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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
李永东

摘

要： 城市和民族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需要超越只有一个城市和只有

一个乡村的观念模式，对现代性和文化视角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重视发掘城市形象的多义性和流动性。城市与民族国
家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
亮。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
的城市，或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其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尤其
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并引
入城市互观的思路和跨国、跨文化的视野，由此拓展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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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想象
斯宾格勒断言： “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
史 ”（ 83） ，“所 有 伟 大 的 文 化 都 是 城 镇 文 化。

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 袁昌英 241） 。
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
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 正如斯宾格勒所
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

［……］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

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 ”是一个奇
迹（ 斯宾格勒 79） 。 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

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 ，那
就是城镇 ”（ 79） 。 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

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一
结论。

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们谈论现代国家、
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几乎都不能脱离“城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
中国系统出现。 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

市”这一特定的场域。 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
代观念和现代之物，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

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
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 ，在城

展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思想文化土壤 。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

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
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

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 这是因为“城市现象是一
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 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

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
的协调”（ 林语堂 507） ，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

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
中心； 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

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 ”（ 师
陀 279） 。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已在

或者一个灵魂”（ 潘什梅尔 183） 。 关于城市的言
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是，城市构成了

许多城市被逐渐打破。 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
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

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 ”（ 汪民安 1） 。 任何关于
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着城市

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
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 。

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 ”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

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
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 （ 学校

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
富多样的。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

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产阶级、银行
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
师等 ） ，新的城市空间 （ 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

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 看得见的城市是
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
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 ”（ city off act） 与
“感觉城市”（ city of feeling） 两个相对的概念，“事
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 ”，而超越城
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 ”则“成型于语言、图像
和概念的流动； 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
得自己 想 象 的 城 市 在 读 者 的 头 脑 中 形 成 意 象 ”
（ 成砚 64—66） 。看不见的城市在人们认知城市
和民族 国 家 时 所 起 的 作 用，并 不 亚 于 实 在 体 的

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 ） ，
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
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
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
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 城市的空间、
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
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
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 治外法权、炮舰外

城市。

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
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
象的伟大作用。 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

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 。城市心灵的
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

造一种心灵状态 ”（ 利罕 8） 。 袁昌英也认为，每
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 ”，巴黎、柏林、纽约、

一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需要顾
及它的两面。

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
神与气 质 ”？ 换 言 之，每 一 个 城 市 都 有 它 的“城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
的精神深处？ 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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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
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

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
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 ”

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
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形绘神。 城市心灵、城市性

城市的形象特质。
“现代性 ”观念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的同

格、城 市 感 觉 属 于 心 理、精 神 的 层 面，难 以“看
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感觉、精神城市的

时，也遮蔽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 在探究城市
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把“现

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美国学者
理查德·利罕在 1998 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 》

代性”当作似乎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以此考察现
代传媒（ 报纸、杂志） ，现代场所 （ 学校、电影院、公

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 ”这一概念，
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

园、百货公司、跳舞场、咖啡馆等 ） ，现代交通和通
讯（ 电车、汽车、电话、电报等 ） ，现代物品 （ 电灯、

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
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

洋装、高跟鞋、留声机等 ） ，现代观念 （ 个性解放、
民主科学、男女社交、消费主义等 ） 在中国各个城

式之一”（ 利罕 9） 。作家通过文字构设的城市形
象，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艺术之宫 ”（ 贾振勇 60） ，

市出现的时间、存在的规模以及引发的冲突。 无
论是民国首都、内地城市还是通商口岸城市的文

文学中的城市将影响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
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

学想象，无一不是为了印证该城市“现代性 ”的程
度和比重。“现代性”既被看作论述的起点，也是

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
定要以‘海派 ’作城徽 ”（ 李天纲 348） ，这就与文

论述的终点。以同一“现代性 ”来审视各个城市，
所造成 的 印 象 就 是“近 代 中 国 似 乎 只 有 一 个 城

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 因此，某种
程度上 我 们 可 以“把 城 市 看 作 是 文 学 想 象 的 产

市”，或者只有两个城市———传统城市与现代城
市。以“现代性”的标准考察城市，既揭开了城市

物”（ 利罕 383） ，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
观念的隐喻时，如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中的上海

现代化的神秘面纱，也模糊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
别。因此，需要引入地方性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

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
“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被视为民族国家观

以打破城市形象趋同的分析模式。30 年前，黄万
华针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就提出应重视文

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 迈克 · 克朗认为：
“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

化环境的考察，辨析相异的地区性因素对文学创
作的影响 （ 黄万华 168—170 ） 。 同样，研究中国

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
方。”（ 40） 文学创造 城 市 的 方 式 就 是 城 市 想 象。

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只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身
份（ 如： 国都、租界、大后方城市 ） ，进入具体的城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 ”的北
京、南京、重庆、上海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

市布局、权力结构、阶层关系、社会心理、个体记
忆，把人与城的对话语境落到实处，并以“他城 ”

学想像的混合物 ”（ 陈平原 5 ） 。 想象城 市 的 过
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

作为参照，才能避免“现代性 ”的阐释陷阱，揭示
每个城市文学想象的特定风貌和精神追求 。

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

每个城市的形象，自有其标示性的特征，这些
标示性的特征使得它的面孔具有辨识度。“可识

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 ，
那么，城 市 之 间 的 差 异，甚 至 是 城 市 内 部 的 差

别性是城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可识别
的城市就是它的区域、道路、标志易于识别并又组

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
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

成整体图形的一种城市 ”（ 林奇 2） 。 正因为此，
无论是作为实体性的城市还是想象性的城市，中

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 。似乎只有一
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

国现代文学中的上海、北京、南京、重庆、天津形
象，在言说中都不会被混淆。不过，这多少属于本

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
本身。”（ 汪民安 5） 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

质主义的城市观和写实主义的文学观，这种观点
认为存在一个个固定的、特殊的城市形象，有待作

利于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型，辨析文明观

家摹写和表现，也有待评论家解读和提炼。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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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文传统、地方性格、自然环境和区域格局等因
素构成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

造城市的效用。
固然，每个城市皆有其特殊的形象，但不能因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城市文化视角是一种求同
的视角，它确证而不是偏离多数人关于某个城市

此就认为文学城市的面孔是固定不变的 。城市想
象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具有解释甚至发明“一个

的经验和印象。 因此，文化视角应当作为城市想
象研究的重要视角，但也应警惕以“整体 ”的城市

城市”的话语力量。 正如科林 · 麦克阿瑟所言：
“城市（ 亦即所有都市空间，甚至是‘自然 ’景观 ）

文化眼光来裁定风貌各异的城市书写 。
实际上，在文学想象中，城市形象的整体一致

总是关乎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它深受叙事的影
响，不断 在 定 义 与 重 新 定 义 乌 托 邦 或 反 乌 托 邦

性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城市繁复而多样，个
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段，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

（ dystopias） 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 因此，城
市在不同的言说中摆荡，它不具绝对、固定的意

市”（ 汪民安 2）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 》、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夏

义，而是暂时的定位之一而已。”（ 24—25） 在不同
言说中摆荡，不断对城市形象进行定位，体现了城

衍《上海屋檐下》、茅盾《子夜》都触摸到了上海的
城市面影，但又如此不同。 以“整体 ”的城市文化

市想象的多义性和城市形象的流动性； 不同主体
与城市对话所生发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处于变动

眼光来打量所有创作，显然缩减了城市形象的丰
富性。而且，民族国家事件会不断重塑城市文化 。

之中，北京、南京、重庆等城市的想象莫不如此。
中国现 代 文 学 中 城 市 形 象 的 流 动，除 了 受

中外条约、革命、战争、迁都等民族国家事件会修
改城市风貌，给城市文化添加新的内涵。 在文本

“实体性”城市现实变迁的影响，亦是时代风云、
书写立场、文化趣味和观察角度等差异性因素交

内外，首都的兴废，战略中心的转移，城市设立外
国租界，或划入租借地，或割让为殖民地，或成为

相作用的结果。 城市形象与时代语境、作家旨趣
之间有着相互发现的关系。时代语境和作家旨趣

大后方重镇，会迅速改变城市的文化性质和空间
面貌。例如，首都北京和废都北平，租界城市与其

影响了文学城市的风貌和气质，从城市风貌和气
质的描摹中，可以捕捉到时代的律动以及作家的

他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就有较大的区别。 在通俗
小说《人间地狱 》（ 1924 年 ） 中，妇人管上海公共

态度。作为时代之子的作家与城市的相互发现，
是一种动态关系。 无论上海、天津，还是南京、重

租界叫“大英地界”（ 娑婆生 包天笑 3） ，就连郭
沫若初到上海，也感 觉 像“初 到 了 外 国 的 一 样 ”

庆，其文学形象皆处于因时而变的状态，时代心
理、文化变迁和政治动向的巨手操纵着作家想象

（ 郭沫若 112） ，外侨走进租界，反而感觉像走进
“自己的城镇”（ 郑曦原编 62） 。 这是租界、殖民

城市的方式。在袁昌英先后写下的《游新都后的
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 》中，首都南京呈现出

地城市才会造成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错觉和主权意
识的僭越。同为租界或租借地区域，也因租占国

从“新都”到“迷城”的形象蜕变。 时势变迁，作家
所聚焦的战时重庆的标志性空间，由“精神堡垒 ”

不同带来城市文化的差异，号称“九国租界 ”的天
津，其城市文化就夹杂着英、法、日、德、俄、意等国

转换为“曾家岩 50 号”（ 丁玲 31—32） ，从而完成
了对重庆形象的清洗和重构。魔都上海更像一位

的异国情调。因此，从城市文化视角来研究城市
想象，我们需要厘清城市的民族国家占位所带来

百变女郎，从包天笑《上海春秋》、茅盾《子夜 》、刘
呐鸥《都市风景线 》、张爱玲《金锁记 》等作品中，

的文化差异。

我们看到了民国上海的多副面孔。与其说城市有
多副面孔，不如说作家想象城市有多种眼光。 与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解读城市想象，我们能够
把握到城市相对固定的印象，但是在把握各个作
家与城市对话的特殊方式上，却有点力不从心。
凯文·林奇认为：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
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
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
所共同拥有的。”（ 41） 但是，如果仅仅把城市想象
看作是为了印证“公众印象 ”，显然低估了文学创

城市关系的远近和情感的深浅，也会影响所“看
见”的城市样态： “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
市是一种模样； 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
她又是另一种模样； 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
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
样。”（ 卡尔维诺 126） 人与城的关系，包含了我们
对国家现实政治状况的态度。 茅盾《腐蚀 》（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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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与老舍《陪都赞 》（ 1942 年 ） 所构设的战时国
都形象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会怀疑： 两位作家书

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观念。
“民族国家观念 ”是指对自我民族和国家的

写的是同一座城市吗？ 显然，城市想象很多时候
为作家立场与特定修辞所操纵。从未到过重庆的

情感、立场和认识，并涉及对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情
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要理解“民族国家观念 ”，首

当代中国人，对抗战时期重庆的认知，大概摆脱不
了由“白公馆”“渣滓洞”所编织的一套政治话语，

先得厘清“民族国家”概念。“民族国家”是由“民
族”与“国家”两个词语组合而成的概念。 二者的

而“战时国都”的形象则在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
动中大幅度折损。说到底，城市是一个问题场域，

意指是有区别的，孙中山认为“由于王道自然力
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

城市想象汇聚、释放了各种心理、观念和趣味。 而
民族国家观念更是经常渗透到城市想象之中 。

便是国家”（ 孙中山 186—187） ，西顿-沃森把“国
家”看作“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 ”，把“民族 ”看作
“某类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

二、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

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 ”（ 1） 。 杨剑龙、陈海
英对“民族”与“国家”概念作出了更清晰的区分：

现代城市的文学构形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
成，都是国家和城市被“打开 ”的结果。 鸦片战争

“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可看出，民族更多偏重于
地域、文化及心理认同，是一个文化学、人类学的

之后，随着国门被打开，城市亦被打开。传统中国
城市有城墙和护城河，空间封闭，北京、上海、天

概念”，“而国家更多偏重于地理、政治和军事，通
常来说一个完整的国家必须包含主权、领土和人

津、重庆、广州等中国城市都曾如此。现代城市是
敞开、流动的。 在殖民入侵和中国主动追求现代

民三要素，是一个政治学上的概念 ”（ 杨剑龙 陈
海英 1—11） 。从词语结构来看，“民族国家 ”可

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城墙被拆除。 最早拆除的是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拆
天津卫的城墙，

以看作并列结构，也可以看作偏正结构。 看作并
列结构时，“民族 ”与“国家 ”各有其意义指向，二

除了天津城墙，在原城墙的地址上修筑了四条马
路。1906 年，汉口城的城墙开始拆除，并修筑马

者在文化与政治实践中可分可合。看作偏正结构
“民族”是“国家”的限定词，民族国家“特指国
时，

路与毗邻的英租界相连。1912 年，上海县城的城
墙拆除，并在城墙的地址上修筑马路，电车可以由

家形态中的一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它是
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

法租界直通华界，华界与租界在空间上相互敞开。
拆除城墙，敞开城市，是民族国家在世界文明竞争

家共同体”（ 1—11） 。因而，“民族国家观念 ”既可
理解为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也可理解为

的格局中所采取的城市空间调整策略 ，由此，城市
成了中外交流、较量的场所和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关于“民族的国家”的观念。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从国家性质看，“国

的空间。

家”前面是否需要加上“民族 ”来限定，尚存在争
议。张中良就认为，以西方的“民族国家 ”概念来

梁启超感叹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之无国家思
想”，他认为国家思想体现在“对于一身而知有国
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
家”和“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梁启超 24—35） 。
传统的忠孝观念使得中国人有家、有朝廷，而不知
国家。在世界交通、“天下 ”转变为“万国 ”之前，
华夏中心观阻碍了从“国家 ”层面对外族和世界
的认知。国门、城门打开之后，在中国城市中才普
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 。根据条约在
中国城市内部设置领事馆，辟设租界，开公司，建

框定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并不合适 （ 张中良
11—12） 。但是，在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的发展
进程中，知识分子和权力组织频繁地借用民族话
语来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凝聚国
家向心力，确立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讨论城
市想象时，使用作为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 ”概念
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对“民族国家 ”的理解，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工厂，办报，驻兵，传教，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外
族、外国进入中国之内，进入城市之中。城市的新

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对“民族 ”和“国家 ”概念
的阐释，观点纷呈。 对“民族 ”的定义，可以区分

现实教给了城市人“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 ”和“对

为强调客观因素（ 如语言、身体、习惯、宗教、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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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和强调主观因素（ 如情感、性格、认同等 ） 两种
类型（ 史 密 斯 11 ） 。 就 客 观 因 素 而 言，血 统、历

自尊、改造与复兴、仇外与媚外的态度。中外民族
在身体、语言、习俗、信仰等自然属性和文明观念

史、文化和语言等通常被认为是确定一个民族的
基本要素。 孙中山把民族的形成“归功于血统、

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外侨的种族歧视和殖民霸权 ，
激发、培育了城市人群复杂的民族意识 ，民族主义

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 ”（ 孙中山
188） 。吉尔 · 德拉诺瓦认为“自身，承袭某一血

因而构成了城市想象的重要情感和观念来源 。 萧
乾的《皈依》、彭家煌的《Dismeryer 先生 》、朱自清

统、生于某一地、某一语言，甚至某一道德： 这些
就是民族的词源学组成部分 ”（ 6） 。 就主观因素

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郭沫若的《月蚀 》、
陶晶孙的《毕竟是个小荒唐了 》等作品，在民族意

而言，最 流 行 的 看 法 为 安 德 森 的“想 象 的 共 同
体”。安德森把“民族 ”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

识与殖民话语的交织中，叙述了民族压迫和文明
冲突中的个人境遇。

共同体”（ 6） ，认为“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
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 ”（ 45） ，使民族作

然而，中外人士和中西观念在城市的交流碰

为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实现。安东尼·史密斯则兼
顾主客观因素，把“民族 ”定义为： “具有名称，在
感知到的祖地 （ homeland） 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
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 ，所有成员
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 13） 客
观、自然的民族观与主观、建构的民族观，以及主
客观融合的民族观，在近世文明发展和社会变革
中皆有其现实依据，也各有其理论限度。 自然出
现的、由出生所决定的民族特征，在城市中形成了
黄种人与白种人、华人与洋人、中国人与日本人相
分的观念现实，构成了城市人群在文化接触时自
发的、原初的情感和立场。“城市经常以换喻的
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 我们通过人群看见
城市。”（ 利罕 10） 城市人群的构成与权力关系是
民族观念通常的现身方式，现代作家对之的叙述
态度基本一致。
民族观念所具有的文化活力及其对社会发展
的强势参与，是在“民族”成为一种“主义 ”之后才
发生的。“民族主义”有着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
民族认同三个基本目标，可以定义为： “一种为某
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
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
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 ’。”（ 史密斯 9） 当“民族 ”
被看作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政治团体，进而
与国家、政党、阶级等政治组织以及近代殖民运动
相关联时，“民族 ”就成了一个聚讼不已的概念，
城市则成了民族话语的角逐场。民族主义主要是
对外的情感和观念，而现代城市是中外民族接触
的主要地带，在日常生活和各类空间中都可感受
到华洋冲突和民族屈辱。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
的城市想象所包含的民族主义观念混合着自贬与

撞，也扰乱了城市人群原初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
同，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信仰等作为民族“共
享的特点”，在民族内部一些成员身上 （ 如： 新式
知识分子、买办、西崽、华人传教士 ） 发生了程度
不一的变更，变更的结果是向 （ 欧美 ） 异族靠拢，
民族主义因此不仅面临对外的问题，也面临内部
分化的问题。可以说，正是民族主义把民族卷入
文化共同体建构和国家权力分配的竞争中，从而
成为推 动 中 国 近 百 年 来 变 化 的“一 个 最 大 的 动
力”（ 余英时 13） 。
“国家”是难以描述的，因为“我们从来无法
实实在 在 地 看 见 国 家。 我 们 最 多 可 以 看 见‘政
府’这个具体个人的聚合，它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表示着国家的存在”（ 温特 213） 。 有学者从法学
角度对“国家”和“政府 ”进行了区分，认为“政府
根本是和国家不同的，因为前者是许多官吏的集
合体，而后者是包含社会或民族的政治状况的一
种假定的实体 ”，是“一个集合的人”，“是必须由
我们的自觉加诸我们的一种总合”，“国家本身，
除被认 为 一 种 法 律 的 或 政 治 的 实 体 外，没 有 实
物”（ 萨柏恩 许 派 德 19—20） 。《社 会 中 的 国
家》一书把“国家”既看作具有凝聚力与控制力的
观念，又看作“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 ”，
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裂隙和抵触： “国家观念隐
示了一种单一的道德体系，一种标准模式，一种做
事的正确方式； 而实践则意指多种表现类型，以及
可能包 含 许 多 关 于 什 么 是 正 确 行 为 方 式 的 观
点。”（ 米格代尔 19—20） 陈独秀也看到了“国家 ”
意指的裂隙，他从阶级革命的立场指出，在一个国
家中，“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
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 ”（ 陈独秀 32） 。 正
因为“国家 ”的抽 象 性，文 学 就 能 发 挥 语 言 的 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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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把国家加以人格化、情感化和形象化，以城市
来隐喻国家即为其中的一种方式。这与现实中城

国家统一等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建立、巩固现代
国家。民族主义之所以甘愿被国家观念征用，不

市的国家隐喻相互促进。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

仅缘于殖民时代的种族说深入人心，亦表现为近
代的社会革命和国家建构一直宣传民族主义，而

南京政府都曾对城市空间进行国家隐喻化的改
造。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着手改造北京，打破帝
制时代北京的封闭空间结构，解除皇权在道路、城
门、园林等空间的独占权力，向公众开放，通过空
间的解禁来宣传民国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
国民党政府通过在南京建造中山陵 、中山路，把党

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征用，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
国的“家国一体 ”观念，由家族而民族而国家，构
成了完整的情感和语意逻辑，在特殊的语境尤其
是战争年代，这种情感愈发深厚。

国观念寓于城市空间格局中； 国府迁渝后，又在重

但是，“民族”也潜藏着拆解“国家 ”的力量。
正如吉尔 · 德拉诺瓦所指出，“若没有与高于民

庆建造“精神堡垒 ”，以民权路、民生路、中华路、
中山路等名称对街道进行重新命名，以彰显战时

族概念的政治目的，如政治平等和公共自由等结
为一体，民族观念传播的机制或许会以更快 、更深

国家观念； 在上海，国民党政府则试图通过确立空
间的优势 来 对 抗 西 方 的 空 间 殖 民 主 义。（ 李 永

刻的方式分裂世界”（ 8—9） 。 孙中山领导的近代
革命因此把“驱除鞑虏 ”与“恢复中华”“建立民

东，《租界文化语境》98—99）

国”联系在一起。 当“国家 ”与“民族 ”结盟，国家
内部的矛盾则暂时退居其后，尤其是国家安全受

作为观念构设物或人格化的“国家 ”需要通
过历史追溯、政治宣传、文艺表现等来建构。 尽管
统治集团希望各类文本强化国家观念的凝聚力与
控制力，但“国家即一个争议的场所 ”（ 加拉尔等

到外部 威 胁 时。 这 时，“国 家 ”在 表 意 上 可 以 向
“民族”滑动，正如“中华 ”与“中国 ”存在复指关

6） 。对于文学分析与城市研究而言，恰恰需要在

系，“国家”从而隐含了民族的凝聚力，通常“用于
遮蔽次于国家层次的冲突： 种族或人种群体之间

观念的差异和冲突中寻找其背后的意图，以捕捉
文学的动向和社会的思想结构。 因此，城市想象

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或围绕权力或意识形态
问题的冲突”（ 加拉尔等 6） 。 这也是南京政府成

所指向的相对意义上的国家，更值得关注。 正如
《近代国家观念 》的 两 位 英 译 者 所 指 出 的 那 样，

立后即大力提倡民族主义的原由，想以此消除军
阀割据和阶级斗争问题，稳固中央政权，推进党国

“国家是一个相对的名词，这是很明白的。 在团
体内还有团体，每个团体以一种关于正义的同意

一统。而左翼知识分子正是以阶级观念来洞穿民
族主义的欺骗性，他们意识到“国家 ”与“民族 ”的

为标志”（ 萨柏恩 许派德 57） 。 一些分歧和例
外的情形，往往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如左翼作

观念结盟后对阶级意识的遮掩，故左联在“九一
八”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宣告“中国的工人

家、通俗作家、自由知识分子想象上海时家国观念
的分野，再如天津租界的“小洋鬼子 ”把祖国当他

现在没有祖国”，“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 ”，并号
召中国的 士 兵、工 人、农 民 反 对“自 己 民 族 的 政

国的特 殊 情 形。（ 李 永 东，《他 乡 即 故 乡 》 26—
47） 在城市想象中，“国家”与“城市”一样，是一个

府，自己民族的豪绅地主阶级 ”，同时“反对帝国
主义的战争”，进而“创造自己的祖国 ”（ 左翼作家

问题汇聚场和观念触发器。
国家比较抽象，普通民众难得有切己感，而民

联盟执行委员会 2—5） 。
在反殖民、无产阶级革命、种族主义、世界主

族能够“使 用 生 物 隐 喻 来 赋 予 社 会 存 在 以 生 命
的、有机的色彩 ”（ 德拉诺瓦 15） ，因此国家观念

义、中华复兴、全面抗战等观念的裹挟之下，现代

经常借用民族的生物隐喻和文化认同机制来表
达，把国家危机、生存的问题转换为“民族危机 ”
“民族生存”的问题。“民族 ”涉及祖先、血脉、语
言等共同的记忆和与生俱来的特点，以及个人对
土地的情感，故能有效激发国民的文化认同、患难
与共的感受。民族主义在近代主要作为政治观念
与实践而存在，用于排满、反帝、革命、独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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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思考生发出繁复的观念
形态，这些观念形态与城市想象之间构成了相互
促进、相互质询的关系。

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互照亮
美国城市学家伊利尔 · 沙里宁曾说： “让我
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

上追求的是什么。”（ 1） 对于民国时期聚集于城市
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追求、城市体验和文

族冲突的中心场域。 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牢固掌
握住中国的农村社会； 它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限于

学想象，不可避免为民族国家观念所裹挟 ，因为外
国势力的干预和民国政权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

城市地区”，“例如以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岁入
几乎全部从现代城市经济部门中聚敛而来，从传

定了诸多城市的崛起缘由与所处境况 。
首先，帝国主义势力主要盘踞于条约口岸城

统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 ”（ 小科布尔
16） 。南京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事业，以及发起的

市。城市发展际遇和权力结构的新形态，与近代
中国被强行纳入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条约

新生活运动，几乎只在城市展开； 城市也是革命
家、政治家活动的中心舞台，民族国家事件和反帝

体系”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近代化是与半殖民
地化同步进行的”（ 隗瀛涛主编 9） 。 上海、天津、

运动，如五四、五卅、抵制洋货、收回租界、废除治
外法权等，主要发生在城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汉口、广州、厦门、宁波、九江、青岛、威海、烟台、旅
顺等条约口岸城市，“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

侵华日军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控制，也主要局限于
城市及交通线。 因此，城市的变迁史可以看作近

西方的 扩 张 与 成 长 的 面 海 中 国 的 力 量 的 结 合
点”，其最现代化的区域“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

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历史看上海、看天津或看
其他城市的说法，表明了城市具有“代表 ”民族国

要由中国人居住 ”（ 费 正 清 编 25 ） 。 老 舍《猫 城
记》中的猫城存有无处不在的外国观念和殖民力

家的资格。 茅盾的《子夜 》（ 1933 年 ） ，就以上海
这一座城市的“形象的表现 ”，来诠释半封建半殖

量的强势干预，隐喻了被“条约体系 ”拖入虚弱溃
败境地的民国。无论是以反帝反殖为旨归的民族

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 茅盾 482） 。
最后，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上，城市比乡村

主义事件，还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
代革命，都集中发生在中央政权难以控制的条约

更有优势。就文化性质和启蒙关系而言，乡村是
被城市唤醒的对象。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首

口岸城市。正是帝国势力和西方文化在条约口岸
城市的扩张，不断激发和巩固了中国人的民族国

先是在城市展开，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以背离乡土
传统作为价值指向，城市成了“现代 ”的代名词。

家观念，“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
影响”（ 29） 。自清末民初起，由于这些城市“已成

同时，城市是全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中外势力对抗、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

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离了中国城
市的传统。这一双重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

锋、劳资矛盾冲突的前沿和中心地带 。因此，城市
比乡村更适合成为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空间，体

起的，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
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责帝国

验、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也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
喻的性质。熊月之考证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时指

政府的暴虐与无能”（ 813） 。 殖民政策、民族革命
和国家现代化，被编织进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使得

出，“在近代中国，一个人的上海观，往往不只是
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而是其政治观、世界观的折

这些城市的体验和叙事获得了民族国家层面的意
义。无论熊佛西的独幕剧《当票———汉口租界虐

射”（ 熊月之 7—10 ） 。 不仅上海，在现代进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其他城市亦如此 。

待华工的写真 》（ 1925 年 ） 、丁玲的小说《莎菲女
士的日记 》（ 1928 年 ） 、郑伯奇的散文《深夜的霞

以上三点决定了现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会自觉
不自觉地引向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 。作家对城市

飞路》（ 1933 年） 所构设的反帝、启蒙和革命主题，
还是现代作家被民族身份困扰的城市书写，如天

的文学想象，不单是为城市赋形的问题，还常常融
入了关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的思考，造成了城市

津青年处理骚扰的方式（ 焦菊隐《租界里 》） ，乔装
成洋人游上海公园的屈辱体验 （ 郭沫若《月蚀 》） ，

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在文学中频繁会叙 。在研究
中，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 民

西洋女子坐电车的傲慢心态（ 彭家煌《教训 》） ，都
未脱离城市、殖民与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

族国家观念为城市想象研究提供了特别的视角；

其次，民国政府是一个依托于城市而存在的
政权，城市也因此成了建构民族国家形象 、铭刻国
家象征符号的重要空间，以及引发阶级矛盾和民

城市的文学想象则为探究民族国家观念提供了有
效的路径。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是近二十年的
热点话题，涌现了诸多重要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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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可供继续拓展的空间。 首先，相关成果大
多以“现代性 ”作为评析的尺度，并采取“现代与

南京，其理由就包括“南京历代建都，皆有民族独
立之精神 ”（ 张其昀 1—8） 。 行政院新闻局编印

传统”的比较视角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简
化了其对城市与乡村的理解。 其次，绝大部分成

的《首都建设 》一书指出，南京“不可不有适应于

果未能形成统观的视野与格局，往往针对单个城
市、流派、作家，只有少数采取京海并举、沪港合
论、江南综观的方式。再次，极少有成果论及城市
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少数成果
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鸿声的专著《文学中的
上海想象》。该著聚焦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上海
想象，认为上海想象包含了转喻国家的总体模式
（ 张鸿声 82—84） 。张鸿声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
入对上海想象的分析，或者说选择上海想象来谈
论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极具历史眼光与学
术洞见，从多个维度揭示了上海想象如何充当了
民族国家主体性建构的载体。
鉴于城市想象研究的现状，以及城市想象与
民族国家观念的共生互动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民
族国家的观念视野对天津、重庆、北京、南京、上
海、成都等城市的文学想象进行探究 ，以呈现每个

首都的宏伟气象与未来发展之远大而完善之建
设，于是南京之广大的现代化的都市建设乃告开
始”（ 2）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视首都南京、战时
国都重庆的建设和形塑，显然考虑到了其国家象
征意义。与其他城市比较，国都想象包含了更为
浓烈的感时忧国、复兴中华的情愫。 正因为国都
与国家之间的转喻关系，作家对民国国都的感怀
才折射出对国家命运与时代动向的思索，充斥着
现代化的期冀和社会政治的争议 。
因时代语境、国都历史、创作者身份等因素的
影响，不同时期的国都想象所承载的民族国家观
念有所不同。北京想象一直在追求国家现代化和
保留民族传统之间徘徊犹疑； 南京想象既表现了
对国家独立、复兴的渴望，又流露出对以秦淮河为
代表的古典诗意传统的衰颓的叹惋； 关于战时国
都重庆的文学想象，抗战建国是主调，共赴国难的
心愿激发了对社会平等的公开诉求 ，对投机商人、

城市与民族国家进行对话的独特方式，在比较中
探究民族国家观念的常与变，发掘出城市想象与

腐败官僚的批判在战时国家的名义下显得义正辞
严，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以有别于五四的方式

民族国家观念相互照亮所带来的深意 。
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上，并不是所有的城

加以处理，家国同构的观念得以重申。 北京、南
京、重庆的文学构形，体现了国都想象与民族国家

市文本都具有同样的优势，实际上，民族国家观念
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 。在中国现

观念相互映射的动态关系。
根据中外条约而开辟、建造的租界城市或租

代文学中，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 ，那
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那些被寄予民族

借地城市，是典型的被迫现代性的产物。 其发展
不是在封闭的中华文化圈中展开，而是由帝国主

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
与争讼场，比其他城市更加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

义势力和异域文明观念所主导，并在城市景观与
制度上模仿西方现代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厦

达的青睐。中心城市是民族国家的缩影，从城市
景观到精神追求皆具有代表民族国家的资格 。 在

门、广州等设有外国租界的城市皆如此 。
“城市是无根的 ”，它的文明形式“可以四处

全国或区域的中心城市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
想象最易引发丰富的民族国家观念思绪 。

为家”（ 斯宾格勒 95） ，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大都
市的空间形式和文化观念，可以在上海、天津、汉

国都（ 首都） 是伴随国家出现的产物，是国家
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国都

口、哈尔滨等遥远的东方城市进行复制 ，制造出东
西混杂的城市景观。“东方巴黎 ”（ 上海） 、“东方

与国家之间存在象征、转喻的关系，国都即国家。
国民政府深谙这一点，大力宣传“首都之于一国，

莫斯科”（ 哈尔滨） 、“东方芝加哥 ”（ 汉口） 、“东方
瑞士”（ 青岛 ） 等称号，就是大都市四处为家的结

不特为政治上发号施令之中枢，且往往象征一国
之团结与进步，一国之文化与建设，国际观瞻所

果。被称为“小上海 ”或“像上海 ”的诸多中国城
市，同样是向大都市致敬的结果。 域外的城市文

系，全国向心所关”（ 行政院新闻局编印 2） ，并因
此极其重视国都的形塑，积极充实国都的精神感

明在中国的外国租界、通商口岸四处为家，或借魔
都上海的影响力二度传播，进而带来了新旧文化

召力与现代城市气象。1927 年，张其昀主张建都

的角逐和中西文明的冲突问题，民族国家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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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进入现代与殖民、西化与民族化相纠缠的
复杂境地。

域、民族、阶级等因素所决定。 城市、民族国家参
与了个人文化身份的生成，反过来，文化身份的混

租界作为“借来的时空 ”，其现代与殖民的双
重属性既激发，又扰乱了素朴的民族国家观念。

杂或修改也会造成民族国家意识的迁移和重建。
郭沫若想象上海、重庆等城市时，人与城的关系中

在彭家煌的《势力范围》《出路 》、郭沫若的《湖心
亭》、焦菊隐的《租界里》等作品中，人物穿越华界

隐含着留日经历带来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犹
疑和焦虑。老舍小说和话剧所构设的北京、重庆、

和租界，产生了穿越国家权力空间和中西文明边
界的类似 感 觉，“华 租 交 界 处 的 神 秘 ”（ 彭 家 煌

济南的城市面影，对新潮洋派的景观、物品和人物
多有嘲讽，对老派市民的文化性格多持体谅的态

106） 正 是 由 租 界 城 市 的 多 重 权 力 主 体 带 来 的。
身居外国权力庇护下的租界，中国知识分子的民

度，对内战、政党斗争风潮则感到不安和忌惮，其
民族国家观念隐藏着满清后裔的隐秘文化心态。

族国家观念的生发难以一气贯通。郁达夫留学日
本时曾备尝弱国子民的屈辱感。 在东京时，给他

对于在租界城市度过童年生活的外侨，或寓居海
外的华裔作家而言，他们对中国城市与民族国家

心灵带来最大烦扰的，“是男女两性的种种牵引，
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 郁达夫，《雪夜 》

的书写，则提供了边缘的、跨界的观念视野，以及

306） 。留日学生的民族国家体验有着较为清晰

由于主体含混而带来的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进退
失据。有过天津租界生活经历的两位外侨分别在

的中华与异族、祖国与他国的边界。但是，他们到
了上海，民族国家观念的边界变得含混。 郁达夫

《租界生活： 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小洋鬼
子： 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 》中对天津与母国

在 1925 年写道：

的书写就触及了这种情形。
城市、民族国家作为相互关联的问题场域 ，容

我们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
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

含了不同国度的作家借中国城市书写所展开的种
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较量，因此，关于城市想象与

且有时候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

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问题，可以置于跨国、跨文化
的视野中来打量。中外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

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
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
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状
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

学书写，即 需 要 引 入 这 样 的 研 究 视 野 （ 李 永 东，
《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 》152—174） 。 通过“谁的
城市”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南京、重庆、北京、

旁人一问： “你们的国家在哪儿？”有时
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以国家

天津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差异情形 。 例
如： 同样是对丑恶南京的书写，王平陵、袁昌英、

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
于斯，觉得有点不大对。（ 郁达夫，《牢

张恨水等党国文人和自由作家的南京想象，饱含
了民族危亡时刻催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民主

骚》12—13）

政治的希望落空而产生的愤懑，而艾芜、聂绀弩等
左翼作家的南京想象则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意识，

郁达夫所指出的国家主义者的尴尬，只是租
界体验与民族国家观念的一个侧面，文学中展开

通过城市的文学构形来动摇甚至颠覆南京政权的
合法性。

的情形要复杂得多。而且，各个租界的发展历史、
权力格局以及与邻近中国城市的关系存在差异，

抓住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来讨论城市想
象，也意味着引入城市互观的研究思路。 无论就

想象租界城市的方式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机制
也有所不同，有待仔细辨析。

城市想象还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探究而言，同时考
察多个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比较的视野

把握各个城市文学想象的风貌，需要抓住两
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 这两个身

与统观的格局，这种互观的城市考察视角，能够彰
显城市想象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历史地、结构性地

份造就了城市想象丰富而歧异的情形，也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城市隐喻民族国家的路径和方向 。 国

把握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
就创作来说，城市想象本来就具有互文性的

都、租界是城市的身份，作者的身份则由国籍、地

特征———作家总是企图把“这一个 ”城市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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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其他城市的形象总是作为
显性或隐性的存在进入作家关于“这一个 ”城市
的想象之中。 而且，在城市之间迁徙，是现代作
家、文艺机构、文学报刊存在的常态，想象城市与

年。
［Anderson，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Ｒ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Ｒuir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也因此成了一项联络各个城市
的系统工程。 要理解抗战时期茅盾的延安想象，

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南京： 译

就应当考虑他离开上海后在香港、迪化、重庆、桂
林等地的城市体验和差异性书写，他的《如是我

［Calvino， Italo．

2012 年。
林出版社，
Le citt invisibili．

Trans．

Zhang Mi．

Nanjing： Yilin Press，2012．］

见我闻》系列散文对大后方多座城市的书写，在
政治地理的比较视野下，建构了以延安为中心的

陈独秀： 《中国的一日》，《中国的一日》第二编，茅盾主

战时中国形象 （ 李永东，《风景 》 108—114 ） 。 要
理解老舍在《谁先到了重庆 》等作品中的重庆想

［Chen，Duxiu． “A Day in China． ”A Day in China． Vol． 2．

象，需要同时关注他对北平、上海、武汉、成都等城
市的态度，以及战时国家观念对他的城市趣味的
修改（ 李永东，《战时 》 58—66） 。 城市之间的形
象互观和观念互动，通过单个城市形象的观察难
以全面洞悉，多个城市的研究则可以在城市的互
观互动中发现民族国家观念的变迁与分野 。
城市的互观不仅发生在城市之间，也包括对
一个城市的过去形象与后来形象的比较，同时代

1936 年。31—32。
编。上海： 生活书店，
Ed． Mao Dun． Shanghai： Life Bookstore，1936． 3132．］
陈平原： 《序一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 都市想

像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 北京大学
2005 年。1—14。
出版社，
［Chen，Pingyuan． “Introduction I： Memory of Beijing and
Ｒemembering Beijing． ”Beijing： Urban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Eds．

Chen Pingyuan and Wang

Dew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4．］

与异时代的城市想象，其观念的参差与对照，值得
探究。艾略特强调，“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

成砚： 《读城： 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北京： 中国建筑

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 艾略特 2） 。 当代
文学对民国城市的想象，就是城市历史形象的现

［Cheng， Yan． Ｒeading City： Art Experience and Urban

存性的表现。民国城市的记忆作为一笔遗产如何
参与并显明当代观念的建构，历史与此刻在对民

2004 年。
工业出版社，
Spac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4．］
帕克斯·M． 小科布尔： 《序言》，《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
府： 1927—1937》，蔡静仪译。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

国城市的想象中如何辉映出特殊的观念形态，是
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Coble Jr， Parks Mclendon． “Preface． ” The Shanghai

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度关联，往往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取决于城市是否被卷入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的中
心，是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家命运与

2015 年。13—21。
公司，

Trans．

Cai

Jingyi．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5． 13-21．］

政治风云所凭借的具体城市随国内外形势而更
替，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所投射的民族国家观念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

的强弱 也 在 不 断 变 化。 十 年 南 京 （ 1927—1937
年） 、战时国 都 重 庆 （ 1937—1946 年 ） 、民 国 北 京

［Crang，Mike． Cultural Geography． Trans． Yang Shuhua

2005 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
and Song Huim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912—1949 年） 、清末民初的天津、
20 世纪 30 年
代的上海、大后方的延安与成都，这些城市的文学

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

想象，都是在特定的年代被民族国家观念集中照
亮，尤其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Delannooi， Gil． Sociologie de la nation． Trans．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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