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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大学社会学终身教

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

座教授'

萨森学科背景多元 &

涉及社会学 ( 政治学 (哲

学 ( 经济学等多个学科 &

精通多国语言的她研究

重心主要在移民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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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森于近期来沪参加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

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

海实践研讨会 ' 本刊就

全球城市 ( 全球化及难

民危机等问题 & 对她进

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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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城 市 的 这 种

!联系 " 和 !对外

开放 " 的理念极为

相似

文汇报! 首先感谢萨森教

授在此次紧张的行程中拨冗接

受采访# 您在$全球城市%"#$%

&'()*' +,-./一书中首次提出和

定义了 &全球城市 '这个概念 (

此后也一直积极推行这一概

念( 使之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

广泛认可和接受) 在 *全球城

市+之前(学界还通行另一个概

念,,,*世界城市 + "-$% 0(1'2

+,-.3( 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最本

质的差别是什么-

萨森# "世界城市#是一个

比较老的提法$ 曾经使用了很

长时间% 我认为几千年前就已

经有 "世界城市 &了 $中国的一

些城市一度也是世界城市% 然

后$ 世界上各个区域变得更加

紧密$相互开放$当我在多年前

提出 '全球城市 &这个概念时 $

脑海里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些想

法的%

第一$ 全球城市必须在某

些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而且需

要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来支

持城市发展% 它也需要与不同

国家的不同的城市加强联系 %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一定要与

整个国家有关联% 这并不是国

家对国家的互动$ 而是城市对

城市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伦

敦( 纽约比香港或其他城市更

能适应这样的需求) 大城市之

间先发生关联$ 随后大城市也

逐渐和其他国家相对较小的城

市发生关联*实际上$谈到全球

城市的这种联系$ 和 '对外开

放#的理念极为相似*

第二$ 在全球化有其固定

的模式之前$ 世界经济已有很

大的发展$ 然而全球化促使越

来越多的公司能够在更多的国

家设置分公司$ 这就必然会使

得伦敦 +纽约与巴黎 (东京 (上

海等城市之间$相较于英国(美

国的本土城市之间$ 更多地交

织在一起% 全球化重新定位了

各个国家的城市$ 将其置于全

球网络中$ 而不仅仅是与本国

的小城市相互交织$ 这即是城

市与城市的流动性%

第三$ 相对来说稍微复杂

些$ 全球化一开始面对的是一

些私人层面而不是公共层面的

跨国活动$ 有时候甚至是一些

不甚合规或者没有规律可循的

活动% 比如美国一直需要从其

他国家进口石油$ 然而同样的

进口标的$ 在具体进口的时候

会面临各种变化$ 于是单纯的

实际需求逐渐转变成一定程度

上的贸易往来% 比如法国从德

国进口土豆$ 德国也同样从法

国进口土豆$ 有时候你难免会

想$ 这么你来我往的是在干嘛

呢%这就是贸易活动$因为这样

做能够从中获得利益% 一个关

键的因素是媒介或者说是中间

商的产生%所以$中间商愿意远

距离地贩卖食物$ 因为他们关

注的是贸易$而并非食物本身%

所以有时候$在贸易往来中$控

制了中间商$ 那么就能获得成

功% 这样操作的另外一个主要

真相就是金融化$ 更多的东西

被金融化了% 当金融进入货物

往来的领域$ 它就创造了第三

重地带% 我们回到具象物品的

讨论$ 不管是土豆或者其他什

么实物$ 金融一旦进入$ 那么

金融家同样也参与买卖$ 但金

融家与贸易商又完全不同 $贸

易商提供的是中转站$ 金融家

却是将其转化成复杂的工具%

我近期的关注点在建筑物

上$ 我觉得建筑也越来越金融

化了%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房地

产市场$ 它们成为了搅动经济

的催化剂% 有些建筑物明明是

空关着的$ 却在买卖过程中产

生了很多利润% 房子相当于被

抽象化为金融工具了% 如果房

子被使用了$ 不论是民用或者

公用$则房子就提供居住(办公

等本来功能%所以$这样就形成

了一个三角形$首先是贸易商$

然后是惯有的买卖双方$ 再然

后是第三方% 一旦金融变成第

三方$ 其他几方也就从具象的

事物抽象出来了% 这就是我最

近的研究内容%

文汇报 #在 .全球城市 %一

书中 (您选择纽约 /伦敦 /东京

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 在当时

写作的过程中( 选择这三个城

市( 尤其还包括东京这个东亚

城市(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萨森# 目前有很多全球城

市$就看你如何定义,全球&了$

稍微严格一点定义$ 至少有四

十几个全球城市$ 如果放松一

点要求$ 可能有七十几个全球

城市吧* 上海(北京(深圳现在

都将全球城市作为发展计划 *

全球城市的重点不是在于制造

产品$ 其必需的能力是在全球

经济中拥有自身的创造力* 所

以$ 我认为主要的全球城市各

有特色$ 它们肯定是相互不同

的$当人们去快餐店买薯条时$

或许觉得所有的城市都有其同

质的一面$ 但全球城市的功能

并不体现在这个上面$ 它们的

功能是具体的(明确的*

我选择纽约(伦敦(东京作

为全球城市$ 事实上是一种方

法论的尝试$ 我最开始试图将

纽约和洛杉矶作为对比研究对

象$ 然而洛杉矶却迟迟没有作

为全球城市凸显$ 伦敦和东京

却凸显出来$ 这是我没有预计

到的$ 所以我不得不去伦敦和

东京进行调查研究* 我借用方

法论来观察$ 在全球景观的维

度中$ 什么功能在这些城市出

现了* 这三个城市在所有的方

面都涌现出全球特征$ 它们脱

颖而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这

三个城市以其网络涵盖了整个

世界$ 例如东京的网络远至澳

大利亚$近到亚洲其他地区$同

时也把资金输送到伦敦* 日本

人在伦敦购买大楼$ 因为他们

希望在伦敦开设公司$ 在纽约

亦然*这是十分特殊的时刻$这

些是我研究的开端* 我只是以

方法论开始$ 方法论事实上就

是一种规则$否则你会说$我想

研究这个$又想研究那个*现在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是经过方

法论筛选的城市$ 而不是我一

开始预计的城市$ 因为我自己

当时也是如此措手不及*

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扩张 $

我认为中介是最为关键的要

素* 一旦经济涉及越来越多的

中间商$ 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相

关的城市加入进来* 什么是中

介呢- 在如今这个全球经济的

时代$ 如果你经营着一家传统

却有影响力的( 实力雄厚的企

业$ 你依旧无法在家门口完成

所有经营$ 你必须要接触一些

专业的服务$ 比如你需要花些

时间去研习其他国家的法律法

规$就这一点来说$全球经济就

是一个中间领域* 这个中间领

域需要有十分睿智的经济学

家 (律师 (金融家等等来参与 $

他们是特殊的部分*在我看来$

过去这三四十年的全球经济依

赖于中介$ 然而这种中介因素

是十分松散的*

此外$ 我还想谈谈城市空

间*打个比方$一个家庭住在一

个两居室里$ 而一个超级富有

的单身人士却住着一套超大的

房子$其实这是在把一般收入

的群体往外推* 我们讨论的并

不是那百分之一的超级巨富 $

他们一直都在那里 $ 而是 $百

分之三十的高收入人群$ 他们

虽不是超级富裕 $ 但影响着

城市生态 $ 因为他们把其他

人群包括中等收入群体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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