精简到１１项,着力解决政府的“越位”和“错位”问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２００４年前后,深
圳以“一团一策”方案推动深圳歌舞团转企改制,由事业单位转制为文化企业;深圳粤剧团实行股份制

改造,由事业单位法人转变为股份制企业;深圳交响乐团则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在人事制度、投融资

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全国艺术院团转企改制到２０１２年才基本完成);深圳图书馆等单位探索实行理事

会制度;２００２年成立深圳报业集团,２００４年成立深圳广电集团和深圳发行集团,随后探索建立以三大

文化集团为对象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模式.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经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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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连续三次被中央授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称号.①

图４　深圳在地试验与国家文化强国目标的呼应

“国家立场,深圳实践”作为深圳的文化自觉,体现在深圳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

目标保持着一致性.以深圳全民阅读为例,自２０００年起深圳就开展了以读书月为载体的全民阅读

活动,业已经坚持了２０年.为实现“全民阅读”这一目标,深圳市通过«深圳文化创新发展２０２０实

施方案»,实施“全民阅读”支撑系统;推进落实“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建设规划,对原特区外

书城在培育期内每年给予５００万元专项补贴,市政府总投资２０亿元,同时由出版发行集团再出２０
亿元,在全市每个区建设书城;健全市级中心馆、区级总馆、街道分馆和社区图书馆四级网络体系,

大力实施数字图书馆工程等,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全覆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深圳再次荣获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全民阅读”已经成为深圳一个重要的文化标识和城

市符号.

深圳“全民阅读”作为一种实践模式的价值贡献在于,“全民阅读”与国家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的目

标联系在一起,既将“全民阅读”作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构成”,作为深圳提升文化素养、推动

创新发展的基本措施;又作为“新时代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

文化活动”的重要措施,“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手段与基础工程”,“肩负起不断满

足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新使命.”②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以及它所附带的价值观

系统塑造着我们的信念、决定和行为,同样是塑造其城市形态的基本力量.

深圳城市文化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保持着目标和政策上的一致性,并以在地试

验,来阐述并反馈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科学性或者局限,形成了“国家战略—深圳实践”的良性互动.

其他还有诸如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圳行动”.“深圳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立企

业‘走出去’联盟,搭建海外投资风险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对外合作园区,已在３８个沿线国家布局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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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金额逾４２０亿美元,与５２个沿线城市结为国际友城和友好交流城市.”①深圳为此策划制作

了大型新闻纪录片«共赢海上丝路»,以“走出去”的深圳企业为蓝本,讲述深圳企业在海上丝路沿线２０
多个国家拓展打拼的故事,有抽象的理念,也有具体的叙事,更蕴含着普通人有血有肉的人生历程,努

力为“中国式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深圳经验②.

四、建设完善２１世纪“并跑城市”的文化创新生态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未来的深圳要

建成“先行示范区”,进一步明确了“探路者”的定位.从１９８０年设立“经济特区”到２０１９年定位“先行

示范区”,这既是对深圳前４０年发展成就的肯定,也对后４０年深圳的更高期许,即２０２５年、２０３５年和

２１世纪中叶三个时段,国家为深圳设立了“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

例”“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三步战略目标,高远宏阔,催人奋进.

(一)推进两种文化融合,以优化深圳创新的整体生态

可以预期的是,后４０年深圳与前４０年的深圳相比,将面临完全不同的国内文化经济环境和国际竞

争环境.前４０年的深圳,在技术创新领域已经逐步从“跟跑”进入到主体“并跑”、部分“领跑”的状态.

“并跑”企业的首要需求,就是整个企业的方向感,这在华为等领军企业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随

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开始感到前

途茫茫,找不到方向.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

累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

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③

迈克尔波特１９９０年提出生产要素导向、资本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分期理论④,

四个阶段的循环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周期或者发展周期.其中,创新驱动是指技术突破作

为生产的主要驱动力;财富驱动是指人的全面发展追求,对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娱乐等生活享受

的追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圳在建市前４０年间,完成了西方工业化２００多年的发展历程,

是一种被压缩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既有要素驱动、资本驱动,也有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但主要

呈现的是一种以金融和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过程.

后４０年的深圳与前４０年深圳不同的是,由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的格局,将不得不转向人文文

化创新引领科技创新的格局,即进入到“财富(文化)驱动”发展新阶段,深圳必须重建有利于人文文化

创新、有利于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相融合的整体生态.早在１９５９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

剑桥大学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提出,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正被割

裂为相互隔离的文化“两极”,这种状况将对运用技术以缓解世上问题的前景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也

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在破除对科技的盲目崇拜的同时,必须要促成科技与人文的

融合,人文文化必须要给科技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culture)不仅是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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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科学家群体具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

同的方法和设想.当科学主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时,如果两种文化不能

或不去进行交流,那就十分危险.因为“科学家在一种割裂的文化中提供某些只属于他们的潜在性知

识”,必须要用承载“我们的良心和善良愿望”的人文文化去进行规范:“到２０７０年,只要科学还在进

行,将有比现在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的自然界的协调.这就是文化,它不能不表明时间之前的方向.

它同自己的过去有着有机的、消除不了的联系.用伯斯汀的话说,‘在科学中,对过去的洞察融合于现

在之中,正如我们祖先的遗传物质整合于我们躯体的组织构造之中.’”①

(二)要警惕身份角色内在冲突导致认同模糊陷阱

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自我”和“他人”区分基础上,社会成员或者群体通过对“自我”特征的确证,

来明确自身的特征和群体性归属的认知过程.身份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是一种被他人和自我共同

建构出来的符号标识系统,由个体或者群体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互动关系的性质所决,并非人或群体

内生的因素,因而是可以被同化和改变的一种柔性的价值认知和自我定位.但因为身份认同对于个

人和群体都具有价值驱动作用,能够直接和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式.因此,身份认同被认为是一个城

市共同体的力量与信心的源泉.

４０年来,深圳一直在努力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深圳的身份认同———城市(地域)认同意味着我

们是否认为自己与其他城市居民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将这一共同体看作是

“我们的”,我们隶属于“我们”,并以地域范畴和符号联系的方式,将个体与“我们”绑在了一起,而不是

与其他城市(如祖籍地)的人绑定在一起.尽管城市内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关系上“我们”彼此关照、

共同提携以实现城市目标并要继续生活在共同的城市空间.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价值观,符合深圳移民城市的特征.深圳也一直努力建构与中国改革开放

相关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保存与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相关的集体记忆,在城市居民共同体中建

立起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但这一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在深圳的后４０年,如果

前４０年塑造改革开放先锋的身份认同的努力没有取得进展,深圳也将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前４０
年深圳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理性是深圳后４０年得以继续发展的基础.但对于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建

设和城市发展愿景来说,市场经济理性,也因其自带的功利主义价值缺陷,对于文化认同和城市身份

建设具有“遮蔽”作用.

例如,作为移民城市深圳,经济对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动体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之中.“速度和效率”本身既是市场经济理性的表征,是城市经济成长和日常生活中物质进步的首要条

件,也是城市文化繁荣的基础.正如约翰汤林森所言:“所有复杂的文化批判、知识分子的异议、对于生

活步调加速的焦虑‘都无法抹减以下事实:世界一再地选择了速度时间’.”②但是,“时间就是金钱”体现

市场经济理性的同时,也体现出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运作原则,是“金钱至上,物质第一”的价值表达.在

前４０年的深圳奋进时代,这种价值观挟带着功能主义的巨大力量,构成了深圳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但作

为深圳移民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导向,物质社会与科技景观、物质崇拜与技术崇拜互动融合,时间的货币

化、对速度与效率的追求遮蔽了深圳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③,使一直在努力建构深圳人的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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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目标不易达成,“深圳人”的概念缺乏自认,深圳人的身份认同还没有真正形成.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仍在真诚呼唤“来了就是深圳人”.但深圳由于缺乏由亲缘、友谊、工作、

休闲、出生、居住及其他关系形式所构成的、稳定的社群和网络,主要由经济共同体维系着的文化共同

体就具有天然的经济依附性和脆弱性.在年轻的移民社会,深圳移民处于自我身份被现代性消解、旧

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却难以辨认的状态.特别是经济对文化的压倒性影响深入移民社会,对财富、

速度、效率的追求达到崇拜地步,深圳本土文化在强大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其在地性

和特色化就显得十分微弱,深圳城市的身份认同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仍须持续数十年的久久之功.

(三)积极打造“深圳学派”,引领深圳后４０年的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深圳之所以能够找准自己的目标与定位,建立了坚定和明确的方向感,既得益

于计划体制的价值坐标,也得益于与邻居香港为“镜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强烈对比,正是在这两

者之间的比较之中所形成的发展目标,为深圳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改革发展方向.但一旦深圳由“跟

跑”角色开始转向与香港及世界性大城市“并跑”的角色,深圳就必须自我定位,这对于深圳就提出了

怎么定位、凭什么来定位的紧迫要求———深圳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反转,不再是技术创新引领

文化创新的格局,而是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格局.

目前深圳的人文社会科学土壤仍不足以支撑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重任.在２１世纪国际环

境剧变、中国急需深圳作为探路者的战略要求下,需要大力发展深圳的人文文化,努力推动“深圳学

派”的成长.

后４０年的深圳,需要本着“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的宗旨目标,特别是要借助

当前“新文科”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深圳学派”建设.诸如实施“深圳学派”学术成果出版计划,加

强市社科院、深圳大学等公共智库建设,发展特色学科,扶持新兴和交叉学科,填补人文学科空白,推

动学术创新.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带头人培养工程,设立首席研究员制度,尤其要重视人文社科学者的

扶持.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性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

要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这样的人的性格.”①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学派的建设同样是

如此.

建市４０年的深圳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回顾历史不仅只是为了荣耀,更多的是为未来指

示方向.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并没有因为缺乏历史积淀而自卑,而是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中找到了创新型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并在４０年来进行了不懈的追求———“文化创新２０２０”的目标与

实现.对于进入“主体并跑”的后４０年深圳来说,以文化创新引领城市的发展方向必是今后４０年的

发展重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

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

这个轴心而展开.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

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②

进入新时代,深圳承担了更高的使命:“回顾历史,作为文化积淀较为薄弱的年轻城市,过去４０年

来深圳文化发展实施的主要是一种‘追赶’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面对‘示范’的新使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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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无疑需要‘超越’与‘引领’的眼光和努力.这既意味着继承,更意味着创新.”①这是一位对深圳

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的中允和深刻之论.

TheCultural“FollowＧLead”ParadigmDevelopedbytheNewImmigrantCity:

ShenzhenNarrative

FuCaiwu　WangXingxing
(NationalInstituteofCulturalDevelopment,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College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Abstract:Theyear２０２０ marksthe４０thanniversaryoftheestablishmentasacity．“Shenzhen

Narrative”hasbecomeawindowfortheworldtoobserve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fter４０

yearsofdevelopmentandaccumulation,Shenzhenspositionintermsoftechnology,economicsand

culturalfieldshavebeguntoshiftfrom “Followtherunning”to“Paralleltherunning”．Cultural

innovationhasbeenplacedinfrontofShenzhenpeopleasthepropositionofthetimes．“Cultural

innovation”asaconceptandasastrategicframeworkforthecity,fullyreflectsthe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andculturalselfＧconfidenceofShenzhen people．Asoneofthe worldslargest

immigrantcities,Shenzhensculturalinnovationstemsfrom multiplethrustssuchasthemarket

economyandimmigrantsociety．ThepursuitoftimemonetizationandefficiencybyShenzhenpeople

notonlyprovidesaninexhaustibleimpetusforShenzhenseconomicdevelopment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butalsogivesShenzhentheinnovativeconnotationof“technology＋culture”andthe

characteristicsofthedigitalculturalindustrystructure;Italsobreaksthroughtheconceptofwealth

andtherhythmofagriculturalsociallifeinconventionalsociety,andformstheinitialstartingpoint

ofShenzhensculturalinnovation．UnderthepressureofthenationalcatchＧupmodernizationmodel,

ShenzhensroleasapathfinderforChinasreformandopeningupwillbefurtherstrengthened;

“Pathfinder”hasastrongdemandfordevelopmentdirectionandexpectedgoals,whichrequires

Shenzhentoshiftfromatechnologicalvaluemodelthatsupportsculturalinnovationbytechnology
toahumanisticvaluemodelthatleadstechnologicalinnovationbyculturalinnovation,andregulates

andleadsthedirection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byhumanisticvalue ．Usethehumanitiesand

socialsciencestosolvetheproblem ofShenzhenpeoplesidentityconstruction,andestablisha

consensusgoalforShenzhens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dustrialinnovationandurbandevelopment

vision．

Keywords:Two kindsofcultures;Culturalinnov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Culturalstrategy;

Shenzhen;FollowＧ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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