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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城市前沿的绅士化：
特纳“智能圈”的演进
埃尔文•威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摘要

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演进，绅士化也在演进。整整半个世纪，绅士化的理论和经验均以北半球为参
照点；如今却正在快速演变成由形形色色的绅士化构成的覆盖全世界的、更动态的全球城市体系。这
些趋势似乎表明，城市理论根深蒂固的北半球偏见，终于要走向姗姗来迟的后殖民主义地方化了。但
是，南半球已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军事式城市动迁，却越来越不愿“套用”北半球关于绅
士化的语词、理论和政治含义来理解这些进程；实存现实与心理意愿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悖论。本文通
过结合城市研究中和绅士化问题上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经验趋势和理论争鸣，试图调解这一悖论。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城市企业家主义与劳务、房地产和教育的跨国市场相互依存又局部自主的发展，
正在超越“城市中的绅士化”(无数地方性研究的传统关注点)与“作为环球城市化维度之一的绅士化”之间
的两分。环球技术变革如今被捧为“认知资本主义”和一种通信-意识意义上的“智能圈”。在这一变革背
景下，种种发展正在聚合成一张全球的、覆盖全世界的、多元文化的大地毯；这张大地毯上绣的，是
带着鲜明进化论色彩的阶层化城市空间转型，以适应城市历史、社会文化差异、国家权力和抵抗地貌
的多层权变。本文分三步展开论证。首先，我们解释了在卢斯·格拉斯给予我们一个语词来讨论绅士
化之前的数十年间，传统城市理论中如何深深埋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陷入无休无止地争论狭隘
的经验问题，未能更深入地批判性审视社会空间阶层化的进化论逻辑。第二步，我们考察了近来绅士
化理论的“世界主义去殖民化”转向，这一转向正出现在强大的联盟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巩固绅士化的网
络基础架构之时。
第三步，我们分析了绅士化作为一种新与旧的重新混合物，作为阶层化城市空间转型的工具，在
当代正通过工作、教育和住房的激烈化竞争而加速演进。老式的城市更新模式，无论是奥斯曼的巴
黎，还是摩斯的纽约，如今早已子孙满堂，遍布天下，而环球城市化的建成环境不仅为这些普天下形
形色色的子嗣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而且也为新生代的“良心资本家”提供了丰富机会——这些企业家联
盟通过将绅士化带来的经济利润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负责式发展以及教育机会全球化的话语及实
践相整合，弥合了“道德租隙”。所有这些升级的竞争都被作为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式精英统治形式而获
得正当性。然而，认知资本主义“智能圈”中竞争创新的不懈乐观精神，正在创造人类生态学的危险新
前沿，复制着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社会形式”；而对于这一“社会形式”，弗里德里克·杰可逊·特纳
在他关于美洲暴力掠夺式殖民移居潮“再现进化过程”的理论思考中，已然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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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斯顿的新前沿
“过去和现在的全部人类知识尽在指尖，”大
思想 (Big Think) 网站上这么写道 (2014)
，“我们面临着一种关注危机：我们应该对
接哪些思想，为什么？”大思想网站承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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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们梳理这一庞大的信息雨林，提供“一
张不断完善的路线图，通向这个星球上最
好的思想”，这样我们就能欣赏并利用重要
的概念，“用作望远镜，望见未来”。约翰•
塞克斯顿 (John Sexton)，纽约大学有着超
凡魅力又极度偏执的“帝王校长”(Aviv, 2013)
，已经望见了这个未来。在大思想网站的
一段视频 (Sexton, 2008) 中，他给出了大胆
的猜想。“生物多样性是好事，”他强调，质
疑了过时的美国大熔炉意识形态，认为这
种意识形态试图把美国变成“人类的某种上
佳维他软奶酪”。不，塞克斯顿警告道，这
种同化主义逻辑既错误，又危险。现在，“
在后环保运动时代”，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
是好事，“人类的多样性是好事。心智的多
样性是好事。这是老天给的绝佳恩赐。我
们不想要同质化。我们想要创造由一个个
小群落组成的共同体。纽约是代表全球未
来的首项实验。”塞克斯顿为纽约大学设定
的愿景是一个在城市内部又属于城市的机
构，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环”；这一“城市
生态系统”将通过它那由小群落组成的共同
体证明，“人类开始像一台由互相连接的部
件组成的大钟表那样运作，部件与部件并
不相互孤立，而是构成一个总体，大于部
件之和”。
对于塞克斯顿的这番“生态系统”比喻，
了解城市理论史的人马上会想到芝加哥学
派的人类生态学传统，20 世纪的这一主流
思想认为，城市“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
性自然的产物”(Park, 1925: 1)，并从生物学
角度将街区变革比喻为“入侵和演替”，因为
每个社会群体都在自身独特的城市“自然领
地”中发展。芝加哥学派的生物学系谱对于
理解塞克斯顿计划的意指当然很重要，但
他的直接灵感来自更惊人、更晦暗的领
地：
我拿过宗教学博士，受耶稣会士的教导，因
此我倾向以泰亚尔派的方式思考一种智能
圈，这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生存方
式……

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
1955) 是研究脊柱动物进化的一位古生物学
家，也是一位耶稣会神父，他一生的工作
就是将人类进化学与天主教神学信仰做哲
学式综合。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由于

挑战正统教义，遭教会禁止，他几部最重
要的著作一直到死后才面世。抓住塞克斯
顿想象的那个概念来自希腊语 noos(心智)+
sphaera(圆球)，德日进在上世纪 20 年代通
过与法国哲学家爱德华•勒鲁瓦
(Édouard
Le Roy) 和俄国地球化学家、宇宙学家弗拉
基米尔·维尔纳茨基 (Vladimir Vernadsky)
在巴黎对谈，发展了这一概念
(Turner,
2005)。维尔纳茨基调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
对环境造成的扩散性后果，预见到人类会
集体认识到需要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反
自然的方式)生存，在地球整个“包含生命在
内的陆生区”中共存(德日进，1947，重印
本：Teilhard de Chardin, 1964: 151)。德日
进将“智能圈”的概念深化为地球的“意识之
超级阶段”，一个“共同用脑的过程”和“共同
反思式演进”；这发生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转
折中：从复杂分歧转向“压缩和会聚”，由“
我们圆圆的地球母亲和我们会聚圆融的心
智这双曲率”所推动 (Teilhard de Chardin,
1956:109, 112, 111)。简言之，旅行、通信
和人类互动扩展到环球层面，会通过“我们
会聚圆融的心智”带来人类共同进化的一个
全新阶段。人类会一路“走向未曾听说并且
无法想象的组织复杂度和反思意识”，变得“
超级反思(即‘超级人性’)”，最终实现地球以
及所有其他“会思考的星球”(德日进承认这
是“关于超人类宇宙的疯狂设想”)之“文明智
能圈”的“内爆式聚集”(de
Chardin, 1956:
111)。德日进的“智能圈”结合了当时生物学
和古生物学的最新发展，与基督教神学融
合，在一种关于人类、自然、科学、通
信、文化和上帝的普遍化宇宙学本体论
中，预见“一整张连续的有序意识”会“自我
进化式崛起”(Teilhard de Chardin, 1956:
109)。“德日进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在 1955
年的主立圣餐日写成，三天后德日进撒手
人寰。他在这张纸上就“我的信仰”做了一个
简明图解，将“基督式演化”与一种进化式宇
宙论联系在一起：
宇宙 = 宇宙演化 – 生物演化 – 智能演化 –
宇宙形成中心 – 以进化方式。(德日进，1955
，见 Teilhard de Chardin, 1964: 311)

这一等式出现在一个注释下，注释写着：“
圣保罗 – 三句经文：En pase panta Theos”
。 这 是 希 腊 语 的 “神 乃 万 物 之 上 万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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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格林多前书》的高潮 (15:26–28)，由
使徒保罗在公元 55 年写就，目的是让三
年前才在希腊当时繁华的世界大都会格林
多建立的教会，从纷争走向统一——那里
既有犹太教会堂，也有供奉阿波罗和阿芙
洛狄忒的神庙。德日进死在美国世纪的“格
林多”——纽约市，死在“帝国现代性”的鼎
盛时期：美国人在自希腊城邦以降的西方
历史之上建立了一个集体想象的共同体，
并由此塑造了其鼎盛帝国。关于这些集体
记忆的意象和叙事突然泛滥至电子时代不
断扩大的环球电路板——而德日进死在“几
乎是著名的”默默无闻中，哪怕当时技术通
信的突破正印证着他的断言：“20 世纪社
会 进 化 的 轴 心 在 心 灵 (人 际 )和 政 治 领
域”(Buttimer, 1971: 85)。在上世纪 90 年
代做的一项口述史中，汤姆·沃尔夫 (Tom
Wolfe) 回忆说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深 受 德 日 进 影 响 ”， 但 麦 克 卢
汉“从未”承认过这道关系，以免得罪了他
所就职的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尔学院的天主
教圣统(见 Cavell, 2002: 256)。而如今，
在 21 世纪，德日进式媒介就是讯息，在
一个由多元活力的全球城市所构成的多极
化世界中，通过娱乐、广告、营销、投资
和教育的环球通信电路实现的“意识之超级
阶段”。“智能圈”成了最流行的词，成了硅
谷十多年来追逐的下一个新事物 (Lanier,
2010, 2013)，而且如今有海量的文献分析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如何引发了一种新的“认
知文化资本主义”(Moulier-Boutang, 2012;
Scott, 2007, 2011a, 2011b, 2014)——一种“‘
以知识为基础的’的资本主义”，“生物医学
和基因工程以及人工智能是其前
沿”(Harvey, 2014: xii)。塞克斯顿对这些
讨论的贡献 (Sexton, 2008) 在于将纽约大
学的生态系统传统实现“全球地方化”：“我
们在一个地方城市成型，我们把它推广到
全球。”塞克斯顿把他的“智能圈”称为“全
球网络大学”：学生们通过三个门户——纽
约的纽约大学、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和纽约
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录取入读纽约大
学，然后在包括阿克拉、柏林、布宜诺斯
艾利斯、佛罗伦萨、伦敦、马德里、巴
黎、布拉格、悉尼、特拉维夫和华盛顿特
区的“思想型都会”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中
流动，分别修习其部分学位课程。塞克斯
顿直言不讳地说要超越现有常青藤盟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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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修学计划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目标
是在世界“思想型都会”中“至少设 16 个
点 ”， “住 人 的 六 大 洲 每 个 洲 至 少 一
个”(Sexton, 2010)。
塞克斯顿的目的是动员全世界“全球地方
城市”的高校，来证明人类通过多样性达成
共同理解的力量和可能，以此作为设门阻
挡战略之“堡垒心态”的替代物，作为一条完
全开放之路；而设门会引发恐惧和紧张，
注定造成全球之灾，“最终走向‘文明的冲
突’”(Sexton, 2010)。换言之，“智能圈”提供
了 “全 球 演 化 进 程 中 的 一 个 巨 大 机
会”(Sexton, 2010)。塞克斯顿向我们展示，
一所“在城市中并属于城市”的大学，能教导
我们如何培养凯姆·安瑟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1997) 称为“世界
主义爱国者”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兴趣、
视野和忠诚不再受地方或主权限制，他们
既是‘世界公民’，也是他们特殊文化中的公
民”(Sexton, 2010)。“世界主义爱国者”一词
带着点精英味，它体现了一种精英统治思
想，将超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狭隘的民族
爱国主义，带着新鲜的跨国前景，代表着
一种和善、通情达理、负责的集体力量，
将带来进步的变革。随着人类开始学习如
何培养未来“世界社会的公民”，全世界最优
秀的学生将纷至沓来，通过“万花筒式的互
动和深度的连接”，跟随纽约大学的世界级
师资队伍学习，并最终改变这一师资队
伍。这是世界上最难进的课堂了：9,000 人
申请成为新生，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只
录取了 188 人，来自 39 个国家，操持 43
种不同的语言。1
塞克斯顿从“世界主义爱国者”中汲取灵
感，视他们为今日的地球先锋。2 他们争强
好胜，并各自带着雄心壮志，代表着理查
德·佛罗里达 (Richard Florida, 2003, 2006)
所说的“创意阶层”；而对于与“新中产阶级”
重建城市生活相连的政治进步 (Ley, 1996)
，多样而混合的教育轨迹能使他们成就跨
国的高级版政治进步；他们也明白在人性
与非人性的集体组合中思考和行动意味着
什么——富有创造力的人在一个系统中流
动，塞克斯顿将之描述为“骨架上由高精社
会网络技术相连”的系统。为了说明这些“世
界主义爱国者”将走向何方，塞克斯顿借用
了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也借来的一个比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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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格言，新前沿是没有
前沿的前沿：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网
络世界，统统没有前沿；个人相互影响、启
发或甚至激怒的能力没有前沿。(引自 Sexton,
2010)

前沿。来看字典中的三种定义：“两国分界
的边境”，“仍有众多待解问题的思维活动领
域”；“已确权与未确权土地之间的边缘区
域”(Cayne,
1990:382)。正是在这里，约
翰·塞克斯顿的“大思想”、戈登·布朗的“
新前沿”和德日进的“智能圈”帮助我们理解
了如今绅士化的前沿——自卢斯·格拉斯
(Ruth Glass, 1964) 最初给我们一个词来描
述城市转型的这一进程以来，半个多世纪
已呼啸而过。在《新城市前沿》一书中，
尼尔·史密斯 (Neil Smith, 1996) 谈到弗里
德里克·杰可逊·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对 18 和 19 世纪美洲前沿的理
解——“野蛮与文明相遇之点”(Turner, 1893:
200)——所含的种族灭绝式掠夺之意，并分
析了这种掠夺如何成为了开发商们的有力
话语和实存现实：他们如西部拓荒者把马
车围成一圈来抵御印第安人一样为了共同
利益团结起来，只是这次，是要夺回[曼哈
顿黑人居住区]哈莱姆，是要夺回美国在 20
世纪的城市危机中丢失的所有其他疆土。
在《作为全球城市战略的绅士化》一文
中，史密斯 (Smith, 2002) 剖析了这些在前
沿展开的进程如何通过企业化资本主义国
家联盟的跨国城市体系而巩固，把城市空
间作为投机式房地产原始积累的工具搅动
起来。而在他生前留笔的《绅士化的演
进》(Smith, 2011) 一文中，史密斯诊断，随
着世界资本在全球通过像收复失地一样不
平衡发展的跨国网络架构来运作，掠夺正
在加速。
然而，史密斯对 evolution 一词的运用惹
人地少了道含义。虽然他诊断说，如今“工
薪阶层在经济上被驱逐出其所在社区”的现
象规模之大，已构成“一个非同寻常的新起
点”, 但史密斯在这篇文章中一反常态地表现
出了谨慎和谦逊，始终未将“evolution”一词
之意推到“变化”或“变迁”这层熟悉的中性含
义之外。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将史密斯此文
的标题理解为直白地在讲绅士化的进化机
制，我们就会悟到很多。本文部分受到埃
里克·克拉克 (Eric Clark, 1987) 的启发。

他细致地查阅了几个世纪的土地档案，以
求为史密斯 (Smith, 1979) 关于城市转型机
制中“租隙”的理论构建一个实证基础；最
近，鉴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地球
人“集体自我管制”，克拉克在分析“集体自
我管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记录了
进化论科学的歪曲之处，即偏执于“以基因
为中心的思维”和一种“过度的个体主义”，
后者模糊了达尔文关于物种集体参与自身
发展的观点 (Clark and Clark, 2012: 563)。
本文的目标是拓展这一研究思路，更明确
地关注城市理论的“前沿”比喻所含的进化问
题，以及“世界主义爱国者”们及其像约翰·
塞克斯顿这种空想导师的勃勃雄心中所含
的进化问题。我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正在经
历 19 世纪特纳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次“
环球软件更新”，造成了一种秉承芝加哥学
派实证主义逻辑的奇异跨国城市化，但这
种逻辑被欺骗性的“下拉菜单”式多元文化主
义掩盖了，这种欺骗性的多元文化主义，
就含于硅谷在后实证主义立场下的自动化
认识论中。绅士化是当今环球认知资本主
义的新城市殖民主义 (Atkinson and Bridge,
2005)，而“智能圈”是绅士化的新前沿。我
们尝试重新思考这一新前沿的“扩张进程”
中“再现进化过程”(Turner, 1893: 200) 所明
示和隐含的政治伦理。
本文将用三个部分来讲这个故事。首
先，我们将思考在卢斯·格拉斯给予我们
一个语词来分析绅士化之前，“进化”在传统
城市理论历史语境中的角色。这部分的要
点是：一种被劫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根
本教义，实现了对主流城市思想的偷偷腐
化，必然造成政治性的攻击利刃，进而限
定了那些最优质的关于绅士化的学术研
究；不幸的是，绅士化理论因为回应芝加
哥学派传统中的具体和局部问题而受到影
响——陷入无休无止地争论狭隘的经验性
问题，失去了对进化式前沿本体论的关
注，而后者对于理解环球城市化格局下的
认知资本主义“智能圈”，具有远远更大的相
关性。其二，我们将思考近年来随着环球
城市化的到来而出现的一个政治悖论：在
北半球“核心”之外出现了富有影响力并且出
于善意的呼声，呼吁采纳世界主义的视
角，而这种呼声正出现在强大的联盟以前
所未有的环球尺度巩固绅士化的网络基础
架构之际。其三，我们将评估这最新的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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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化时代是一种新与旧的重新混合物，带
着教育、劳务和住房市场的激烈阶层竞
争，而这种竞争根据 19 世纪的残酷进化论
前沿哲学，伪装成了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式
精英统治论。我们在此特别审视了硅谷内
部——仅仅是旧金山湾区的边郊之地——
和通过硅谷颁行的奇异技术神学。伯克利
的城市理论学者梅尔文·韦伯
(Melvin
Webber, 1964) 诊断出的“无近邻式社区”的“
非场所城市领域”，已经彻底跨国蔓延，因
为城市学的“大众传播体系”(第 86 页)如今
已陷入金融、信息和生产的血汗工厂所钩
织的环球网络中——通过数十亿台智能手
机而全部互联，承诺划一划手指，数千年
积累的人类知识财富即现眼前。看起来有
着无限的可能性。但硅谷的“智能圈”正在制
造危险的新前沿，只是特纳所谓“野蛮与文
明相遇”的进化论改头换面。

进化论意识的城市化
我们将在第一部分阐述在卢斯·格拉斯
(Ruth Glass, 1964: xviii) 写下“绅士化”一词
之前的几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何种方式
植入 20 世纪大行其道的城市理论，进而又
对公共政策、资本投资和社会分析产生重
大影响。工业化改变了 19 世纪初的政治经
济，也于 19 世纪末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城
市化国家；伴随这一进程，从进化论视角
看待城市生活是很明确之事。随着旧型城
市伴随新工业革命进程不断演化，大型多
中心城市地区出现了；帕特里克·盖迪斯
(Patrick Geddes, 1915) 在《演进中的城
市》一书中，详细描绘了这种城市地区，
并称之为“集合城市”(conurbation)。盖迪斯
认为，在早期“旧技术”工业时代，人们对个
人财富和阶级划分深信不疑；但时代在不
断演进，经过城市化，最终造就以城市集
体财富为特征的“新技术秩序”，“生活引导
技术，技术成就生活。”人类将关注“房屋建
筑和城镇规划，甚至城市设计；所有这些
达到的规模足以媲美——不，超越——过
去的辉煌” (Geddes, 1915:71)。
罗伯特·埃兹拉·帕克 (Robert Ezra
Park) 在强化芝加哥大学一个社会学系的根
基时意图也很明确，这个系后来被称为“第
一个城市学系” (Martindale，1958:28)。帕
克 (Park, 1921) 对这一新学科的理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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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集体行为科学”(第 21 页)——结合
了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和 19 世纪物理学
家所秉持的社会哲学(社会学的肇端)。奥古
斯特·孔德 (1842) 的“社会物理学”本体论
为人类这一“伟大生物”的一代代不断进步提
供了一种科学的、后神学实证主义者理
论；而哈伯特·斯宾塞的生物学和物理学
大综合，则为工业现代化进程以及其早在
1860 年就称为“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发展提
供了理论框架。帕克从斯宾塞那里得到启
发，将这位进化理论家引入了美国，对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影响颇深。“赫伯特·斯
宾塞先生已是世界权威”《大西洋月刊》在
1864 年热捧道；“在人类智力所能达到的知
识极限内，现存于世的没有谁更值得信
赖。斯宾塞先生是时代科学精神的代表”
(Atlantic Monthly, 1864:775, 776)。不过，这
种精神是对科学的革命性进步的胡思乱
想，混杂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和宗教保守主
义。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向神学家作出了很
大让步，这让神学家在神创论和进化论间
达成了一种既可信又可保全他们情面的妥
协(虽然这种进化论是已遭淘汰的拉马克学
说)；斯宾塞坚决主张私有企业的绝对自
由，这让他成为备受美国大资本家追捧的
哲学家。在一次主日学校的演讲中，约
翰·洛克菲勒引用了斯宾塞的口号“适者生
存”，以证明当时工业和金融托拉斯巨头的
发 展 符 合 “自 然 法 则 ”和 “上 帝 法 则 ”(引 自
Ghent, 1902:29)。但是，如果说帕克 (1921)
的“集体心灵”和“社会意识”理论受到斯宾塞
线性自由放任式进化论的影响——毕竟，
聘用帕克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斯莫尔
(Albion W Small) 深受斯宾塞影响——帕克
还受到了其他更进步式的影响。早在进入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之前，帕克取得博士
学位后，为了能在哈佛大学追随实用主义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弄了一个薪水微
薄的研究助理职位。更早之前，1883 年至
1887
年，帕克还在密歇根大学就读本科
时，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哲学博士约
翰·杜威来到密歇根大学执教，使帕克深
受影响。帕克在哲学系修了十门课程，其
中有六门是杜威的课。
杜威完全颠覆了斯宾塞对结构性社会不
平等的自我合理化辩解——杜威 (1920:190)
称之为“知识分子对现有秩序做合理化论证
的工具”。虽然斯宾塞的理论详细阐述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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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环境下的个体竞争和选择，杜威认为斯
宾塞对达尔文主义有所误解：合作与竞争
一样重要，而人类行为改变了环境——随
着人类知识和传统的演化，各代人的行为
也在改变。3 杜威出生那一年，达尔文正好
发表《物种起源》；杜威后来写道，这本
书不仅“标志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纪元”，也
颠覆了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知识框架内的
概念”，改变了不断壮大的社会科学的“知识
逻辑”，“进而影响了对待道德、政治和宗教
的态度”(Dewey, 1909:90)。但是，在美国，
这些观点被“自由放任式保守主义者”蛮横的
正统理论歪曲了 (Hofstadter, 1944)——这些
冥顽不化的“克鲁马努人”所持观点十分极
端，即使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
(Richard Ely) 也认为如此(理查德·伊利推
动了“环境、进化与制图学”的融合。正是因
为受他影响，本来在约翰·霍普斯金大学
读古典非地理历史专业的弗雷德里克·杰
克逊·特纳才对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
(Block, 1980:32)。伊利 (1884:64) 担心有
人把进化论作为“当人民饱受饥饿摧残时却
冷眼旁观的借口”，“把实现充分竞争当作压
榨贫苦大众的托词”。
杜威把孔德的代际知识累积理论(马克思
曾称之为“一般智力”)与达尔文进化论做了
结合。不仅身体和生理功能会进化，知
识、理念、沟通方法、社会和文化机构、
人类的可能性都会进化。并且，我们可以
选择参与进化的方式。就像斯宾塞对原子
化个人主义的教条化坚持为自由放任主义
提供了一种假依据一样，“我们视智力为个
人财产的成见” (Dewey, 1939:456) 阻挠了
教育和政治进步的可能性。“智力是一种社
会财富，”杜威 (1939:456) 强调，“智力的
功能和来源都是大众的，它存在于具体的
社会合作中。”“我们无需受斯宾塞社会达尔
文主义这一倒行逆施的保守主义阻挠，等
待“缓慢的进化过程”，等待“不受意识控制
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Dewey, 1918，引自
Dewey, 1939:424)。合作以及知识这一集体
社会财富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地
参与我们与他人、与我们创造和分享知识
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现已证
明，”杜威写道，“人类可以控制和管理人类
事务，以实现我们必须实现的梦想，完成
我们必须完成的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巧
妙地组织实现这些结果的途径、资源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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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杜威，1918，引自杜威，1939:424)。
进化通过合作和沟通进行，是一种集体性
的社会进程——随着城市化而集中并加速
的社会关系。在合作沟通式进化如何实现
城市化方面，“非先验实用主义者”杜威和“
经验主义社会学家”帕克成了美国最敏锐的
分析者 (White and White, 1962:155)。
这一刻非常有意思，但却被我们的城市
研究遗忘了。如今，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学
说被视为久远的历史参照点，一种已被打
败但未被打倒的顽固理论；作为一种“资产
阶级的社会科学”，这种学说一度备受追
捧，哈维 (1978:68) 曾将与这种理论的辩
论请求比作“邀请羊坐下来与狼谈谈”。哈维
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遭遇的这种僵化教条
式范式含着进步学说。杜威、帕克和第一
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认为，通信技术在
加速信息和意义在城市社会中的传播方面
居于核心地位；这种观点催生出最关键的
进步论可能性——这种传播过程会不断改
变“社会”构成，进而造就新的社会环境，推
动下一代的集体进化过程。“帕克拥护一种
认知达尔文主义”，小尼古拉斯·恩特里金
(J Nicholas Entrikin, 1980:47) 在一本人类
生态学历史巨著中写道，“为了满足[人类所
面临的]新问题带来的需求，知识会不断进
化和拓展”。“认知达尔文主义”乍听起来可
能是一种离奇且有点让人困扰的术语：根
据达尔文进化论，死亡是进化的代价，而“
认知”则意味着你现在在思考“你需要死亡才
能完成进化”的含义。我在恩特里金为芝加
哥学派城市理论的一位核心人物所撰写的
出色传记中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我初时一
愣，想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除少数人(例
如，Rescher, 1977, 2005)外，这个词已被遗
忘 4，因为进化论城市学得了政治健忘症。
尤其是在美国，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理
论开始避免明确提及斯宾塞、达尔文或者
任何其他公认的生物学理论框架。帕克在
芝加哥大学建立一种新型城市理论，发生
在斯科普斯审判的年代；当时，种族主义
者和帝国主义者曲解达尔文主义，过分美
化欧洲文明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这种
言论颇具影响力，但“以战止战”的暴力让人
们对这种言论产生了质疑。与此类似的
是，世纪之交，优生学运动开始蓬勃发
展，其“壮大速度如此之快，到 1915 年，
已蔚然成风”。当时，西奥多·罗斯福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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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学家艾赛亚·鲍曼 (Isaiah Bowman)
等“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提出了“人类进化地
理学”这一地理政治学理论；保存“种族存
量”作为“民族救亡手段”的观点为这一理论
提供了支持。无独有偶，艾赛亚·鲍曼声
称 1932 年特纳的去世“对美国地理学界造
成的损失不亚于对美国历史研究造成的损
失”(Bowman, 1932:499；参见 Hofstadter,
1944:161, 163–164; Smith, 2003:223)。纳
粹在包装华丽的种族灭绝学中热捧优生
学；这导致优生学运动成为一种政治毒
药。在这种环境下，“在社会科学中提及达
尔文主义变得极为落伍”(Hodgson,
2009:
xix)。
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敌对情绪强
烈的环境，进化理论还是迅速变革，并史
无前例地渗入了经济、社会和城市学的主
流变革理论。这种悖论在经济学中尤为明
显。先前，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达尔文认识论 (1953:22) 以“
自然选择”为理论基础，阐述公司生存的收
益最大化假说，而托斯丹·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将经济学的重建称为“后
达尔文主义”科学；这些学说不再得到重
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统治论的中立话
语，将定义美国的逻辑实证主义 (Hodgson,
2003a; Mirowski, 2005)。5 制度经济学和进
化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森
(Geoffrey
Hodgson, 2003a:93) 称，直至 1966 年演化
经济学协会成立，“演化”成为一种标签，“
必须与先前凡勃伦式的达尔文主义理解区
分开来，在‘变化’的宽泛意义上进行解释”
。但是达尔文主义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的衍
生物” (Hofstadter, 1944:38)，唐纳德·麦肯
兹 (Donald MacKenzie, 1976:503) 称为“政
治经济学的生物学变种”。乘坐猎犬号完成
考察后，达尔文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努力理
解他所收集的样品和得到的经验观察；但
一直到读了一本人口政治经济学的书籍
后，“才最终找到解释得通的理论”。6 达尔
文最终找到的理论——马尔萨斯
(1798)
的《人口论》——成为 19 世纪的主流理论
之一。达尔文阅读的是《人口论》第六
版，于 1826 年出版 (Secord, 2008: xix)；
在他详细阐述自身理论的过程中，这本书
帮助他度过了写作障碍——直至他发现自
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 也在采用这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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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并且几乎同时，华莱士在林奈学会
1858 年的伦敦会议发表了研究成果。“引导
斯宾塞、达尔文和华莱士研究进化论的是
一位古典经济学的巨擘，”历史学家理查·
郝夫斯台特 (Richard Hofstadter, 1944:144)
称，“因此，经济学家声称生物学只是把经
济学长久地把持的一项真理普遍化了，可
能也有一定道理”。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一直
将 自 由 放 任 式 竞 争 视 为 “社 会 选 择 法
则”(Hofstadter,
1944:144)；而凯恩斯
(1926:113) 更为激进，他认为“适者生存的
法则应该被视为李嘉图经济学的一般化”。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霍奇森
(2009: xix) 称之为“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黑
暗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该领域的隐性
基础，这对传统城市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因为在分析社区、城市和大都会
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已与芝加
哥社会学框架难解难分。古典经济学和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是不证自明的
三个假设：(1)“动物的本质是利己”，它们
会将利益(生存)最大化，(2) 竞争是正常且
普遍存在的，以及 (3) 有机体/生产者/工
人为了生存，会快速适应环境。但是，虽
然“古典经济学和自然选择都是自然法学
说”(Hofstadter, 1944: 145)，20 世纪计量经
济学的地位巩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框
架；社会达尔文主义过程可被纳入一种技
术科学并且假定中立、客观的机制中；这
种机制由为深入观察经济学数据而使用的
联立方程、一般均衡和部分均衡、边际效
益估算构成。这种方法论谱系穷尽各种方
法，直至查到达尔文主义血统：如果达尔
文的表哥——《遗传天赋》(1869)
的作
者、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未曾痴迷于“高斯误差定律”(该定律
是关于人体物理测量平均值的差异(计量生
物学)和“不同种族的心理特点”(p. v))，我们
也不会得到相关系数；这些背离平均值的
差异“可能就是智力进步的来源：这一结论
对高尔顿的目标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
意味着天赋是可以制造的”(Barnes,
1998:
213)。反过来，如果卡尔·皮尔逊未曾执着
于“为其特殊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寻找合理的
科学依据”(Norton,
1978:6)，如果他未于
1890
年受到动物学专家沃尔特·韦尔登
(Walter Weldon，他将高尔顿的理论融入了
进化生物学，创造了“进化数学理论”)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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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继而专注于统计学，我们就不会有卡
方或回归 (Norton, 1978: 6)。高尔顿死后，
皮尔逊凭借高尔顿遗留的财富成为了伦敦
大学首位高尔顿优生学教授，并将其所掌
管的两家实验室——计量生物学实验室和
国家优生学高顿实验室——并入应用统计
学院。高尔顿遗留的相关性学说以及启发
达尔文的马尔萨斯道德论这一枯燥科学几
乎与 1955 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举办
的国际研讨会(“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
用”)上的智能圈和城市研究交叉；德日进神
父原本要在该研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古
代与人类文化的世界扩张》(de
Chardin,
1956)。德日进未能到会，但帕特里克·盖
迪斯的美国助手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到会了，查尔斯·高尔顿·达尔
文(达尔文的孙子)也到会了，就“世界人口
过剩的威胁”提出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警示，
并以场景描绘的形式提出了一种“非常异想
天开的夸张言论”，假想一名“基因外科医
生”为了改造人类将人类染色体中所有累积
的知识都提取出来，并“创造出能够成为‘伟
人’的胚胎”：“莎士比亚、牛顿、拿破仑或
者——让我们思维发散些，因为我们无法
预见这名外科医生的政治喜好——可能是
马克思”(Darwin, 1956:965)。7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讨论将我们带离了
关于绅士化研究的熟悉争论。但这一关键
时点的语境对城市化社会理论的塑造极为
重要。当时，特纳时期大行其道的环境决
定论仍在耳边(见 Block, 1980)，与在经济
学、数学和物理学界兴起的新进化论主流
观点 (Berry, 1978, 1980) 以及社会科学的量
化革命雄心奇怪地交杂在一起。在美国的
工业化城市主义中，这些紧张可以通过“应
用 统 计 学 ”和 “理 性 人 模 型 的 辉 煌 胜
利”(Hodgson, 2003b: x) 所蕴含的达尔文主
义经济学与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相融合
得以疏解——这种融合催生出一种综合
的、内部自洽的、与政策相关的理论。家
庭过滤器这一比喻强调了大都市扩张进程
中，新旧家庭不断变化这一语境下，家庭
所发生的应激性变化(洛瑞，1960)。邻里“
生态圈”理论吸收了阶层通过郊区化“向上”
流动的过程和内城通过种族转变“向下”螺旋
式衰落的过程 (Metzger, 2000)。阿朗索-穆
特 (Alonso, 1964; Muth, 1969) 公式是一个
影响深远的空间均衡模型；这一模型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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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残酷阶层竞争隐藏在优雅地演算市场
出清选址竞租曲线身后。直白的人种-种族
等级制度是美国大都市空间演化的基
础——例如，霍默·霍伊特 (Homer Hoyt,
1933:314–316) 根据不同族群对芝加哥社区
租金的影响将各族群进行了排名，“英国
人、苏格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居于首
位，“黑人和墨西哥人”居于末位——这一著
名理论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把市
场民主和民粹主义斯宾塞式优生人种论思
想烂炖一气。而一切都可安全地藏身于特
征定价模型以及“房价”是差异危险的浮动信
号这一经济学话语的多变量伪装之下。8 通
过“最大程度最佳利用”这一虚伪且含义不明
的会计术语，整套理论工具已成为城市公
共政策主机的默认设置，将人们的视线从
资本主义城市规划中产权的政治矛盾上移
开 (Krueckeberg, 1995)。
这就是城市理论中绅士化话语和分析产生
的历史语境：以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的自
然化叙述和量化的新古典均衡为伪装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竞争。针对挑战主流城市理论预
期的经验事实，首先回应的是个人消费者偏
好分析：如果绅士化不符合阿朗索竞租曲线
的预测，那么显然是因为“无差异曲线”发生
偏移，富人和中产家庭重新评估权衡时间、
空间和可通达性 (Schill and Nathan, 1983;
Stegman, 1969; Wheaton, 1977)。9 这些同义
反复的观点成为城市理论新革命的标靶；哈
维 (1973:135) 讽刺道，“所有这一切实际上
意味着富人总是可以把他们的偏好强加给穷
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充分
利用竞租曲线的所有维度。类似地，尼尔·
史密斯首次分析费城社会山的变迁时就以“
第一城市学”为对象：“芝加哥学派后来的追
随者留给城市地理学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生
态学泥潭，实质理论在其中几近溺亡”，史
密斯 (1977:7) 在其本科优秀论文的开篇写
道。这是史密斯终生事业的首次发声，此后
他一直通过行动和研究致力于挑战友好的、
经市场检验的“消费者主权”逻辑之暴力；激
进的、由国家主导的新自由城市主义和民粹
主义中产阶级支持向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发起
收复失地战争，正是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
但是，虽然上一代学者针对绅士化的批判性
观点一针见血、政治立场正确，但却忽视了
一种重要的谱系学洞见：绅士化与被压制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记忆纠葛在一起。格拉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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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者的联系说得很明白，这一点我们忘记
了 。 格 拉 斯 描 述 了 在 “侵 略 ”过 程 中 ， 从
Hampstead 和 Chelsea 到 Islington、Padding
ton、NorthKensington，甚至到 Notting Hill
的背阴区，“小马厩和农舍”是如何变为“优
雅气派的住宅”的；就在这段描述之后几
行，格拉斯提醒读者，1944 年的大伦敦规
划含着“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大萧条时代假
设。该规划于 1947 年修订，以实现我们如
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设想：“开发权已
去 国 有 化 ； 开 发 价 值 已 ‘被 释 放 ’”(Glass,
1964: xx)。随着租金管制的弱化，这些措施
迅速加速了大都市的两极分化：
在这种情形下，伦敦市内或周边的任何地
区，无论此前如何肮脏落后，都可能变得昂
贵；伦敦可能很快就会变成适者生存法则的
生动诠释——适者就是那些在财务上仍能负
担在伦敦工作和生活的人(不久前，当时的住
房部部长建议付不起价格的人搬走)
(Glass,
1964: xx)。

新城市殖民主义去殖民化？
我们第二部分要讨论的是卢斯·格拉斯发
明这些词后半个世纪内的政治、理论和话
语悖论。有人可以否认伦敦生动诠释了财
务上的适者生存吗？来自全世界的富人资
本家在竞买伦敦和纽约售价在 1,000 万美
元以上的顶级住宅(《纽约时报》，2015)，
因为“富豪”把房子当作存放现金的“保险
箱”(Rees, 2015)。温哥华的房价现在是伦敦
和纽约房价的一半；旧金山社交媒体游戏
制作公司 Zynga 曾经的首席执行官最近以
5,180 万加元的价格出售了其在温哥华的一
栋 25,000 平方英尺的住宅；买主是兼营房
产开发、制药、酒店管理和纺织业的大企
业老板。买主陈脉林出身贫寒，高中肄
业，他的第一次商业投资——养鸭场也失
败了 (Lee-Young, 2015:A6)。但是，陈脉林
不肯放弃，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白手起
家，就像上个世纪的洛克菲勒；他是香
港、新加坡和台湾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
但是，担任一个中国城市——即使是像南
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政协委员不再像以
前那样安全。时变，势变。10
在 资 本 主 义 生 态 系 统 的 “创 造 性 毁 灭 ”
中，全世界存活下来并发家致富的“财务适
者”，尤其是在那些“资本主义与威权主义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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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进行野蛮竞争的前沿阵地，Dorfmann,
2015)都在全世界寻找合适的地方竞买房
产。温哥华的城市规划师 Andy Yan 称这
些地方为“对冲城市”——能投资不动产，为
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保险的安全之处。 11
这种流动——汤姆·斯雷特 (Tom Slater,
2015) 谨慎地将其定义为“环球租隙”——如
今再次成为进化论社会物理学模型和前沿
理论的研究对象，这一切会让罗伯特·帕
克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感到无比
熟悉。著作等身的科学作家菲利浦·鲍
尔——《自然》杂志编辑兼《金融时
报》供稿人，记录了“经济物理学”这一新领
域(鲍尔，2006)——在《卫报》上发表了一
篇文章，主张“绅士化是一种自然进化”，他
的依据是在《物理与社会》期刊上发表的
一篇论文。鲍尔 (2014) 告诉我们，这些作
者“对于城市进化的研究不亚于生物学家对
自然进化的研究——如同城市本身就是一
个自然有机体”——简·雅各布斯称之为“城
市环境的自发性自我组织”。马克·布坎
南，《自然》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记述了“
社会物理学”的“量子革命”；他列举了托马
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对游走在“文
明 与 非 法 之 间 边 缘 地 带 ”— — 时 代 广
场——的“社会洪流”的“原子物理学”解释
(均引自 Buchanan, 2007: x, 102, 22)。在这
些不受法律约束的城市边缘开疆拓土的包
括维亚康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摩根·
斯坦利和华特·迪士尼公司。类似地，艾
德·格拉瑟 (Ed Glaeser)——被称为“21 世
纪的理查德·伊利”，他是世界顶级资本家
中炙手可热的明星知识分子——赞颂城
市，但仅限于那些充满活力和企业家精
神、拥有自由市场的城市，他认为这些城
市“实现了聪明人间的沟通，进而加速了创
新”，这些城市充当了“文化与市场的桥梁”
或者说“创意间的桥梁”(Glaeser, 2011:7)。
格拉瑟认为，城市是人类集体智慧最伟大
的发明，城市“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聪
明、环保、健康和幸福”，让我们成为“城市
物种”。但是，我们也是绅士化、社交和网
络化的物种。汤姆·斯雷特 (2014) 开始与
鲍尔邮件往来，并公开了一封言辞激昂的
回信：《绅士化一点不自然》。那些用以
预测绅士化的下一发生地的复杂性理论明
显是在强词夺理，我们不应受其蛊惑，斯
雷特警告说；这是“在将我们的注意引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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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达尔文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这些理
论忽视了“权力、政治、政策和特权的结构
性力量”。为了纪念非裔美国人历史月，斯
派克·李在普拉特学院发表了录音演讲，
他在该次演讲中将格林堡的绅士化称为“操
蛋的哥伦布综合症”；此后不久，《纽约时
报》编辑部的一名经理向新闻室发送了一
条消息，要求记者不要把每个城市(从北京
到开普敦)的社区都描绘成与布鲁克林十分
相似 (Nguyen, 2014)。但为时已晚。“#哥伦
布综合症”这一标签已被录入推特；西班牙
金融与政治新闻网站 El Confidential 的一篇
文章——《怪操蛋的哥伦布综合
症》(Garcı´a-Ajofrin, 2014) 对此进行了详细
剖析；更别说还有有力的结构性力量。 当
20 世纪 70 年代初哈维和史密斯首次从
列斐伏尔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交换机
制的理论中提炼时，全球资本得为每年大
约 60 亿美元的剩余价值寻找利润丰厚的
投资机会；现在，这个数字超过 2 万亿
美元每年 (Harvey, 2014:228)。多数资本
正流向城市。罗伯特·帕克将城市称为人
性的产品，帕特里克·盖迪斯预言会出
现“新技术秩序”；近一个世纪后，史无前
例的环球连接技术加速了原始积累的演
进，离开北半球的传统工业之都，转向南
半球的新兴信息帝国以及各种世界都市。
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不仅被
比尔·盖茨、蒂姆·库克、马克·扎克伯
格和鲁伯特·默多克取代，也被陈脉林、
马云、卡洛斯·斯利姆和穆克什·安巴尼
取代。环球连接也让帕克和杜威设想发生
在城市尺度上的通信发展为列斐伏尔理论
中的环球城市化。本地内生进程和快速发
展的政策创新相互融合，绅士化已走向全
球。
让我明确这一点。我讲绅士化已走向全
球，并不是指卢斯·格拉斯 20 世纪 60 年
代在伦敦发现的现象——以及很多研究人
员此后调查和讨论的现象——起始于北半
球，现在南半球城市仅仅是简单的复制或
重现。绅士化(是一项进程，而非一个词)的
历史比通常理解的更为久远，其地理范围
也比通常理解的更加广泛 (Lees et al.,
2015a, 2015b)。我认为，城市空间的竞争阶
层重塑形式多样，这种重塑是城市现代性
的标志；创意、金钱和灵感的流通使得这
种重塑无处不在，跨国蔓延；因此，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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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影响力上讲，将这种重塑视为“全球性”
是合理的。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前沿比喻
也随着绅士化走向全球。大街小巷，处处
可见，因为前沿是“移动的”、是“一种社会
形式”(特纳 1914 年言论，引自 Bowman,
1932:499)，它以在跨国社会场内愈演愈烈
的教育、就业和住房的多元文化竞争取代
了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 (1956) 的“基因
外科医生”。关于绅士化的未来，有一点是
明确的。根据 Ley (2010:82) 对温哥华在“
跨太平洋命脉”内“分散的社会和空间场”中
的位置分析，具有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的
中产阶级和精英家庭会将“东亚资本制造站
与加拿大的家庭养育站并入一个生活世界”
。这种跨国现象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得以
体现；智能圈的企业家先锋们适应能力最
强 ， 他 们 能 够 利 用 新 的 “集 体 行 为 科
学”(Park, 1921)，在信息资本的跨国空间基
地前沿，创造财富。几十年前被哈维(1989:
第 8 章)称为“意识城市化”的过程如今正通
过全球智能圈在相互联系、不断演进、变
化多端的环球城市化进程中开展。
作为身处其中、受其影响、城市化的个
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观察、理解或感受
到最新城市革命的具体方面——如今，数
十亿人能通过社交媒体的进化算法生态系
统，实时谈论、学习和争论它。从耶稣会
士手中取得宗教学博士学位的约翰·塞克
斯顿会以德日进的方式思考，便不足为
奇。他在世界公认的绅士化发源地最难进
的私立大学接受教育；要想进入这所大学
需要在等级、分数和课外成就上进入“意识
的超级阶段”——还要支付一直在上涨的学
费，要在该城市住房市场适者生存式竞争
的饥饿游戏中生存下来。在格林威治村和
布鲁克林，纽约大学的“不动产面积”在过去
十年内增加了 200 多万平方英尺；针对“大
学全球化”的批评，塞克斯顿通过阐述竞争
的语境予以回应：“在我所生活的城市，人
们选择多样、物质富足、信息丰富，但他
们仍竭尽全力让孩子就读 35,000 美元的幼
儿园”(引自 Carapezza and Noe-Payne, 2014)
。他说得很对；斯派克·李也是对的；斯
派克·李说，白人父母通过激烈的竞争将
孩子送入私立学校12，当提及黑人聚集区哈
莱姆的下一代精英时，他说：“当你看到白
人母亲凌晨三点钟在 125 号大街上推着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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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车 时 ， 这 一 定 说 明 一 些 问 题 ”(引 自
Coscarelli, 2014)。同时，纽约大学阿布扎比
分校第二年的新生录取率为 2.6% –与上年
的 1.2% 相比，涨幅不大——纽约大学上海
分校的招生标准已与中国的灌输式13高考充
分融合。即使如此，塞克斯顿的德日进式 “
创意资本”新前沿不能始终规避“资本的限
度” (Harvey, 1982):纽约大学在新加坡设立
了 Tisch 亚洲商学院，但这一投机在经历
了诸多令人尴尬的财务和管理危机后，归
于失败。
在卢斯·格拉斯建立了绅士化与全球城
市财务适者生存间的联系后半个世纪，出
现了这一新的城市前沿。不幸的是，针对
环球绅士化的批判观点已被新的理论、政
治和实践悖论所曲解。半个世纪以来，为
了分析绅士化——社会空间系统性不平等
的因果，创立了诸多理论和话语——
Atkinson 和 Bridge (2005) 称之为“新城市
殖民主义”——现在这些理论和话语也被当
作殖民强加物被严格审查。鉴于进化等级
制度的灾难历史和依然能解释当今殖民现
实的发展目的论，可以将这种新挑战当作
一种超越英美这一狭隘范畴的世界性解放
式演进——吉姆·布劳特 (Jim Blaut, 1993)
所 说 的 著 名 的 “殖 民 者 的 全 球 模 型 ”(参 见
Baptista, 2013；Harris, 2008; Lees et al.,
2015a, 2015b; McCann et al., 2013; Ren,
2015)。

绅士化的世界主义去殖民化
最近有三本关于绅士化的著作出版，就这
种新的批判观点做了清晰的表达。首
先，Thomas Maloutas (2011) 针对当代绅士
化研究的地理扩张和理论扩张提出了尖锐
有力的质疑。Maloutas 称，绅士化“高度依
赖语境的因果性”，任何概念重建都不可能“
消除绅士化起源语境与英美大都市间的关
系”(第 34 页)。Maloutas 称，“将绅士化的
定义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扩展’不仅是概念清
晰度上的倒退，也因此导致理论的含混不
清”(第 36 页)；但是绅士化本身已成为学术
知识生产之英美霸权的一部分；“作者越来
越喜欢将城市中心内发生的变化打上“绅士
化”的标签，即使语境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第 37 页)，结论也经不起推敲。“颇具讽刺
意味的是，萨斯基娅·萨森 (Saskia S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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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尼尔·史密斯等激进思想家也间接促成
了这种结果”，Maloutas (2011:42) 说，“他
们罔顾绅士化的语境限制，凭借英美在学
术界的统治地位，通过批判管制模式，强
化新自由主义无所不能的形象。南半球研
究员和理论概念的去权化与英美核心的研
究员“语境盲区”几乎同时发生，并相互强
化，Maloutas 对此十分担忧。因此，他同
意 Butler (2007:163) 对 Atkinson 和 Bridge
(2005) 所说“新城市殖民主义”的回应：“‘新
殖民主义’的使用和定义与其后果一样，存
在诸多问题”。
第二，Loretta Lees (2012:156) 最近呼吁
我们远离“模仿城市学”(因为北半球绅士化
已蔓延至南半球，并被南半球复制)，而应
推行“世界城市学”(南半球的绅士化具备更
大的想象空间)”。Lees (2012:158) 清楚地
警告我们：“我们不应该把绅士化解读为按
照预想中心(伦敦或纽约)的形象，在边远地
区(南半球城市)进行简单重建”。Lees 号召
从城市规划者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杂
交物”以及南半球和北半球绅士化“全新、固
有和世界主义的理论”开展后殖民主义的比
较城市学分析。
第三，香港在剧烈的城市转型过程中未
产生绅士化话语； David Ley 和 Sin Yih
Teo (2013) 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结合相关语
境，进行了有价值的深度分析；在此过程
中，他们对认识论和本体论间错综复杂的
模糊界限进行了研究。在王爱华 (1999) 提
出的“别样亚洲现代性”概念基础上，Ley 和
Teo 记录了众多亚太地区的观点；这些观点
质疑英美的主流新自由主义叙事，转而强
调独特建成形式政治过程，其最高表现为“
联合城市项目”中市场与国家权力的合成(第
14 页)。城市更新与全国性的发展要求融合
在一起。重要的是，这种别样亚洲现代性
不负所望，Ley 和 Teo (2013:1) 写道，通
过补偿金协商制度和大幅改善居住条件，“
那些受影响的居民可能获得条件优越的居
住面积”，“这令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在香
港和东亚其他国家，财产权的文化霸权使
得某些低收入地区的改造工程变得令人两
难，”Ley 和 Teo 说，“成为改造动迁的对
象意味着有望通过与政府协商安置问题，
获得更好的住房”。
绅士化研究的这一“世界主义去殖民化”
动向表达了最真诚的意图，在重要意义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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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前沿理想主义者对批判理论进行的创
新——变得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对语境敏
感，并致力于在“在抗拒后殖民主义世界体
系的上升、兴起和论争过程中”，寻找解放
思想的可能性 (Roy, 2011:308; cf. Ong,
2011)。它号召围绕北半球绅士化写作的我
们跳出北半球城市的狭隘范围，同时也让我
们意识到，正如 Maloutas (2011:43) 提醒我
们的，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都市人生活在“
中心城市里，中心城市设定了看待和理解社
会空间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会成为一
种变形的镜头，我们通过这些变形的镜头去
检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物”。虽然我们对
世界性偶发事件的精细分析洗耳恭听，但这
却强化了一种令人讶异的悖论：当今后殖民
主义理论所取得的成就是北半球增长机器的
运营人员自纽约房地产局斥巨资在《纽约时
报》的社论版打出广告，询问“绅士化是肮
脏的吗？”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Smith,
1996)。“哦，我们这里不存在绅士化”，一
名“研究台湾中产阶级崛起的著名学者”告诉
在台北进行学术访问的艾瑞克·克拉克
(Eric Clark, 2015:453)。在每个正在再造、
重建、重生、革新或复兴的城市，开发商、
政府官员和教授利用各种机会、使用各种语
言信心满满地宣称这种结论。别样的城市现
代性，对英美绅士化的语境特殊性提出了挑
战，同时也展示了“多元化的参与者和机构
如何发明并盼望新的全球化途径”
(Ong,
2011:23)。但这种别样的现代性涉及的是：
仅仅十年内，上海人口的近十分之一进行了
搬迁 (Iossifova, 2009)，720,000 万人因首尔
奥运会进行了搬迁 (COHRE, 2007)，2003
年至 2006 年亚太地区 345 万人进行了搬
迁，至少 150 万人因北京奥运会进行了搬
迁 (Shin, 2012)。不计其数的人因受到较为
友好和温和的市场压力而搬迁，对于这些成
本，世界主义转向既没有提供相应的词汇，
也没有提出问题，或说出抵抗的语言。一边
质疑作为新城市殖民主义的绅士化
(Atkinson and Bridge, 2005)，一边又攻击绅
士化批判性分析所使用的术语、理论和政治
观点是殖民统治的工具，这两者之间存在巨
大差异。兼容并包的革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
性思维被劫持，为倒行逆施的威权主义联盟
服务，这不是第一次(关于“西方”和“东方”
威权主义国家威压的不同，比较
Smith,
2009 与《城市地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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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刻，绅士化真正实现了跨国化和
强力的环球化，但我们却被要求清算数代
人对批判性探究的个人投资和政治投资，
转而支持“全球化偶然性”的演进理论；而这
种理论现在甚至将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也
视为“霸权”(Ong, 2011:3, 8)。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拓展地理想象空间”
(Lees, 2012)，这样才能理解不同情形下城市
空间阶层演化复杂多样的世界性起因、质地
和后果。但是，至今已三十年，绅士化研究
学者通过比较探究，深入研究了“发达资本
主义结构维度内的偶然性和复杂性”，这也
是博勒加德 (Beauregard, 1986:35) 所呼吁
的；Lees 等人(2015b:6) 评论了“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绅士化语境性质展开的重要争论”
，并引述了很多超过“一般怀疑”的语境和/
或绅士化比较研究成果。但是，如今，随着
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转移至南半球的城
市扩张前沿，绅士化理论的“世界主义去殖
民化”摒弃了所有这些成果的分析和政治可
能性。Lees 等人(2015b:7) 在介绍他们新编
的文集(关于“全球绅士化”的真正世界性和多
元化的分析)，强调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
在没有一种绅士化理论作为“保护伞”的情况
下，本书中我们所进行的争论可能并不存
在，迄今为止不同领域的学者所进行的大多
数关于绅士化的争论也可能并不存在，全世
界的城市激进分子也可能无法识别再开发所
导致的拆迁都有哪些不同类型(这在很多方面
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阶层重塑的全部内容)。

此外，亚洲城市化特有模式被认为具有以
下核心特征：激进且全面的政府规划，有
争议但又重要的安置和补偿系统，以及
Maloutas 称为“跨阶层的民族骄傲”的城市
现代化。但如果我们使用最狭窄、过时和
僵硬的定义(与“古典”格拉斯式特定内城社
区的自发侵略和继承相关联)，从而忽视众
多跨学科的语境化研究(关于城市更新、国
家驱动的绅士化、家庭和城市生活的加强
资本化，处于跨国房地产证券化、开发和
投机无处不在的网络之中)，那么上述特征
就会变成绅士化理论的悖论 (Harris, 2008;
Lees et al., 2010; Shao, 2013; Slater, 2015;
Smith, 2002, 2010)。实际上，在特定语境下
以下两者的本土融合更有意义：“建成环境
中的价值提取过程”(Lees et al., 2015a:441)

威利
，以及“从海湾国家到印度和中国，亚洲强
国的支配地位为标志的新兴全球秩序节点
中”(McCann et al., 2013: 585)，亚洲国家权
力和民众共同认同“从各到各处”拿来不同发
展模式和策略进行组合 (Allen and Cochrane,
2007:1171。—— 所有这些都是绅士化项目
的精细成就，这远比英美所取得任何成果
都有效。在发展中国家，“绅士化”一词很少
使用，这也证明绅士化取得了成功：先行
逐出这个术语属于有助于延缓和压制抗争
(Slater, 2009)；不管怎样，抗争总是被边缘
化的少数人就“新兴中产阶级城市身份的空
间化生产”的大范围蔓延进行反抗(这是哈里
斯 (2008:2415) 受 Fernandes (2006) 对印度
新兴中产阶级的分析启发而用的措辞，令
人过目不忘)。但是，根据 Ley 和 Teo
(2013) 的记录，失衡加剧的香港最近出现
了“本体论觉醒”的征兆，21 世纪与芝加哥
学派理论的辩论中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征
兆——“中国例外论”城市化模式(Ren, 2015
；参见《城市地理》, 2015)。不管采用什么
称谓——城市更新、再生、开发、现代
化、财产的文化霸权还是新兴中产阶级城
市身份的空间化生产、“通常无形且不可量
化的”拆迁 (Shao, 2013:2)，或者 2010 年上
海世博会过于乐观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这是环球城市化跨国关联过程
中绅士化的民族国家化。这就是绅士化
的本质，而非绅士化的他者。

绅士化与智能圈
我的第三项主张是最具争议的，因为我批
判了技术、创造性和教育竞争的多元文化
式精英统治论的解放性叙事。当代绅士化
是新与旧的重新混合式城市主义；住房、
劳务和教育的市场关系通过算法转换加速
了竞争过程，而竞争则定义了绅士化的内
涵。硅谷的“智能圈”涉及西方史无前例、毫
无悔意的环球殖民：Facebook 计划让一千
架高空无人机组成的舰队飞越 4G LTE 的
未知领域，以联系那些未入网的未开化人
群；这一计划的代号是 Aquila；Aquila 是
古神话中将朱庇特的雷电拉向天空的鹰。
算法帝国主义正在阶层竞争的动态跨国城
市网络中复制特纳式进化逻辑的危险新前
沿。尼尔·史密斯在完成《绅士化的演
进》一章前不久，在一篇论文
(2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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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质疑后结构主义过于理想化，说它“隐含
着假设：要想改变世界，首要的是必须改
变话语”，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阶
层的结构性实质不平等。但是在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之后的数年间，这种区分很快便
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最具活力的资本积累
前沿如今正在在环球尺度上寻求话语本身
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苹果于 2011 年 8 月
首次超越埃克森，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上价
值最高的公司，目前其市值为 7,190 亿美
元；Facebook 的市值为 2,320 亿美元，最
近已超过摩根大通；谷歌去年 (2014) 发布
的收入为 660 亿美元，其中 89% 来源于广
告。如果我们浏览一下这些以市值排名
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的新名字和旧名字
(Scott, 2007, 2011a, 2011b) ，我们会发现苹
果 、 谷 歌 、 微 软 、 中 国 移
动 、 Facebook、 Verizon、 甲 骨 文 、 迪 士
尼、亚马逊、AT&T、IBM、康卡斯特、因
特尔、思科、台湾半导体和高通；这些公
司的市值总额为 3.66 万亿美元，它们都采
用信息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类
的关注范围被组装为一种被动态衡量、管
理和发掘的跨国资源。后结构主义是华尔
街金融、硅谷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新零
售前沿14，也是认知资本主义环球城市化语
境下，新兴中产阶级、政治精英和充满活
力的理想主义学生组成的广泛的全球联
盟。
在这一语境下，网络化“智能圈”不断变
化，越来越不稳定，并且不断扩张，加速
了住房、就业和教育的衡量和市场化；城
市中更多的个人、公司、公立和私立机
构 — — 甚 至 是 那 些 最 “寻 常 不 过 ”的 城 市
(Robinson, 2006)——被迫进行竞争，以适应
这种情况。城市资产——他们的房地产市
场、教育机构和“人力资本”——都被调动起
来，更加激进、更加具有创造性、更加迅
速地寻求永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和资本积累
(Harvey, 2014; Smith, 2002)。但是，与传统
工业时代的增长机器城市主义相比，认知
资本积累要灵活地多——它代表“包容、机
会和多元化”的形象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
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全球通行的
城市成功“3T”公式 ：技术 (technology)、人
才 (talent) 和宽容 (tolerance)。“在创意时
代，”佛罗里达 (2003:17) 强调，“可以说，
大脑本身进入了生产模式”，以材料输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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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智力资源驱动的经
济，这种转型使得精英人才——可衡量且
适应能力强的精英人才——变得更加重
要，在“新的人才全球竞争”中，劳动车间、
学院和大学的功能都是“人才机器”(佛罗里
达，2006)。最终，通过所有这些相互依赖
的过程，“基本的认知文化生产系统”正在“
改 变 全 球 许 多 大 都 市 的 经 济 基 础 ”(Scott,
2011b:289)；这些过程正在消除类别差异的
相关性，并让绅士化争论两极分化：需求
侧和供给侧的因果关系解释
(Hamnett,
1991; Ley, 1987; Smith, 1987)；种族圈和文
化圈的作用对比利润和损失累积的合理性
(Knopp, 1997; Rose, 1984; Taylor, 2003)；
住宅、零售商用和工业用地再开发间的精
细形态差异；或者“传统”再投资与“新版”再
投资的对比 (Davidson and Lees, 2010;
Lambert and Boddy, 2002)。只要绅士化被
视为一种受空间约束的进程，发生在特定
并且具有地方色彩、独特历史和建成环境
特点的城市社区，那么每一种谱系的理论
和政治争论就都十分重要。如果绅士化被
理解为环球城市化的一个维度，那么这些
问题就不会那么重要；正如
Merrifield
(2013:916) 所说：“城市把所有事物聚集在
一起，并在聚集的过程中对所有事物进行
改造：资本与商品、人与信息、活动与冲
突、对抗与合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列斐
伏尔 (2003[1970]:118–119) 的理论，城市
正是一种过程：“一个相遇、组合和同步的
场所”，只不过是一个“非场所”，是：
具体的抽象，并附带实践。
城市聚集所有内容。但不仅仅是聚集。它的内
容(事情、目标、人、形势)互斥，因为它们互
不相同；但也互相包容，因为它们被聚集在一
起，展示各自的作用。城市既是形式也是内
容，既空洞无物又内容丰富，既超越于物质又
非物质，既超越于意识又是意识的总和。

对于绅士化的演进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绅士化视为环球城市化的一个维
度，那么绅士化就不再局限于一种伪选
择：是选择当地地理偶然性的混乱和复
杂，还是选择土地、财富和阶层的有序和
简单(比较 Beauregard, 1986 与 Clark, 2005)
。绅士化自始至终都是上层阶级对城市空
间的改造。但是，正如环球城市化重新定

义了“城市”本体论，认知资本主义下“阶层”
的含义能够并且确实发生了改变。无论是
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的概念
化，还是韦伯的阶层、地位和权力秩
序——以及“阶层与种族、民族、性别、性
向、年龄及其他差异的相互关系 (GibsonGraham et al., 2000)，阶层分析再次统一。
认知资本主义下，阶层不平等比以往更加
严重；但伴随着生产、消费、治理、教育
和社会再生产的信息化和算法属性越来越
明显，这些多元维度需要重新布局。重新
布局的范围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
例如，市场需求一直在不断变化，硅谷“扰
乱了”各种职业和产业——这让“阶层”的概
念重回高尔顿和皮尔逊最初定义的内涵：
用以确定等级差异的任何社会排名、分类
或分级体系。
现在应该清楚，要想理解上层阶级对城
市空间的改造，我们必须拓展对绅士化的
想象空间 (Lees, 2012; Lees et al., 2015a,
2015b) ——不要把绅士化地方化为特定的
社区、城市或地区 (Maloutas, 2011)。当个
人或团体差异导致更强大的团体主导城市
中的“相遇场所”，在任何这类经验情形下，
上层阶级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就一目了然。15
在住房、劳务和教育市场体系中，权力等
级涉及对城市地段的经济竞争；当然，所
有社会都还包含其他的身份不平等、差异
和权力。不同城市，这些不平等的聚集方
式不同；但认同后殖民时代的多元性、偶
然性的因果关系、“认识论生产场地”的去中
心化 (Baptista, 2013:590)，不应让我们无视
两项事物的普遍权力 (Clark, 2015:454)：(1)
竞争，(2) 将个人和/或团体进行区分的分
级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是终极的分
级制度，但在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社会，从文
化身份和创造力，到通过竞争而成功的价
值，分级的途径会越来越多元化。这种竞争
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网络信息技术以及其他
观察、衡量和分级设施的变化来调和；这些
设施管治人力资本的发展和认证，管治认知
劳动的创造力，管治广告驱动的人类社会关
系、注意力和学习的货币化。
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绅士化研究
文献大多侧重房地产和土地市场的动态，
因为房地产资本投资和再投资的节奏是阶
层改造的重要时点和衡量标准。但是，如
今认知资本与房地产资本、媒体和教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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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通信的结合更为紧密，结合方式也更
具有创造性。我们需要很认真地对待领英
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威纳说的话；他指
出，领英最近收购在线教学企业
lynda.
com，是其一系列举措的组成部分，其共同
目的是要让这一“可做的”市场“扩值 300 亿
美元”：“我们想要绘制全球经济的数字地
图，识别人、公司、职位、技能、高等教
育机构和专业知识间的关联，让所有形式
的资本、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
流 入 其 最 得 到 最 佳 利 用 的 地 方 ”(引 自
MarketWatch，2015)。我们也需要非常认真
地对待信息革新、资本的积累和流动以及
国家和公司监管的法律规则之间快速变化的
关系。我们知道，有些现象很奇怪，好像是
某种逆操作的跨国重生：马克·扎克伯格斥
资 1 亿美元购买了 Kauai 北岸一处 750 英
亩的地块，该地块上有一处以前是甘蔗种植
园 (Stone, 2015)；他让翻修他旧金山房子的
木匠和工人签署详细的保密协议
(Richtel,
2015)，并公然将 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放在他 Facebook 总部的办公桌上，趁
着鲁炜停顿微笑之际，让摄影师抓拍这一
刻；“一张鲁炜 Facebook 之行的照片发布在
一个与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关联的网站
上；照片显示鲁炜看到这本书时露出了微
笑”(Mozur, 2014)。西方将鲁炜称为“中国的
互联网沙皇”；但如今，这种说法有点过
时：扎克伯格可以当面跟鲁炜说他买了鲁炜
的书，说明他和他的同事通过认真学习这名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智慧而“理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ozur, 2014)。这位主
任兢兢业业，并技能娴熟地测量、监控和管
理(即压制)着与抵制中国住房拆迁的社会运
动相关的网上言论 (Shao, 2013；也见 Mozur
和 Perlez, 201416)。约翰·塞克斯顿为建设
全球网络大学而诉诸肯尼迪总统的反共产主
义“新前沿”，而如今我们已恍若隔世。
里根年期间，时代氛围较为乐观，但尼
尔·史密斯谨慎地说道：
目前尚无人认真提议将詹姆斯·罗斯——负
责建造巴尔的摩内港、纽约南街海港或者波
士顿法尼尔厅等独具特色的市中心旅游广场
的开发商——视为绅士化的约翰·韦恩；但
只要这些项目仍是很多城市中心的绅士化地
标，这项提议就非常符合这一前沿话语
(Smith, 1996: xv)。

如今，还没有人认真提议将鲁炜或马克·
扎克伯格视为斯派克·李提出的“哥伦布综
合症”的代表。但这项提议非常符合硅谷的
前沿话语；奥巴马在斯坦福大学的网络安
全会议上称，“网络世界有点像拓荒之前的
美国西部”，就在鲁炜和扎克伯格的合影荣
登照片点击量榜首之后不久。而在 2011 年
2 月，白宫发布了一张旧金山私人晚宴的照
片，照片中奥巴马向扎克伯格、史蒂芬·
乔布斯以及谷歌、雅虎、推特、甲骨
文、Netflix 和思科的首席执行官敬酒，那
张照片同样荣登照片点击量榜首。领英想
让各种形式的资本——智力、金融和
人——流向其最能用武之处，但它也同意
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监管，以进入全球最大
的城市化人力资本库那前所未有的增长前
沿 (Mozur, 2014)。

特纳的“智能圈”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看全球网络大学的
完整含义了：全球网络大学是德日进的“智
能圈”变异为对杜威“认知达尔文主义”残酷
无情的竞争资本主义殖民后，芝加哥学派
城市主义、后高尔顿式世界主义爱国者、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非遗传性天
才后代、约翰·塞克斯顿“全球演进过程中
的巨大机会”的“慕课化”(大型开放式网络课
程化)17。2014 年秋季，温哥华的伊丽莎白
女皇剧院在一场社区峰会——“创新：可能
性带来的震撼”；理查德·佛罗里达在会上
说，“我们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一场新
的工业革命”。同一个月，教皇弗朗西斯在
教皇科学院发表演讲，“两个科学概念——
大爆炸和进化——一直让信徒苦恼不已，
他似乎对这两个概念持支持态度”(Mooney,
2015)。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资本
家在他们脑中体现了正在进行的新工业革
命，在环球城市化时代城市企业家主义的“
适者生存”竞争过程中进行的新工业革命。
使佛罗里达受到启发的认知革命也是新古
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18与神经生物
学、行为心理学、大数据、蓬勃发展的“神
经营销学”文献(我们看到诸如《进化论神经
营销学：消费者调查神经成像范式的达尔
文化》的文章标题 (Garcia and Saad,
2008)19)的汇聚点。但是，要真正理解通过
信息累积的前沿，佛罗里达的褒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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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温哥华是“全球最美丽的城市”——仅仅
是大人物雷·库兹韦尔出场前的热身。库
兹韦尔是“全球最优秀的发明家、思想家和
未来主义者”，《福布斯》称他为“终极思考
机器”(SFU Public Square, 2014)。信息处
理、生物技术、通信和神经学的极速发展
造就了新的进化前沿；库兹韦尔依照“加速
回报定律”——“内在进化速度加快，将技术
进 化 作 为 生 物 进 化 的 延 续 ”(Kurzweil,
2005:7)——为这一前沿绘制了地图。技术
进步正加速我们的进化，速度如此之快，
以至于我们的寿命预期每年都会延长一年
多——所以如果你能坚持得久一些，他向
我们保证，技术会使我们获得永生——奇
点。“最终，任何事物都会成为信息”，库兹
韦尔强调，包括我们的意识。如今 23,000
个软件程序中只有几个基因工程程序取得
了成功；“二十年后基因工程会强大一百万
倍”。最新治疗帕金森的方法是在人脑中植
入软件，并从患者体外传输软件更新；不
久之后我们“基本上会将我们的大脑放在云
端上”。“我们将会成为生物学思维和非生物
学思维的混合体”，库兹韦尔解释道。当被
问及教育问题，他坚定乐观地回答：“新皮
层中的纳米机器人将与云端通信”，并且“纳
米机器人会与神经元沟通”，它们会成为“大
脑的延展器”，越来越多的人将能够使用它
们——不仅仅是富人。“我们已与大脑的延
展器合为一体”，他说道，拿出手机，并告
诉观众，“这是我的大脑进入云端的门户”
。“超人类主义”运动多样纷呈，涵盖广泛，
从公司奇点人物(例如，PayPal 的联合创始
人和前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谷歌的拉
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以及太阳微系
统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乔伊)，到“无政府主
义资本家”的自由派以及诸如“网络朋克天
启”(Flatley, 2015) 这种名字的社区 DIY 生
物黑客；库兹韦尔是其中最温和的主流代
表。技术优生学的拥护者也参与了这项运
动，例如，佐尔坦·伊斯特万
(Zoltan
Istvan)，他的格言是“是时候考虑限制人类
繁衍了”，他仰慕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
对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现由比尔·盖茨
赞助的“新型超人类避孕装置”赞赏有加。这
16
是一个植入的避孕芯片，它的寿命为
年，“能够通过你手机上的开关向人体输送
荷尔蒙”，伊斯特万 (2014) 解释道，“可以
想象政府会看到它的利用价值。政府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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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身贫寒的孩子花费巨资。这些孩子当
中，很多人在成年后会走向街头、加入帮
派或者被送入监狱”(Istvan, 2014)。20
今天的信息资本家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革命性城市理论展开杠杆收购，
新的城市前沿就成了这个样子。卡斯泰尔
(1983) 发起的“城市与草根”社会运动就是现
在的“愤怒与希望网络”，它是人脑神经网络
的网路连接点，通过通讯网络可以向人脑
的神经网络发送通讯环境所产生的信
号”(Castells, 2012:219)。库兹韦尔在担任谷
歌工程总监期间以及与拉里·佩奇共同成
立“奇点大学”这一机构期间，一直在研究大
脑延展器和新皮质与云端的进化杂交体。
地方化的城市相遇(列斐伏尔的意义上)
与“大众传播系统”(Webber, 1964) 之间的界
面不断演化，塑造了当代环球尺度上的阶
层竞争，大学及其在全球城市地区的生态
系统地位在其中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
大学城总是呈现出平等、多元、包容的面
貌，理想主义的学生们努力创造新未来的
无限制前沿；但是，大学城也是排他性、
工具理性、为了获得文凭像仓鼠一样竞
争、获得经济保障的途径越来越少的场
所；这些特点反映并加强了范围更大的社
会所存在的不平等。全球范围内，“第三级
录取率”——各个年龄层被大学录取的人数
比例——从二十年前的 14% 上升至 2012
年的 32% (Duncan, 2015:4)。“全世界都去
上大学”，《经济学人》的封面报道说道；
关于绅士化会如何演进，以及演进会如何
绅士化，这就是我们对未来前沿能看得最
远之处。大学城和城市——以及实际上所
有人们渴望并努力获取“大学”所代表的文化
和经济资本之处，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跨国
制度界面，地方化的相遇空间与竞争过程
在这里交界，而竞争在加速，其地理范围
越来越大，并且过程越来越动态。教育竞
争的范围越来越广，强度也越来越大，这
是由一种普世的道德说教力量所导致：谁
能阻止学校将最新的战略计划制定成“世界
级”计划？塞克斯顿的全球网络大学不过是
教育竞争中一个说得更直白的品牌名称而
已。谁不想让孩子做到最好，获得最好的
机会呢？不久之前，出版商詹姆斯·阿特
拉斯 (James Atlas, 2011) 读到一本小册子，
其中公布了该年度著名海外留学奖学金的
获得者；他对这些奖学金获得者的成就颇

威利
感震惊：“我们可以把这个物种称为超级
人，”他说，并问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不同
寻常的人？我们以前没见过如此大量的成
就怪咖？也许存在进化方面的原因。”威
廉·德莱塞维茨——耶鲁大学的英文教
授——将常青藤盟校的学生称为是一种“仿
生仓鼠”的“外星物种”(引自 Heller, 2014:68)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录取的一名学
生只有 15 岁，他用了两年就从高中毕业；
同时，他还发明了一种用废油制作的环保
肥皂，并开发了一种字迹识别软件程序，
后来还在一场全国性的比赛中夺魁，并赢
得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 (Chan, 2014)。同
时，我的一名学生“资质平庸”，未能获得丰
厚的奖学金，只能不断努力；同时，她还
要在温哥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租房市场上
寻找公寓；她到了一间公寓，却发现还有
15 名学生在申请这间公寓；所有人都事先
打印了学生申请表，并带着一个问题；这
个问题将广告上载明的月租转化为一场竞
价战：“你愿意每个月多付多少钱？”温哥华
的人均豪车数比北美任何其他大都市都要
多；温哥华的房价-收入比位居全球第二(仅
次于香港) (Ian
Young，在布朗大学的演
讲，2015)。另一名学生告诉我，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开着劳斯莱
斯抢她的路，导致她差点发生车祸——这
种摩擦经常发生；一名匿名博主受此启
发，开设了 Tumblr 网页，在上面发布公众
提供的“豪车大学”法拉利、玛莎拉蒂和其他
身份标志物。21
在温哥华的其他地方，一家位于快速绅
士化的贫民区和失业区中心的餐馆出售代
币；你可以将这些代币赠送给当地的流浪
汉和乞丐，让他们换取一份免费的三明
治；“致力于改变社区”的“理想主义”企业家
被拍摄成纪录片，在奥普拉·温弗瑞频道
播放(见 Aiello, 2014)。另外一家在“良心企
业家精神”的残酷竞争格局下挣扎求生的餐
馆正小心应对道德租隙，调解“地道烹饪”与
赤贫之间的关系 (Hyde, 2014；参见 Aiello,
2014; Burnett, 2014)：菜单上列了一样售价
0.50 加元的小食品，餐馆承诺将其中的一
半收益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这食品名
为：“不幸点心”。市中心的另一端则历经数
代城市更新而翻天覆地，最新落成了一幢
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地标大厦——温哥华首
个进入世界城市俱乐部“超级”类建筑榜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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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带着符合如今潮流的附加服务，
面向有社会意识的公寓买家：
温哥华一号公馆的居民也将通过
World
Housing(帮助住垃圾箱的第三世界家庭建造房
屋的机构)连接全球社会。您在温哥华一号公
馆购买一套住宅，柬埔寨的一个家庭就会通
过 World Housing 捐得一个新家。为加强这
种联系，温哥华一号公馆的每位业主都能够
与他们所捐助的家庭会面，包括通过书信或
网络(Stone, 2014:G6)。

通过二十世纪福克斯国际公司(该公司在十
年内参与制作了 200 多部电影)前总裁、慈
善家斯科特·尼森，World Housing 这种“
买一赠一的房产资助模式”将温哥华不断攀
升的房产市场——包括其日益扩大的致力
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道德建设”运动的专
家——与金边城外的垃圾箱联系起来
(Bellett, 2014)。温哥华一号公馆的年轻明星
建筑师比雅克·英格斯提出应将他的职业
理解为“世界手艺”——将“超现实的梦境变
为可居住的空间”——他也为谷歌位于加州
山景城的新总部园区提交了一项设计。这
项设计方案将拆除目前 750 万平方英尺的
出租办公空间，变成一片新的地景；谷歌
将自行开发，创造出相当于四个帝国大厦
的办公空间；办公空间采用大型透明的座
舱 罩 ， 可 以 移 动 ， “就 像 家 具 一 样 ”
(Dougherty, 2015)。
谷歌的家具未来为理解一个世纪钱的达
尔文革命中曾让杜威痴迷的 “思维装备”提
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谷歌总部与美国宇
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旧址隔着一条高速公
路；那里现在是奇点大学。奇点——人、
创造力和代码的奇异汇聚，曾让约翰·塞
克斯顿想到了德日进的“智能圈”——部分涉
及马克·安德森 (Marc Andreesen, 2011) 所
说的“吞噬世界的软件”，因为代码会取代有
意识、切身的人类劳动。“技术不断革新，
并且它革新的速度比人类改变的速度还要
快，”尼克·卡尔 (2014:40) 警告道，“计算
机以摩尔定律的速度弹跳前进，我们自身
内在的能力却根据达尔文法则龟速爬行。”
卡尔 (2014) 的历史评论表明，这些话完全
可能是控制论的先驱(例如，11 岁进入塔夫
茨大学、18 岁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的神童诺伯特·维纳)说的；但请细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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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思考下这些人会如何回应：赫伯特·
斯宾塞、约翰·洛克菲勒、帕特里克·盖
迪斯、约翰·杜威、罗伯特·帕克、弗雷
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高尔
顿、艾德·格拉瑟、约翰·塞克斯顿、理
查德•佛罗里达和雷·库兹韦尔。库兹韦尔
承诺，“大脑延展器”和将个人大脑连接到云
端的“纳米机器人”会解决摩尔定律与达尔文
法则间的速度差异——就像查尔斯·高尔
顿·达尔文爵士在 1955 年提出的“基因外
科医生”一样——它们会创造一种新的认知
达尔文主义，以适应当今社会达尔文主义
化的这一“适者生存”的世界不断加快的竞争
速度。这就是未来。你只要花费 12,000 美
元(已便宜 1,000 美元)，就体验奇点大学
的高管项目一周，学习如何这个城市化的
世界适应、竞争和生存；硅谷已更新盖迪
斯的“新技术秩序”理论，新理论强调城市化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进化性质：新的环
球城市前沿。
或者你可以努力进入斯坦福、伯克利、
哈佛、麻省理工，或者也许可以试试纽大
的全球网络大学。与最优秀的人竞争。当
虑及技术与教育间的加速竞争时——人类
要在前所未有的环球尺度上与其他人、机
器人和代码竞争——我们瞥见了衡量、分
级以及城市化竞争转型的未来。从硅谷看
去，视野很清晰。无需带上谷歌眼镜就能
看到特纳的“智能圈”。你可以在人们对旧金
山技术产业涡旋式绅士化的愤怒中看到，
在对那些将技术工人带出旧金山街区驶入
郊区山谷的专用谷歌巴士的阵阵抗议中看
到。你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城市企业家、开
发商和买房人中的资本、财产、创造力和
信息重组创新中看到，在他们竭力在其各
自特殊的城市生态系统位上求生存中看
到。你可以在全世界每年竭力进入最好大
学的前途光明的学生中看到，甚至在疯狂
前行以提高在各种排名上名次的大学自身
中看到。你可以在申请进入各种机构(例
如，全球网络大学、奇点大学或越来越多
的精英大学分部和分校)的人群中看到；所
有人都与高尔顿
(1910)
最后的幻想小
说《不能说哪优生大学》中的世界主义爱
国者存在惊人的相似。看看那些冲在奇点
前沿的“智能圈”世界主义先锋们。你可以看
到绅士化的演进，也可以看到演进的绅士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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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世界主义爱国者和全球社会公民，塞克
斯顿的观点还包括超级明星师资的招募。纽
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极大地提升了纽约大
学的品牌形象，”他向《经济学人》的通讯
记者解释道，“15
年来，我一直想让安东
尼·埃皮亚 (Anthony Appiah) 来纽约大学
任教。他去了一次阿布扎比分校后，就同意
来纽约大学任教”(Duncan, 2015: 11)。
埃皮亚 (1997:617) 于是在他的文章开篇写
道：“我的父亲是一名加纳爱国者。他曾经
在我们库马西的本地报纸《先锋报》上发表
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加纳值得我们誓
死保卫吗？》，我知道他心中的答案是‘值
得’。”但埃皮亚的父亲死后，他和他的姐妹
们发现了一张未写完的便签；上面写着给孩
子的“最后嘱托和箴言”，包括以下建议：“
记住，你们是世界公民”(Appiah, 1997:618)
。
实际上，将进化逻辑用于个体理论和理论家
本身是杜威的创举之一。杜威将自由放任主
义的美国对斯宾塞的热捧视为英国自由主义
历史演进的巅峰：“他并非众多进化论者之
一，他是进化论的化身”(杜威，1904:53)。
“把知识定义为生存工具——认知达尔文主
义——就像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一样古老，”
雷斯彻 (Rescher, 1977:126) 强调说。雷斯彻
(1977) 的“进化认识论”把认知达尔文主义置
于实用主义的中心，正如在哈维 (2011) 将“
世界的心智概念”置于同时代“共同进化式”
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雷斯彻 (1977:307)
认为，“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实

威利

5.

6.

7.

用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认识到
现实生活需求的决定性作用是认知充分性的
最终裁决者”。雷斯彻 (2005: x) 后来的研
究侧重于批判现实实用主义，关注“在信息
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合理地处理认知
问题”。
弗里德曼诉诸“自然选择”对该领域的霸权产
生了“持久影响”；但是战后初期的“短暂躁
动”中，“经济学中生物学思维的影响不如后
来那么显著。它的影响力急剧削弱，这是解
释得通的，因为在此之前刚刚发生了纳粹
大屠杀，并且此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学界反对将生物学思维用于社会
科学”(Hodgson, 2009: xxi)。仿佛预见到后
来对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
狗哨话语，弗里德曼 (1953:22) 在对进化论
的简单讨论中纳入了危言耸听的言论：“因
此，‘自然选择’有助于验证假设——或者，
换句话说，根据自然选择，假设是否适当，
很大程度上应基于它是否恰当概括了生存的
条件。弗里德曼 (1953) 引述了凡勃伦和阿
门·阿尔钦 (Armen Alchian, 1950) 著名的
不确定性分析；他们明确采用了达尔文主义
的分析方法，但在文章或索引中一次也没有
提及“达尔文”或“进化”。
当达尔文的“第一本笔记打开”时，他“按照
培根的方法工作，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情
况下收集了大量数据”，但是“选择如何发生
在生活在自然条件下的有机体，这一点困扰
了我一段时间。1838 年 10 月，我进行系
统研究已经十五个月了，我偶然读到马尔萨
斯的《人口论》，当时仅仅是为了消遣，并
且我通过长期观察动物和植物的习性，已能
够很好地理解到处存在的生存斗争，有一刻
我突然醍醐灌顶：在一定条件下，变异往往
会保留下来，而不利特征会被摧毁。这一过
程导致了新物种的形成。当时，我终于找到
了研究可依据的理论；”(Darwin, 1876:410,
411)。
高尔顿、韦尔登和皮尔逊的“数学进化论”
以其他方式在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几乎)相互
交叉。阿兰·图灵做了数年分析，最终于
1948 年发表《智能机器》研究报告；在这
些年里，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掌管英
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达尔文参加“人类的作
用”大会时，威廉姆斯正在附近的高等研究
院夜以继日地进行大量推演，最终发明了新
计算机的电子真空管放大器。当时，挪威数
学物理学家 Nils Barricelli 正编写和测试“
能在新机器的 40,960-比特存储器中复制、
变异和联合共生”的计算机代码序列 Dyson,
2012:227)。极具讽刺意味的是，Barric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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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出能够自我复制的数字化“系统生物有
机体”，以证明与被新马尔萨斯社会达尔文
主义者劫持的新达尔文进化论所主张的原子
化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化因素相比，相互协作
更加重要。
8. 在后面一章中，霍伊特 (1933:355–356) 描
述了影响美国城市更新政策的内城“衰败”
，尼尔·史密斯 (1979) 后来就此提出“租
隙”理论：“地租低廉，收租损失比例高，废
弃、忽视和故意破坏导致房产损坏严重，这
些导致这些由“流浪汉”、季节性工人、美国
原住民罪犯以及底层墨西哥人、黑人和南意
大利人所占据的地段土地价值降低至很低的
水平。从土地价值曲线上看，Loop 区和其
他居民区间出现了一个低谷。
9. 20 世纪 60 年代末规划理论的认知核心由
一名年轻的城市规划学者做了最好的表述，
这名学者后来在超现实的克林顿执政年代到
美国住房与城市开发部任职；在该时期，新
自由主义经济放松管制，美国政治选民的保
守主义郊区化似乎未曾中断，两者并行不
悖，从中可看出城市政策得以局部复兴。针
对阿朗索-穆特方法论所提出的城市结构搬
迁人口运输模型，迈克·斯特格曼 (1969)
通过强调住宅和社区环境对消费者选择的重
要影响作出回应：“可以想见，市中心附近
地租较高，因为非居民活动较为集中，需要
或想要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特定消费者较
多；如果可供使用的住宅质量较高，并且环
境更宜人，那地租会增长得更厉害。[强调
为后加]伴随这种居住条件和环境改善而来
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收入群体——富人将占
据方便而理想的内环，迫使穷人居住在边缘
地区。
10. Ian
Young，一位经验丰富的跨国记者，
在《南华早报》中撰写名为“香哥华”的专
栏。他写道，根据估计，2005 年至 2012
年，约有 45,000 名百万富翁移民通过两
项投资移民计划到达温哥华，而与同时期全
美移民数量不到 30,000 名。“因此，温哥
华最近接受的富人移民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
城市都要多得多。这发生在一个有着全加诸
多最低收入人口的城市(Young, 2015)。也见
Ley (2010:56–64)。
11. 地方报纸对 Yan 的房地产分析结果进行了
数年深度报道；后来，《纽约客》的一篇
短文 Surowiecki, 2014) 专门写到此事，算
是得到了城市等级体系上层的某种程度关
注；随后当地的一名作家关注到这篇短文，
这名作家对鬼城区的生活颇感不满——温
哥华跨国超级绅士化中心地带的房产多由
投资者持有，造成了鬼城区 (Sadd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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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Urban Studies 
Yan 的成果随后刊登在《哈佛国际评论》上
(Dorfmann, 2015)。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冲
基金(黑石基金)的掌门人劳伦斯·芬克在新
加坡的一场会议上对“对冲城市”做了另一种
描述：“一直以来，黄金是一种很好的保值
手段”，但是，现在，“当今国际上两种最好
的保值手段是当代艺术品和曼哈顿、温哥华
及伦敦的公寓”(引自 Yaffe, 2015:D2)。房地
产经纪人兼加拿大族裔关系基金会会长艾伯
特·罗还做了一种表述，说移民“将大量财
富储存”在加拿大不动产中，然后“回到中国
或去其他地方工作”(引自 Todd, 2015:A5)。
“现在有一门生意，尚没有孩子的人专门上
课——你付钱，他们上这个课来了解如何将
你的孩子送入私立学校。我没有撒谎！”(引
自 Coscarelli, 2014)。
2012 年 5 月的一张广为传播的新闻报道照
片显示，湖北省一所高中的学生正排队注射
氨基酸，以帮助他们应对即将到来的高考。
这一无情竞争的极重要考试“已成为众矢之
的，也成为全国改革的对象，因为它已被视
为是中国所有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从缺
乏创造力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公民，到孩子
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普遍的作弊到学生自
杀，从教育机会的显著不公平，到学生们难
以忍受学业压力”(Zhao, 2009:49)。
批发领域包含相对隐形但却更加赚钱的循
环基础设施，来自公司资本主义。Amazon
Supply 是一家 B2B 电子商务网站，它的目
标客户群是批发经销商——起初是美国境内
35,000 家独立企业。2013 年，亚马逊录得
740 万亿美元收入，并计划开发美国 8 万
亿的经销市场，然后向外扩。正如 Amazon
Supply 主管 Prentis Wilson 所说：“我们
的目标是供应重建文明所需的一切”(引自
O’Connor, 2014:89)。
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创新丰富了当代关于绅
士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文献跟踪差异、阶
层，以及认知文化资本主义城市化意义和
话语的扩散传播。关于温哥华当地政治和
餐厅在“烹饪前沿”的竞争性营销，见 Aiello
(2014) and Burnett (2014)；关于从优生学
到当代精神病理学(汇合于绅士化、无家可
归和严重精神疾病)的“意识形态谱系”，见
Durgan (2013)；关于社区代表的文化政治
以及绅士化给地方文化实践造成的腐蚀性影
响，见 Alfasi and Ganan (2015) 对耶路撒
冷的研究，Parekh (2015) 对新奥尔良的研
究，Chang (2015) 对新加坡的“审美监管”的
研究，以及 Scott (2011b) 对认知资本主义“
第三次潮流”中各个城市“审美化的土地利用
强化”的研究。

16. Mazur 和 Perlez (2014) 描绘了鲁炜在“北
京高档餐厅与中国的“大V”们共进晚餐，取
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并指出这些“验证账
号”的社交媒体大咖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网上
粉丝”，他们“已显示自己如何能将敏感性话
题——例如强制拆迁和环境问题——转化为
牵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全国范围内讨论”。罗
伯特·摩斯对布朗克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时，经营了媒体关系；但与斯诺登的国家安
全局和鲁炜的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办公室相
比，他的工具和沟通技巧显得平淡无奇。
17. 慕课指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这是一种信息
技术、教育和全球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
被过度宣传的产物。2011 年，谷歌 X 前
主管及在线教学公司 Udacity 的负责人
Sebastian Thrun 斯坦福大学开了一门人工
智能在线课程，慕课的潜在规模在此课程
上得到了清晰证明。来自 190 多个国家约
160,000 人注册了该慕课，其中约 14% 的
人取得了结业证书。
18. 最近的经济学文献凸显了消费者主权和需求
侧理论的陡然异变；尼尔·史密斯几十年来
一直反对这些理论。经济学领域中达尔文主
义的“指数级攀升” (Hodgson, 2009: xxii) 与
空间、城市理论和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化同时
发生，并强者了后者 (Peck and Tickell, 2002)
。盖瑞·贝克 (Gary Becker, 1976) 提出“根
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建模发现人类行为由基
因决定”，亚瑟·罗宾逊 (Arthur Robson,
2002)
试图“证明达尔文进化论如何导致符
合标准理性原理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肯尼
思·宾默尔 (Kenneth Binmore, 2005) 利用
博弈论建立了一种“道德和自然正义的进化
理论，同时保留效用最大化能动性”(均引自
Hodgson, 2009: xxiii, xxv, xxv)。爱德华·沃
森 (Edward Wilson) 提出的“社会生物学”与
这些成果相融合。“受进化思维启发而爆发
的经济学研究”(Dopfer, 2005:3) 沉迷于获取
智人经济论 (HSO) 的源代码作为“一项范式
的基本单元”，以至于经济学家们一反常态
地开始反思自身成功的秘密：“什么能够可
靠地解释进化经济学目前的活力？当我们想
到，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每增加一单位研究
精力或研究时间，正统经济学家从新理论发
现中得到的边际效益递减，我们似有所悟。
将这种想法与“具有创造性的人总是会被发
展其理论的新机会所吸引”的推测相结合，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假设，能够解释为什么越
来越多杰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转向与进化
论相关的研究领域”(Dopfer, 2005:3)。
19. “神经学”转向只是更大范围追求的一个最极
端的例子，这更大的追求就是要发展一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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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了解人类都市实践和人类创造力的创
新天才 (Florida, 2014:8)。佛罗里达最近关
于创意阶层的研究在一种新的人类生态学“
心理地理学”框架中融合了心理学、地理学
和城市经济学，以理解“地理集群的体验开
放度”对“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
(Florida and Mellander, 2014:261)。
20. 不久前，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在地铁上刷
广告，以降低早孕率——其中一张广告显示
一名黑人女婴在问：“老实说，妈妈，他可
能不会和你在一起。我怎么办？”但是，整
个城市的出生率已降至大萧条以来最低水
平——特里贝克、上东区和布鲁克林高地
除外；这些地方“绅士化地区童车随处可见”
，“针对 5 岁儿童的打车服务”激增，“富
人学区人满为患，就读私立学校的儿童数量
不断增加，录取更加难”，这令人十分沮丧
(Bellafonte, 2015)。
21. 针 对 网 站 给 不 列 颠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贴 的 标
签，“部分学生开着玛莎拉蒂上学，其他
学生却要乘几个小时的车”，Vivien Chang
(2014) 为全国性新闻杂志 Maclean’s 的读者
详细介绍了人满为患的公交路线(与雅各·
里斯 (Jacob Riis) 的最新情况报道一起)：“
开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公交经常超载，
尤其是高峰期；公交经过，学生们有的还留
在街角。从公交下车后我大汗淋漓、行动缓
慢并且暴躁易怒；当我看到对面开过来的豪
车和呆呆的司机时，我经常被这种讽刺的场
景弄到无话可说，我常常想，‘这就是另一
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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