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远! 就像曼哈顿以前有

富人" 艺术家等不同类型的居

住者#但是现在艺术家"教授无

法继续在曼哈顿生存# 当然伦

敦也是这样! 这简直让人无法

相信#十分讽刺!当中等收入群

体外迁时# 大部分的城市就会

死气沉沉 #伦敦 "纽约 "东京都

有这个问题# 城市有下坠的感

觉# 因为资金流入到国家的其

他地区了!到了那个地步#人们

不禁要说#这城市要完蛋了!然

而新型的经济开始出现# 新的

网络开始建立#律师们"金融家

们也逐渐活跃于专门的领域 #

他们也赚钱# 也推动着行业的

发展! 所以传统行业虽然失败

了# 但新兴的媒介以及相关行

业却兴起# 所以这样的城市是

不会失败的!

雅各布斯能从更复

杂的角度探讨城市

问题

文汇报 ! !全球城市 "于

!""! 年 面 世 ##$$! 年 再 版 #

%$$& 年我们也引进了中文版 $

您在中文版中增加了一个序 #

%关于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的

思考 &$ 如今距离中文版出版

已经经过了十几年时间 #上海

这座城市也在各方面发生了

不小的变化 $ 就您的了解 #上

海是否离 %全球城市 &这个目

标更近了一步' 哪些方面需要

更多的努力'

萨森! 我认为上海做得很

好# 某种程度上比很多其他城

市要好! 上海具有真正意义上

的经济功能 #就像伦敦 "纽约 #

但与它们相比# 还是有一些不

同之处!举例来说#伦敦"纽约"

香港这三个城市有证券投资 "

第三方理财等丰富的第三类金

融机构#芝加哥"首尔"上海"圣

保罗等城市的金融服务又有其

各自的特点# 这四个城市的经

济更重视工业#诸如制造汽车"

研发产品"开采煤矿等#然而伦

敦"纽约"香港并非如此! 人们

很容易觉得所有城市都是一样

的#都变得同质化了#比如你在

任何城市买到的薯条都是一样

的! 虽然行业的全球化使得人

们能够购买到相同的薯条 #但

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同城市经

济的核心被简单地定义成相同

的专业化! 伦敦"纽约"香港这

几个城市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分

享着一些资源 #上海 "芝加哥 "

首尔"圣保罗同样如此!以美国

为例# 纽约与芝加哥是两个主

要的金融城市# 但是他们彼此

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因为它们

实在太不同! 你当然比我更了

解中国# 上海与北京似乎也同

样不是竞争关系# 它们有不同

的功能# 官方对两个城市的发

展定位也有不同的规划!另外#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 很多人也

认为内地有些城市会和香港有

同质化的可能# 然而事实证明

它们是迥异的城市!

一般的城市链接到全球网

络时# 城市是可以选择商业模

式的!我认为那些时刻考虑$竞

争%的城市有点过分夸张了#要

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

全球城市了!

文汇报! 中国共产党的十

九大召开后# 国务院首个批复

的超大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三

个阶段的城市目标愿景# 其中

提到 #展望 %$'& 年 #基本建成

卓越的全球城市 ( 梦圆 %$&$

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各项发展指标全面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您如何看待这个学术

概念在上海%落地&'

萨森 ! 在某种程度上而

言 # 上海已经是一个全球城

市 #事实上 #现在越来越具备

全球城市的观感! 或许其他很

多人都没有提及 #但我个人的

体会很强烈 # 所谓全球城市 #

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交织在

一起 #这些城市彼此之间联系

频繁#群聚起来! 诸如上海"芝

加哥是比较重视工业化的城

市 #它们是以实体经济作为城

市崛起的开始! 纽约没有很大

比重的工业 # 芝加哥则反之 #

芝加哥需要发展为实体经济

提供良好服务的金融手段 #但

是纽约不需要 #因为纽约也没

有工业 ! 所以 #当你去探查一

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有什么特

殊之处时# 其实从城市的经济

要素就能窥得一些端倪!

我认为上海拥有悠久的历

史#而且#上海与其他城市相关

联的历史也很悠久! 上海历史

上曾涌入大量移民# 孟买曾经

也是如此! 很多犹太难民当时

被驱逐后进入上海和孟买 #可

见在历史潮流中一些大的城市

如此紧密相连!但不同的是#孟

买丧失了很多土地# 因为难民

的关系# 大量土地成为了难民

窟# 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城市

的发展!历史地看#永远有些城

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城

市让人感到安全!我也注意到#

随后有一个阶段是国家主义比

较盛行# 但是再往后便又重新

回到了$全球城市%之间联系紧

密的阶段# 也就是重要的城市

之间要比一般城市之间有更多

的往来! 我始终坚持的一个论

点是# 这些城市与全球范围内

类似的城市有更多的关联 #而

且可能超过在广袤的本国国土

中与一般城市的联系# 比如在

欧洲# 英国的伦敦和德国的法

兰克福在城市水平上相似 #所

以或许在更多方面相互联系 #

虽然它们属于两个国家!

文汇报& 您在一些纪念文

集和采访中#常常提到简)雅各

布斯# 认为她改变了我们看待

城市的方式$ 您觉得雅各布斯

对于城市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

在中国#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

与生 " *()* +*,-) ,./ 012* 32

45*,- 67*518,. 91-1*:+ 流传广

泛# 她被更多地被视为城市行

动主义的前辈# 但她对于城市

政治经济的研究却是或多或少

被忽略的# 而这一部分正好是

您在纪念雅各布斯 !我们能看

到什么";<),- <* =**>一书中

所阐述的, 您能稍微展开讨论

一下这方面吗'

萨森 !讨论这个问题得往

回溯 #雅各布斯主张城市不仅

是富人居住 #而且还应该包括

各类不同的人群! 还有一点我

觉得十分有趣 #她说过没有一

个城市可以撇开经济 #换言之

就是没有经济就没有城市! 经

济不单指城市经济 #还包括其

他类型的经济 #她广泛深入地

探讨城市的经济 "经济对于城

市如何重要以及经济为城市

带来什么等问题 ! 同样 #雅各

布斯还是一个战斗者! 她撰写

了很多东西 #虽然她从来没有

得到过博士学位 #但是她拥有

非常伟大的头脑和不凡的智

慧! 与她同时代的城市学家大

多关注一些具象的东西# 例如

交通等# 而雅各布斯却拥有从

更加复杂的角度来探讨城市问

题的洞察力!

文汇报! 最近几年国际环

境的变化也很剧烈# 发生了不

少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 比如

英国脱欧$在您看来#英国脱欧

对于伦敦这个全球城市会有怎

样的影响'

萨森! 大约一年前我在英

国'金融时报(上面发表了一篇

相关的文章! 很多人认为英国

脱欧之后伦敦完蛋了# 我在文

中认为并不会! !"#$ 年伦敦证

券交易所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

所合并# 法兰克福证交所拥有

%&'以上股份! 有人就认为#法

兰克福证交所会把伦敦证交所

也一并带回德国国内! 我在文

中也提到这次合并# 文章发表

后# 网上在一小时内就有数百

评论# 很多人认为德国人肯定

会带走伦敦证交所!几天后#法

兰克福证交所负责这次合并事

务的工作人员说 #之所以购买

伦敦证交所 # 当然是想把新

的交易机构放在伦敦 # 因为

伦敦有自身特殊的地位 #拥有

不可替代的金融网络和金融

影响力! 所以那是个非常有趣

的时刻!

伦敦将丧失或者说已经丧

失了一些传统优势#但是#伦敦

作为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还

在! 当然#法兰克福"巴黎同样

是重要的金融城市# 但并不能

简单地把伦敦的模式复制到法

兰克福和巴黎去# 然后认为伦

敦理所当然就完蛋了! 这是不

可能的! 城市是有多重因素叠

加和交织的! 我想上海和中国

国内的一些城市也是在一些方

面有竞争# 但并不影响上海的

传统优势# 这些竞争也并非事

事针锋相对!

难民危机在一定程

度上是驱逐危机

文汇报! 早年您在博士后

期间# 研究的是欧洲移民和难

民问题# 而后也做了很多相关

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您在

#$$$ 年出版了 !旅客与异族 "

;4?*:-: ,./ 6@1*.:> 一书$ 难民

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社会非常关

注的问题# 您觉得现在的欧洲

难民和此前有什么区别' 您如

何看待现在的欧洲难民危机'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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