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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

范玉刚 许诗怡

摘 要：在场景理论的重新语境化中，如何形成高度认同和共识性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转换成

中国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至关重要。山东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对提升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开发需要把场景概念与地方发展关联起来，

将其放在公共空间、文化活动与市民消费体验等元素共同组成的文化场景中来审视。通过对文化符号的选取

和城市文化记忆的重构，探求文化空间与场景营造的山东经验，以及多维度反思大运河文化带场景建构存在的

现实困境，以阐释发掘山东大运河文化资源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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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1］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运河

文化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国家的重

要文化遗产。当代文化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大运

河的发展语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如何在这一背

景下保护好、利用好大运河并使其有机融入社

会发展，是一项重要命题。山东大运河是京杭

大运河的山东段，“全长 643公里，占京杭运河总

长度的三分之一，是文献记载中通航条件最困

难、通航时间最长、维修保护工程技术最复杂同

时也最精妙的著名河段”［2］，其地处大运河中枢

区段，是贯通运河南北的重要河段，也是全方位

展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代表性区域。山东大运

河主河道流经 18个县（市、区）①，其中包含了典

型河道段落和重要的遗产点，孕育了大运河文

化带山东段的主要文化空间。在此区域内一些

著名的沿河古镇大多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

与码头，至今仍保留了许多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历

史遗迹②。在建设国家城市文化公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

机遇下，山东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

史文化资源，全方位促进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

间与场景塑造，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

供山东实践，不仅有利于弘扬与延续中华历史

文脉，更能有效提升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增

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场景理论内涵的阐释与应用的

合理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文化在经济调节、利益分配

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要

素从资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资源型要素，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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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人才、文化、创新等知识型要素转变”［3］。

文化赋能城市经济，成为推动经济、拉动内需不

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区更新和旧城改

造以及文化作为重要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文

化创意产业对于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社会

购买力，促进社会就业增长，实现与其他产业的

互动共赢发挥了先导性作用，甚至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引擎和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动能之

一。在此境遇下，场景理论赢得了出场机遇，特

别是北美芝加哥学派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

授等人提出的城市场景理论，更是受到很多城

市管理者和文化学者的青睐。

（一）场景理论的内涵

场景理论是芝加哥社会学派近年来提出的

从文化、消费、空间整合的角度解释后工业化时

期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范式③。新芝加哥

学派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在《场景：空间

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一书中，通过论证北美

多个城市的发展实例，从有功能导向的空间观

念和有价值取向的场景概念出发，提出了对“场

景”内涵的多维度阐释：一是强调对特定活动的

共同兴趣；二是强调特定地点的特质；三是强调

焦点在于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④。进而将场景

理论视为一种对城市发展的分析方法，从文化

生产和文化消费两大角度重新审视城市更新与

转型的驱动力培育机制。通过分析舒适物不同

的组合形式所创造出来的独特场景，来审视消

费人群的空间行为及其对现代生活秩序的塑造

作用，重新定义城市经济、居住生活、政治和政

策等。具体而言，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场景理论视域下，场景是一种由消

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

组成的文化空间。场景理论强调文化消费的重

要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认为“美

学和表现力可以创造全新的经济产业和工作类

别”［4］20。同时，它强调生活文化设施不是孤立

的存在，认为不同的生活文化设施具有不同的

价值取向，指出“场景，尤其是那些有更多选择

的、自我表达的、越轨的、迷人维度的场景，也为

经济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刺激作用”［4］19。它以文

化作为城市发展的助推力，将文化要素与科技

创新元素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强调文

化空间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

体行为的社会事实，着力于研究“聚集城市增长

发展的文化动力，尤其是市民文化参与、消费与

娱乐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5］。进而将文化实

践作为一种形态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道路，并

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

其次，场景理论强调城市精神的重要性，

“每个场景都包含不同的活动和经验，同时，这

些经验反过来通过对各种舒适物设施的有效使

用而得到促进”［4］41。城市特色文化场景，作为

感知城市风貌的重要场所，孕育着城市的文化

特质，重塑城市的精神内涵，又“吸引着不同群

体前来居住、生活和工作，从而驱动区域经济社

会的发展”［6］。通过与科技、产业、服务等各领

域的融合，依靠场景符号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传

承文化传统，形成抽象的符号和信息传递给不

同的人群，继而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造

力，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吸引力，激发城市集体

记忆，实现国家认同。

最后，场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

场景所产生的“热议点”不仅可以用于“交换金钱

和信用等其他资源，也可以成为政治武器、动员

群众的工具等”。“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美好生

活有不同愿景——嵌入并体现在他们的日常实

践和行为——在场景上的差异，应该与他们大致

的政治取向差异相一致。”［4］282在此意义上，文化

场景有助于为政府的文化治理提供创新视角，为

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落地性提供依据。

在具体演进方式上，特里·尼科尔斯·克拉

克教授通过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 3个主维度

和 15个次维度共同构建了场景理论分析框架，

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取城市的文

化特征。其中，真实性讲的是“何者构成你存在

的本源，真实的你来自哪里”［4］51，它强调建构自

我身份认同，是对社会个体身份内涵和意义的

鉴别，即对“真”的认识。这一维度又包括 5 个

次维度，即理性主义、族群、本土、国家、企业，旨

在明确事物的本源。戏剧性强调展示形式，进

一步设计了人们看待别人以及被人看待的方

式，即对“美”的认识。它也包括 5个维度，分别

为迷人、睦邻、越轨、正式、爱炫。合法性关注道

德规范，体现了人们裁决对或错的权威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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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的，又可细分为传统主义、自我表达、功利

主义、领袖魅力和平等主义 5个次维度⑤。

（二）场景理论的现实适用性

文化场景理论认为，每一个场景都可以从

这 3 种维度进行分析，不同类型的场景组合能

够熔铸城市独特的文化风格和多样化的美学特

征。场景不是简单物质设施的堆积或混搭，而

是孕育特殊文化价值的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混

合体，展示与延续了区域的精神气质，是城市创

新动力的重要源泉，有助于唤醒城市记忆、发扬

城市精神，也是城市魅力与活力之所在。这就

为捕捉不同地点蕴含的文化意义提供了强大

的分析框架，为探讨如何激发城市活力提供了

现实工具，对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从功能性城市

迈向人民城市和文化城市，提供了转型发展的

理念和现实路径。

当前，中国城市正处在大规模转型发展阶

段，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呈现诸多新趋势。文

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权重不断提高，文化的地位

和作用日益凸显，文化开始为城市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城市借助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品

牌建设，只有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形成独树

一帜的城市文化景观，才能在激烈的城市竞争

中脱颖而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留存于建

筑间，对城市的营造滋养和市民行为规范起着

潜移默化的作用。”［7］文化场景的建构，文化活

动的展开有利于实现城市文化的沉浸式体验，

促进城市文脉的更新与价值传承。这一场景与

文化取向和价值理念相互交织产生的内生动

力，在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建构了与社

会共生共荣的发展模态。正是基于这种趋势，

本文把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提出的场景

理论应用于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空间重构与肌

理更新，旨在探讨场景理论激活运河沿线文化

空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激发当地民众的文

化认同感，以完成基于共同记忆的身份建构。

同时，借助孕育于西方城市转型发展期的场景

理论框架，在新语境中培育和孵化中国城市发

展动力机制，并聚焦于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

场景塑造，为我国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

复建设、低质量建设、文化内涵缺失、空间缺失

与浪费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考。以此为大运河

文化带的空间建构提供理论视角，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与现代科技的交融提供借

鉴，为新时代大运河发展培育文化动力，也为世

界场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供实践经验。

场景理论的应用必须结合中国不同区域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重新语境化过程中进行

创造性应用，要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地情、文

化传承与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诉求，建构符合

区域文化空间特点的模型。在深入分析文化场

景的现实表现，探究其生成机理的过程中，尤其

需要加深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消费现象及其

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重在

传承和保护文脉，提升文化空间塑造对人的现

实关怀。也就是说，场景理论的重新语境化，其

实是切合时代特点与现实境遇的一种理论框架

与方法论的更新。由于生成背景与环境不同，

其产生的“缺乏对虚拟文化场景的研究”和缺少

对场景理论中国化运用统一评价体系等问题，

势必会“激励我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去探讨构

建未来城市里的‘虚拟与现实共生’文化空间系

统”［8］。同时，在场景理论的重新语境化中，如

何形成高度认同和具有共识性的评价体系和方

法论，创造性地转换成中国化的概念体系和表

达方式，至关重要。

二、山东大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与

场景营造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山东大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

营造的政策引领

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

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9］2018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大运河

与万里长城、都江堰、故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

程并举，强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继

而，中央政府先后编制与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十四五”实施方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要求把大运河承载的中

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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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形成具

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

华文化重要标志，在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

中坚定文化自信。

自 2018年 5月开始，山东省先后下发《关于

印发〈山东省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
2025年）〉的通知》《山东省精品旅游发展专项规

划（2018—2022年）》《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实施规划》等，强调以德州、济宁等五大

运河城市为依托，以大运河文化为灵魂，传承创

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基因，重点进

行运河文化遗址遗迹保护区、博物馆、历史文化

名城等建设，不断促进产业层次更加高端、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效益充分释放，培育消费新

热点，推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总体上看，大运河文化带是以文化建设为

主体的带状区域发展战略，其关键是做好运河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同时，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滋养着沿岸运河城市

与乡村的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动璀璨的世

界运河文化景象”［10］。今天，我们面对这些人类

共同的运河文明，如何传承中华文脉，做好河

道、航运、生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好沿岸城

镇和乡村可持续性发展，是世界上所有运河国

家及地区的共同责任与担当。为此，推进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必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挖

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为赓续中华文脉贡献

力量，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资源，把大运河故事

中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进行阐

释与传播，“为焕发中华文明的永恒价值和蓬勃

生机贡献智慧和力量”［11］。

（二）以场景理论塑造山东大运河沿线文化

空间的可能性

作为因运河而兴盛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

山东大运河沿线的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

是历史上交通转输和商品贸易的重镇，在历史

上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留下了丰富多样的

历史文化遗存，“还流传着许多历史传说和传统

技艺，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宝库”［2］。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赋

予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以及传承人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意义”［12］17，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资源。

随着时代变迁，交通运输方式由航运向航空

与陆路调整，以漕运为主的运河整体功能逐渐弱

化，山东大运河的原有空间结构与昔日盛况已不

复存在。加之，伴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诸多挑

战，大运河系统性、全方位的遗产保护和文化展

示力不足，保护、挖掘和阐释大运河所承载的优

秀文化不够，“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

化遗产已经很少，有的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

坏”［13］。大运河附载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日

渐被遮蔽、湮没，运河的文化价值亟待被充分认

知、体验和感悟，尚未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吸引

力，以文化塑造区域知名品牌的任务仍然艰巨，

在促进和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能效

应不明显，文化价值缺乏发掘、阐释和弘扬。南

怀瑾曾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在文化的传

承……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

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

身。”［14］255-256文化传承不能止步于博物馆化，活态

化传承特别是商业和产业开发是有效路径。由

此，把场景理论应用于山东大运河沿线文化空间

的场景塑造，从文脉的挖掘与保护角度对城市肌

理更新，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台儿庄古城的活化是由场景塑造与地方文

脉相互交织产生内生动力，进而促进城市发展

的成功案例。自 2008年开发至今，台儿庄古城

在推动自身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构成了与

社会共生共赢的发展模态，其开发模式对山东

大运河城市更新具有启示价值。台儿庄古城

在原有历史遗迹的基础上，重视开发古运河、

古码头、古建筑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把商品

作为道具，服务作为舞台，环境作为布景”［15］，构

建了生动鲜活的运河文化场景，复原了明清时

期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巷景色，成功实现了历史

建筑与现代化商业形式的交融。在开发过程

中他们注意把握运河开通和台儿庄战役两大

关键时间节点，“即在运河中兴盛，又在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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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16］，贯通历史与未来，注重历史文化脉络

的梳理与延续，“这样的诠释更让台儿庄古城

的重建上升到民族国家认同和世界和平的高

度，而具有更重要的国家政治意义”［16］。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要真正融入城市文化命脉的传

承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中，贯通历史与未

来，成为城市活的灵魂，并贯穿在文旅融合与

品牌创新中。完善的基础设施让游客沉浸复

古体验的同时也不失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

利。台儿庄古城重视智慧化古城与空间场景

的美化融合，注重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建成智

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大数据指挥中心、智能

视频监控等多个子系统，对游客提供 5G+VR的

全景体验⑥，有效唤起消费者的共同记忆，并实

现其对古城文化保护与利用的认同。诸种措

施不仅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也使城市更具

魅力和韵味。今天的台儿庄古城被世界旅游

组织称为“活着的古运河”“京杭运河仅存的遗

产村庄”，成为中国古建筑修复与建设的典

范 ⑦ 。由此观之，场景理论的应用对于活化历

史文化资源，赓续历史文脉，满足社会主流价

值诉求，熔铸城市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同

时，这一成功案例也启示我们，在城市创新发

展与旧城更新中，文化空间与场景的塑造绝不

能人为地割裂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而是要

在多种文化要素的交融中凸显地域文化色调，

在多元文化的包容发展中坚定文化自信。

（三）山东大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

营造的现实性

就场景理论应用的现实性而言，要站在民

族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高度，高质量制定大运河

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以现实发展路径和具体

实践活动呈现和发挥文化影响力，接续传统文

化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增强山东大运河文

化软实力和文化魅力，是塑造城市文化空间的

着力点。“神州大地上出现了无数靓丽的景观，

却越来越缺失文化的灵魂，只是一些罩着‘伪文

化’的躯壳在游荡。”［17］因缺失理论上的明白和

清醒，一些旧城和老城的更新普遍存在拆掉真

东西而伪造赝品的情况。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

发源地，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样化的历史

遗迹，同时也面临优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和开

发方式较为单一、对遗产保护支撑作用不足、城

市景观与城市精神内在联系被割裂等诸多问

题。如泰安古城风貌被粗暴毁坏，城市景观的

地域文化特征被淡化，传统街区失去活力，历史

空间氛围消失。聊城古城虽修筑了大量的仿古

建筑，然而街道布局刻板，样式单调，致使旅游

产品与运河关联度不高，传统民居与生活方式

不同程度消失，“最终导致流传的地域最广、时

间最长、历史积淀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古城相

脱离”［18］。这些弊端和遗憾需要在运河城市文

化空间的塑造中引起警惕，需要审视理论应用

的可靠性与现实性，不可简单移植与挪用，更不

可过度商业化开发或资源利用粗俗化与低

端化。

同时，就本土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而言，山

东大运河文化带的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

州等，依赖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积淀，都有

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与

生存方式累积下，逐渐凝聚为每座城市的精神

风骨与文化价值追求，彰显着其鲜明的地域文

化个性。如“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称的德

州，人文始祖伏羲和孔、孟、颜、曾、子思“五大

圣人”故乡的济宁，“江北水城”之称、涵养出史

前大汶口文化、拥有大运河上开设最早、关闭

最晚、征税数额最大的临清钞关的聊城，因泰

山而得名、被誉为“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泰安等，这些运河城市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底蕴，文物古迹及文化民俗遗存星罗

棋布，为当下城市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奠定

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空间场景塑造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为根本遵循，创造性地运用“场景理论”，深入阐

释大运河文化价值，以丰富的精神理念和文化

底蕴引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生动展现大运河

在推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中的重要

作用，探讨大运河文化肌理重构与现实条件的

结合点，尤其要关注日常生活的场景表达，在城

市文化建设中贯穿和强化独具个性的文化特

质，形成鲜明的文化价值诉求，进而实现大运河

文脉的延续与创新。

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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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场景塑造的

现实问题与解决路径

（一）重视地方文脉的提炼，构建特色

鲜明的文化场景

“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

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

方式。”［19］139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需要在

深刻阐释地方文化特色和深厚文明积淀中提炼

文脉，在文脉赓续中彰显城市文明的价值追

求。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通过对比纽

约、芝加哥、洛杉矶场景与舒适物设施分布模式

的差异，阐明了“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大城

市在文化上依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4］98 的观

点。事实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

风貌和文化积淀，它体现在城市的宏观格局与

功能布局、空间设计与设施改善上，并因此而形

成其特有的地域文化、建筑风格以及历史、文化

遗存，这些都成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塑造

城市品牌及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基础⑧。

首先，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的过程

中应充分尊重本地的历史文化，以及原有的城

市空间格局，保持城市建筑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而割裂历史文脉。绝

不能“大拆大建人为割裂了城市连接历史和现实

的纽带，弱化了城市应有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

质”［20］。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是延续文脉的

重要载体，如在济宁沿运河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

河古镇、古街巷、古建筑；古运河德州段的老航

船、码头旧址、传统民居等；泰安以红门、岱庙南

北为中轴线建成“‘通天街、仰圣街、傅公街、顺

河街、升平街、大关街、灵芝街、财源街’，史称泰

安八大街”［21］的独特城市布局，都蕴含了地方文

脉与城市文化表达。正如梁思成所说：“一个东

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

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

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

至于消灭的现象。”［22］保护文脉要尊重历史、科

学规划，凸显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异质性与稀

缺性。在城市文化空间和场景塑造中，要注重

城市、建筑、场景与人的情感链接，把厚重的地

域文化特色展现出来，摆脱千城一面的窠臼。

其次，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要以鲜明

的主题梳理历史文化资源，使之与时代相契

合。个人历史记忆的主题化梳理有利于形成普

遍的文化共识，并经由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定

格在历史时空中。山东大运河文化带的景观和

遗迹，充分展现了古代工程的东方智慧，那些见

证漕运胜景的船闸、河道、桥梁与渡口等物质遗

存，保留原住民生活气息与风貌的古镇，沿河而

建的铺面、作坊和见证商海浮沉的会馆，以及运

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脉的显

性展现，显然具有唤醒人们记忆、激发情感认同

的现实功能。在充分把握“场景理论”要义的基

础上，通过符号提取、空间演绎、意境传递等方

法，凝炼出具有鲜明价值指向的地域文脉。要

借助创意和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和大数据

等以实体建筑、特色活动塑造具有地域特质的

文化场景，使地方文脉融入城市景观、特色产业

发展和城市建筑的方方面面，以场景塑造并激

活周边街区和城市发展的潜力。

最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3］172，

要使城市环境的文化趣味高度契合于场景的品

位。在转向品牌城市、文化城市、公园城市的升

级趋势中，城市的空间布局是城市环境与自然、

文化背景关系的整体体现，要以系统性思维注

重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城市的文化资源，强调城

市发展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山东大运河包

含了广阔的地理范围，孕育出诸多地域特征鲜

明的城市文化，如“上善若水，大德之州”的德

州，拥有古八景⑨的济宁，有着“中国北方威尼

斯”之称的聊城等，流动的运河水承载着富有生

命力的文化，城市中的湿地、雨水公园等特色空

间，更为推动文化传播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和

可开发性资源，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伦理意蕴

和空间意蕴。关注自然环境对城市文化的形塑

与表达，梳理传统的城市空间肌理，注重城市新

旧建筑之间的延续性与统一性，推进山东大运

河水文化遗产的开发，可以形成具有广泛吸引

力的现代文化场景。以文化场景塑造为抓手，

可以有效解决山东大运河流域部分城乡建设挤

占河湖生态空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

问题，以及攻克对专项生态旅游产品和市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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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不够等发展瓶颈。对于满足沿线文化带民

众的物质、精神和生态需要，提高整体生活品质，

以及增强城市居住舒适度与城市吸引力，推动城

市经济、文化、环境的繁荣共生，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围绕日常生活需求，激活文化的创新力

大运河文化延续至今，与运河沿线及其辐

射区域的民众生活紧密关联。在过去城市文化

发展中，兴建大型文化设施成为很多城市惯常

的文化策略，这固然有利于吸引眼球，但因其

“主要追求经济效益产出，与城市中的普通人生

活总有些距离感、疏离感”［8］，使之与普通大众

之间互动不够而缺乏亲近感，使市民产生一种

“远”的隔阂。城市管理者往往将关注点更多放

在文化地标和文化园区上，比较容易忽略与人

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化空间、微观文化

场所建设及文化氛围的营造，忽视了以文化人、

文德教化的作用，其结果导致“对城市的历史和

现实体现不足，脱离民众、脱离生活”，文化场景

必然在空心化中走向衰微⑩。

当前，城市转型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文化

在其中的地位不断凸显。随着“人们对于场景

化的需求愈发浓烈，日常社交、情感联络、休闲

娱乐都离不开场景化配置”［24］。人是城市文化

记忆的载体，是大运河文化的亲历者与见证

者。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的塑造，既要

追求具有时代特点的宏大叙事，更要关注地方

化的、真实的民众日常生活图景。城市是人们

记忆的储存地，而记忆体现在人与物的相互作

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文化空间与文化场景

的营造，只有反映当地的深层文化内涵，与至今

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产生情感交流，才

能真正产生文化共鸣，进而实现文化认同。大

运河沿岸的原住民对运河怀有深厚的情感，对

当地文化有着独有的理解和认知。只有在与实

际条件的结合中激活文化资源，实现与当地、当

代人生活的连接，才能延续文化传统，将文化血

脉融入现代人的生产生活中，从而为大运河文

化注入新的生命。只有“在大众文化中融入国

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和民族的历史记忆，从

而实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传承”［25］64，才能

实现文化的创新创造力在大众日常生活充分迸

发。所谓日常就是要打破典藏式、展览化的割

裂式保护，注重文化场景“真实性”的体现，创

造可以参与其中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要

在公共空间和社区建设中体现更多风貌特色，

让人们在共享这些社会场景“原真性”中感受

文化的亲近感。这要求我们在文化场景塑造

中，从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细处着眼，注重

利用社区边角空间等营造文化氛围，形成“文

化教育场景”，以丰富多样化的文化表达，不断

激发民众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欲，促进现实与

历史的融合，让民众真切体悟和接受其内在的

精神价值。

（三）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彰显城市精神

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生产力“取决于科学

在生产上的应用”［26］331。以科技驱动为核心的城

市文化创新已成为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城

市建设与发展都已和信息化、智能化、移动化的

数字空间紧密融合。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

化虚拟技术的真实再现性与互动性特征，将会为

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的塑造提供更广阔

的前景，为地方文脉的传播提供更多平台和无限

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在突出城市特色与日常生

活场景审美表达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文化、创意、

科技与城市文化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

展示沿线城市大运河文化的历史与价值，吸引各

类创意群体集聚，为带动城市文化创新提供充足

的人才支撑，为城市发展培育文化新动能。

首先，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采集、检测文化

遗产资源，梳理城市文化遗产的内在肌理与脉

络，建立影像资料库和信息数据库，开展文物虚

拟修复、展示和研究，为文化空间的开发提供智

力支持。在实践中，需要特别注重将数字化、智

能化、信息化成果与博物馆、文化遗址衔接，借

助科技资源展现其中蕴含的艺术、科学与时代

价值，还原再现历史场景，创造性展现运河沿岸

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让人身临其境感

受古老运河的魅力，真切体悟和接受其内在的

精神价值。要赋予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新论

的内涵与功能，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并延续下去

的活态大运河文化，为展现运河城市文化风貌

提供坚实的支撑。

其次，注重将城市精神与数字科技的融合

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把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

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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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充分激发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要积极

致力于历史故事、特色文化资源、民俗特产、工

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如伏里土陶、

临清贡砖、东平渔鼓、汶河大鼓、东昌葫芦、聊城

杂技、柳琴戏、运河船工号子等。要积极推动融

广大民众普遍喜爱与高新科技手段于一体的文

化产品的产出，进而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城市文化遗产品牌。要通过客观物质符号生动

演绎大运河文化故事，研发大批既代表民族文

化，又被国际市场欢迎的优秀创意产品，夯实提

升文化产业的价值维度，优化城市文化产业生

态。同时，要发挥现代科技对文化内涵的凝聚

与数字化转向等特质，不断培育城市的吸引力

和活力，促使文化创意产业由量向质的跃升，带

动沿线城市高新技术的普及与运用。

四、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

营造的现实意义

山东大运河沿岸城市创造的丰富深厚、博

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坚定文化

自信、增进共同情感认同、筑牢共同理想信念的

源泉之一。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传承地方文脉，彰

显中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

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

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

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27］

山东大运河城市空间和场景的营造，不仅可以

固化和证实记忆，还能促进记忆持久且延续留

存下来，进而将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实体化，让人

们在场景空间内感受强大的文化磁场，不断增

强情感交融，有利于塑造民族精神，唤起民族共

同记忆，进而增强新时代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的文化底蕴和核心竞争力，坚定文化

自信，营造共筑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氛围，为传

承中华文脉交出时代答卷，为焕发中华文明的

永恒价值和蓬勃生机贡献智慧和力量。

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对于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世界发展大局，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

的关键因素和前沿领域，要推动民族文化走出

去，使其在新的文化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逐渐

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不断推动大运河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创新创意凝练并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促进城市建设

与发展，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发挥中华文化在世界

舞台的影响力，成为中国文明型崛起和开创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点之一，对于抵御西方某些

文化思潮对中华文化的消解，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大运河原本就是世界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立足中华文化之根基，在文明互鉴中相

互交流，可以使大运河城市文化带蕴含的中国智

慧和世界情怀服务更多人。以运河为纽带建构

世界运河城市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

价值，彰显大国风采，为世界大运河文化创新提

供中国经验，有助于“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

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

化滋养”［28］43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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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峄城区、台儿庄区。②参见管杰：《基于文化线路

背景下的京杭大运河沿线城镇历史地段保护研究》，重庆

大学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③参见钟晟、代晴：《场景理

论视域下的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举措》，《中国旅游报》

2006年 6月 19日。④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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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地发展模式研究——以台儿庄古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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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pace and Scene Shaping of Shandong Grand Canal

Fan Yugang and Xu Shiyi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rm a highly recognized and consensus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cene theory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 it into Chinese concept system and expression. Shandong Grand Canal is the
Shandong section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pace needs to
associate the concept of scene with local development and examine it in the cultural scene composed of public spac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itizens’consumption experience.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memory, we should explore the Shandong experience of cultural space and scene constru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reflect on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scen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o as to explain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Grand Canal in Shandong.

Key words: scene theory; Shandong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ultural space; scene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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