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馆和图书馆 ， 新房子和旧建

筑， 书店和绿地， 豪华酒店和郊野公

园 ， 会同时被广场舞阿姨和穿 BM 的

美少女占领， 她们摆的姿势也许有区

别，用的修图软件可能不一样，但她们

一样精心打扮自己、 认真完成照片后

期，然后发布在各种社交媒体。在这些

网红打卡地，阶层、年龄的概念似乎模

糊了， 人群的限制被打破了， 虚荣也

好，浮夸也罢，谁能说这不是对美好生

活的一种追求呢？ 而上海是最适合这

种 “诗意地栖居” 生活方式滋生的地

方。 始建于 1924 年的武康大楼 ，每天

就有 4 万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美团研

究院今年发布了 《网红打卡地的网络

评价 、发展趋势与发展对策 》，该研究

报告根据大数据推断：亲子出游、拍照

和打卡， 既是消费者前往网红打卡地

的主要目的， 也是其在网红打卡地进

行的主要活动。

9 月 1 日起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

例》将开始施行，城市更新由此上升至

地方立法。 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

扩张增量时代过渡到存量时代的总体

格局下， 城市更新已经上升到城市乃

至国家战略的地位。 城市空间的多样

性、城市记忆的丰富性、城市文化的独

特性， 无疑会创造多姿多彩的城市空

间和文化新消费载体， 更有针对性的

空间更新也将更匹配市民和游客的多

层次需求， 城市更新也将呈现目标综

合化、对象全面化、方式可持续和主体

多元化的新趋势。从旧区改造、老工业

基地 ，到滨水空间 、新兴区域 ，多维的

上海城市空间将催生出风格各异的网

红打卡地， 网红打卡蕴含的消费动力

和文化认同，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延

续城市文脉 、推动高品质生活 ”，既是

网红打卡地的底色， 也是上海城市更

新的追求。

古根海姆效应：
城市更新与网红打卡
的红利

西班牙北部城市毕尔巴鄂是一

座通过网红打卡而成功复活的城市 ，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毕尔巴鄂环境

问题严重 、 工业结构危机重重 ，1993

年毕尔巴鄂市政府与古根海姆集团

合作兴建古根海姆博物馆 ，博物馆由

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设计 ，总

耗资 12.7 亿美元 ，于 1997 年正式落

成启用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延

续了盖里一贯的创作风格 ，建筑临水

而建 ，造型特立独行 ，由数个不规则

流 线 型 多 面 体 组 成 ， 表 面 包 覆 了

33000 块闪闪发光的钛金属片 ，与波

光粼粼的河水相映成趣 ，同时也呼应

了毕尔巴鄂的造船业传统 。博物馆建

成第一年就吸引了 130 万西班牙国

内外参观者前来打卡 ，开馆仅 6 年便

全部收回项目资金 ， 博物馆创造了

45000 个就业机会 ，直接门票收入占

到了毕尔巴鄂全市财政收入的 4% ，

相关产业收入则占到了全市财政收

入的 20%以上 。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打卡盛况，极大

地促进了毕尔巴鄂旅游业发展，并带动

了一系列城市更新举措。2004 年毕尔巴

鄂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荣获世界最

佳城建规划奖，2010 年毕尔巴鄂凭借出

色的城市建设与管理， 一举击败纽约、

伦敦、 墨尔本等 77 个城市， 荣膺首届

“李光耀世界城市奖”； 在 2017 年欧洲

最佳城市评选中，毕尔巴鄂力克维也纳

等城市，以综合实力荣获“欧洲最佳城

市”称号。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网红

打卡现象，已经被哈佛大学归纳总结为

“古根海姆效应”，成为城市更新的研究

课题。 在旗舰博物馆带动产业转型，并

以艺术和文化为资源推动城市更新的

过程中，网红打卡无疑成为了毕尔巴鄂

城市更新的一种新势力。以古根海姆博

物馆为龙头的博物馆、 艺术展览馆、创

意中心、 古董商店数量的大幅增加，打

通并完善了毕尔巴鄂的整个艺术产业

链，在此基础上的多元化城市更新策略

引导了毕尔巴鄂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

古根海姆博物馆片区成为了主推商业

艺术消费的城市文化中心，以艺术生产

为主的老城区也重新焕发了活力，原有

的艺术相关产业与新兴艺术产业进行

了有机的融合。

古根海姆效应让部分衰落的后工

业城市和片区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但

是， 简单复制文化 IP 却不一定能带来

成功， 昂贵的大型旗舰项目的介入，也

未必能带动周边的产业转型与基础设

施更新 ， 进而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 。

1999 年英国谢菲尔德全国流行音乐中

心开业，但吸引的游客不到预期的四分

之一，不得不在开张当年就关门大吉；

莱比锡艺术教育博物馆也未能如愿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西雅图为微软基

金会和微软创始人之一的保罗·艾伦设

计的博物馆也没能带来城市复兴。

毕尔巴鄂经验是否可以复制？ “古根

海姆效应”如何重现？可能没有现成和统

一的答案。 大型旗舰项目对于网红打卡

热潮的形成极为重要，而且能吸引投资、

发展旅游经济和重塑城市形象， 但毕尔

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不应被理解为一种

“效应”，而应看作更广泛的城市更新发

展进程中的一部分。 文化政策、文化艺

术活动、文化设施建设、教育体系完善

以及文化凝聚力培养，才是毕尔巴鄂网

红打卡能够长红不衰的秘诀。

城市更新需要怎
样的新动力

艺术家、创意工作者及创意产业对

于城市区域孜孜不倦的升级改造，可以

说是创造网红打卡地的真正动力。文化

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这

是许多城市推出文化创意园区的原因

所在。 层出不穷的高颜值文化创意园，

为网红打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网

红打卡是对这些城市更新成果的认可

和分享，其具有的反馈、传播、扩张和倍

增效应， 不仅打通了城市创意空间生

产、消费的完整链条，而且也使得城市

创意携手网红打卡，共同成为推动城市

更新走向深入的新动力。

2024 巴黎奥运会宣传片中的铁轨

上演奏钢琴的画面， 来自于巴黎著名的

“小腰带” 废弃铁路改造的城市更新项

目，城市遗产、空间创意、艺术表现和奥

运愿景融合成了巴黎城市更新的崭新动

力。巴黎自 19世纪奥斯曼改造之后，150

年来城市格局和风貌都没有发生大的改

变，但是城市更新却没有停止过。不同于

“政府强烈干预”的城市更新模式，巴黎

采取了更温和的方式， 高度关注城市传

统风貌的保留与延续， 从细微入手改善

居民生活品质、 激发城市的活力。 比如

“巴黎创新计划” 指定了被忽略的屋顶、

地下室和环城道路等 23个“城市死角”，

让各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出谋划策，将

之改造成体现未来巴黎风情的网红打卡

地。 在 2024巴黎奥运会宣传片中，屋顶

风情也通过小轮自行车手的视角得到了

创意表达。巴黎还创设了同样温和的“协

议开发区”城市更新模式，协议开发区更

强调相关利益各方的平等协商和共同参

与， 更重视历史遗存的保留和社区整体

风貌的塑造， 协议开发区同样为巴黎供

应了一大批适合网红打卡的场景和活

动，实现了城市遗产、历史文脉与社区的

融合统一。

伦敦不仅将创意产业视作城市经

济和发展的动力之源，而且把创意产业

视为提升社区品质、丰富社区多元文化

特质的要素。伦敦市政府还非常关注城

市文化资源的共享问题，而网红打卡天

然具有的发现和分享功能，激发了市民

和游客的文化需求和潜能，促使他们去

接近、享受伦敦独有的城市空间和文化

生活。适合网红打卡的伦敦国王十字街

区，就走出了一条综合考量、多方平衡、

避免冲突的城市更新之路。在整个国王

十字街区的改造中，城市的历史文化肌

理、市民的公共需求和开发商的商业利

益都得到了兼顾。改造后的国王十字街

区营造出独特的街区氛围并带动了市

场热度，社区活动则进行了常规化和全

年化安排， 形成了人群聚集的网红效

应。 户外运动、亲子活动、艺术和文化、

音乐和舞台等，强化了整个街区的活力

和文化属性。形式多样、惊喜不断、同时

具有开放性的活动，使得社区能够包容

多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创造属于

每个人的活力街区，从而保证了网红打

卡的常年鲜活度。

波士顿昆西市场的改造，通过建筑

遗产的活化和中心区的城市更新，成功

解决了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中心区复

兴的矛盾，为城市中心区注入了网红打

卡的活力，催生了后续的杰克逊维尔码

头、迈阿密海湾市场、巴尔的摩内港和

纽约南街港区等城市更新项目，同时也

成为了上海网红打卡地———新天地的

城市更新灵感来源。 哈佛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等著名高等学府同样是游客趋

之若鹜的波士顿网红打卡地。 哈佛大学

校园的发展与波士顿的城市更新一直

联系紧密，哈佛广场的影响力和商业价

值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但本地商业

和哈佛学生也深受街区“士绅化”之苦，

早在 1980 年代，社区居民便成立了“哈

佛广场防御基金会”， 以限制和打击侵

略性的房地产行为，哈佛大学的学生组

织成立了“哈佛广场收容所”等团体，哈

佛大学也发起了“公共空间计划”。 紧邻

哈佛广场的哈佛大学史密斯校园中心

改造项目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的，改

造后的史密斯校园中心演绎了更加开

放包容、 充满活力的哈佛校园文化，并

承担起校园与社区的文化交流使命，改

变了人们体验大学的方式，堪称链接校

园和社区的城市更新成功典范。 前来哈

佛大学打卡的人们，也许并不清楚哈佛

广场身处城市与校园“碰撞”夹缝中的

困境与奋争， 但是网红打卡的参与感，

依然传递了哈佛广场城市更新的成就、

努力和愿景，同样汇聚成了城市空间塑

造和社区意识提升的新动力。

恋地情结能否演
绎浪漫地理学

城市的软实力必定和人相关 ，如

果上海有能力吸引并聚集人群 ，而且

能持续地制造这股力量 ，无疑会推进

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和城市归属感

的强化 。 高品质城市公共产品应该超

越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 ，而扩展为更

加丰富多元的交往空间和公共服务 。

网红打卡的热潮 ，指向的是公众对更

优质的城市公共产品的向往和追求 ，

是集体创意力量的检阅和集聚 ，是强

化城市归属感的 “恋地情结 ”的发散 ，

也是 “情感地理学 ”的个性演绎 。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首创了 “恋

地情结 ”（topophilia） 一词 ， 他认为恋

地情结虽然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 ，

但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

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 。 城市

更新日新月异 、 网红打卡潮起潮落 ，

空间与情感的这些认同纽带在强度 、

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虽然差异巨大 ，

但正如段义孚在 《恋地情结 》一书中

认为的那样 ，这也许昭示了人类对环

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 ，而更为持

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

方的依恋 。 我们也许同样可以推论 ：

网红打卡其实已经将地方空间与环

境转化成了情感事件的载体和符号 。 段

义孚在 《人文主义地理学 》一书中讨论

过的拍照问题 ，也许可以挪用来比对网

红打卡的拍照 ，段义孚认为 ：自 19 世纪

早期照相机发明以来 ，照相机巧妙地改

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感觉 ，它改变更多的

并不是我们与空间的关系 ，而是我们与

时间的关系 。 人 、事件和场景都在悄悄

过去或即将过去 ，这是共同甚至是普遍

的人类经验 。 我们希望保留 ，但它很快

便会消失 。 某个风景留在原地 ，我们以

为自己总能回到那里 ，但可以吗 ？ 如果

相隔太远怎么办 ？ 即使能回去 ，我们自

身不会改变吗 ？风景不会改变吗 ？那么 ，

在网红打卡的拍照过程中 ，人们关注的

究竟是空间的再现 ？ 还是一种包含了现

实痕迹的呈现 ？

在《浪漫地理学》一书中，段义孚认为

生活大多数时候是由热情所驱动，由可望

而难以企及、 甚至无法企及的东西所驱

使。 心绪飞扬的浪漫情怀与稳定的“家园

经济”逻辑背道而驰，浪漫主义倾向于表

达感受、想象、思考的极端性，这在流行文

化中尤显勃勃生机， 就像网红打卡一样，

虽然被文化精英认为是浅薄而幼稚，但仍

可表达较为复杂的关于自然、环境、社会、

政治的感知与理解，因为潜藏在浪漫精神

之下的，无疑是人的欲望、诱惑和渴求。所

以我们同样不应忽视：网红打卡也会制造

焦虑，因为它在本质上无法真正提高个人

生活品质， 更难摆脱消费主义的消极作

用， 还会影响到消费领域商业业态的品

质。 网红打卡地在引领潮流，打卡者们也

在塑造城市，网红打卡地终究无法成为都

市人的精神家园， 甚至对 GDP 的贡献也

相对有限。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当然希望

街景永远新鲜，商家客如云来，在常去的

面馆与熟客打招呼，在有时需要排队的博

物馆门口与生人互致微笑，社区既市井又

艺术，坊间始终流传有趣的传说，过去、此

刻和未来似乎都唾手可得。无论是城市更

新，还是网红打卡，都是城市的“生机”和

“活力”的体现，不仅与城市空间和社会生

活密切相关，也是对城市发展生命力的认

同，彰显着城市最富魅力的一面。 “恋地情

结”有利于城市更新成果的分享，但浪漫

地理学的演绎需要个性化的创意和创造，

终究不是跟风打卡能够轻易达到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城
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文化研
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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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共情，武可热血，
国产战争电影的新境界
———评电影《长津湖》

荩10 版 ·热点

那些在与生活短兵相接中
养成的演员

荩11 版 ·文艺百家

一甲子历久弥新，越剧《红楼梦》
何以打响新时代戏曲驻演的头炮？

荩12 版 ·记忆

网红打卡，能否成为城市更新的助推力？
包亚明

◆ 网红打卡地在引领潮流， 打卡者们也在塑造城
市，网红打卡地终究无法成为都市人的精神家园，甚至对
GDP 的贡献也相对有限。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当然希望街
景永远新鲜， 商家客如云来， 在常去的面馆与熟客打招
呼，在有时需要排队的博物馆门口与生人互致微笑，社区
既市井又艺术，坊间始终流传有趣的传说，过去、此刻和
未来似乎都唾手可得。 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网红打卡，

都是城市的“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不仅与城市空间和
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对城市发展生命力的认同，彰显
着城市最富魅力的一面。

观点提要

▲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建学明手绘

荩 始建于 1924 年的上海武康大楼， 每天有 4 万游客

前来打卡拍照，还有人驻足写生 （摄影：袁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