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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球化」的城市 —— 1990年代末以來
成都市城市形象廣告片的社會背景與自我表徵
梁婷婷1
四川大學
1990年代末，在中國大陸開始城市經營實踐的背景下，城市形象廣告片大量湧
現，以影像的方式參與城市空間的促銷過程。本文以成都市為個案進行研究，選取該
市1999年至2006年間在政府主導下拍攝製作的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片，在對中國城市形
象廣告片發展背景分析的基礎上分析這一系列文本中的城市自我表徵路。本文認為，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城市空間面向全球市場被商品化，尚處在「全球性城市」
外圍的城市以跨越地理和文化疆界的「全球化」、「普世化」空間符號對自己予以包
裝和營銷，這正是全球資本網絡的強大向心力之所在，也是發展中的城市自我表徵的
主要路徑。這個城市自我表徵在大眾化、日常生活化的視覺符號和鏡頭語言的主導
下，影響和反映著城市對於自我認知和發展策略。
關鍵字：「被全球化」的城市 成都市 城市形象廣告片 自我表徵

研究背景與研究方法

自20世紀90年代末期以來，在中國大陸的各級電視媒體和網絡、地面數字電視、
車載電視等新媒體的廣告時段中開始高頻次、大批量地出現一種以傳播和提升城市形
象、推介城市自然、社會資源的影視短片，其中尤以1999年山東省威海市在中央電視
臺購買廣告時段播出其城市形象廣告片為標誌性事件，此後陸續有各地城市的形象廣
告片登陸央視及其它地方或者境外視聽媒體。這樣一種在中國大陸曾被稱為「城市形
象宣傳片」、「城市形象廣告」，「城市形象專題片」或者「城市形象外宣片」的影
像作品一般由地方政府出資，組織地方電視機構和社會影視製作團體或個人聯合製
作，時長在30秒至30分鐘不等，文本風格各異，但是均以城市形象提升和建構為其主
要訴求，在播出方式上主要為佔用地方媒體的公益廣告時段和出資購買異地媒體廣告
時段播出。雖然這樣一種影像生產活動在近十年間在中國大陸各城市中迅速普及，並
且耗資不菲，但是至今在稱謂上尚未獲得統一 (業界和學界曾經使用過的稱謂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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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廣告片」、「城市」)，也尚未有學者對這一在大眾傳媒中居於邊緣位置的影像產
品的屬性和類型進行深入研究，並且業界也基本上沒有相關數據資料的統計。
在1992年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大陸在20世紀90年代開始的第二次社會轉型，
市場經濟理念不僅滲透到大眾傳播媒介,而且影響到了城市的經營管理模式。本文認為,
在中國「城市經營」實踐的社會背景下，從這樣一種影像傳播活動的產制流通過程、
文本特徵來看，這一在概念界定和分類上存在極大模糊性的影像製品具有內在脈絡清
晰的廣告屬性，應當將其置於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深入發展以來，城市營銷傳播組合的
框架下予以分析，進而在此統一使用「城市形象廣告」這一稱謂。在世界經濟一體化
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文化的邊界問題成為與全球化並立而存的一對矛盾，地
方所特有的差異性文化資源同時也成為了城市發展的重要資本，然而城市的經營管理
活動卻無可回避地發生於全球資本流動所形成的網絡之內。在全球資本網絡的向心力
作用下，個體城市的發展和全球經之間關係更加緊密，渴望加入全球市場的競爭，融
入這樣由人口、資金和資訊的流動而形成的經濟網絡，成為了中國各地城市經營地方
資源和推銷地方空間的內在動力。在這個過程中，城市空間面向全球市場被商品化，
而城市形象廣告則履行和實踐的是一種在影像中「被全球化」的城市自我表徵過程，
它被遮蔽於大眾化、日常生活化的視覺符號和鏡頭語言中，影響和反映著城市對於自
身的認知和定位。
在此，本文以1999年至2006年間四川省成都市在政府主導下拍攝完成的六部城市
形象廣告片為研究對象，基於前期研究,對20世紀90年代以來中國城市經營脈絡下的城
市形象廣告的發生發展過程的分析，以之為背景分析所選取的城市形象廣告影像文本
中的自我表徵路徑，以及這一自我表徵方式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內在邏輯。作為本
人博士論文的一個部分，本文在此選取成都這樣一個深居中國西南腹地，在經濟發達
程度和國際交流合作等方面都不具有代表性，與Saskia Sassen所謂「全球化城市」(the
global city)之間相去甚遠。2在中國大陸屬於中等發達城市的省會城市作為研究對象，
旨在論證20世紀90年代末以來中國城市經營過程中具有普遍性的「自我全球化」定位
和表徵過程。在研究方法上，生產機制和流通機制等外部研究的資料收集主要來自研
究前期的實地調查採訪，對成都市委宣傳部和對外宣傳辦公室、成都市電視臺、四川
省旅遊協會、成都市旅遊局、成都市人民政協等相關部門的領導和工作人員進行了9
2

關於“全球化城市”（the global city）的界定和相關論述，參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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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20人次的採訪，並與主要策劃製作參與者的2次深度訪談，以及上海、北京、貴
陽、蒲江、昆明等城市相關情況的電話採訪和相關文獻資料；而在本文的研究主體 —
— 城市形象廣告片中的城市的「自我表徵」分析，則是主要是在借助文獻研究的基礎
上依據新馬克思主義關於城市空間商品化的理論和社會符號學的分析路徑，對文本中
的符號資源類型和編碼規則進行文本分析。

中國城市形象廣告片主要訴求類型及相關背景介紹

1. 兩種主要類型的城市形象廣告片

從中國城市形象廣告片的主要傳播訴求來看，其創作契機和主要傳播意圖主要包
括兩大類型：第一類是當城市參與國際性賽事、會展等重大社會活動舉辦權的競爭
時，基於申請陳述和獲得更大範圍內認可、支援的需要創作，旨在借助影像的方式提
升和傳播城市形象，如北京申奧片《新北京、新奧運》、上海申博片《城市，讓生活
更美好》等；第二類是在城市常規性的發展過程中，基於城市主要功能和發展規劃的
需要，在不同職能部門主導下，從不同的角度進行的城市形象影像建構，其子類別可
包括為城市旅遊業的發展而拍攝的城市旅遊形象廣告，如《珠海整體旅遊形象專題
片》系列、《熱帶三亞》等；為城市招商引資而拍攝的商務形象廣告片，如《Chengdu,
Never Say Goodbye》等；基於城市綜合競爭力的提升而拍攝，在一定程度上兼具以上
各項功能的綜合性城市形象廣告，如《成都，一座來了就不想離開的城市》、《上海
交響曲》、《魅力北京》等。以上這些分類主要是基於城市發展的契機、社會背景和
組織者，實際上在其傳播功能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儘管當前在業界和學界對這一類
影像作品的稱謂尚未統一，但是本文認為：中國同期出現的城市經營實踐使得城市空
間和城市資源的商品化漸成現實，城市形象廣告片影像中可以清晰識別的出資人、其
非人際的傳播方式、以及直接或間接付費的播出方式3等諸多特徵決定了這樣一種影像
作品的廣告屬性，4 並且這樣一種從原本寄生的電視節目類型中獨立出來的過程是在

3

注：經筆者在四川省、貴州省貴陽市、雲南省，以及上海市等地通過實地調查和電話採訪等方式瞭解

到，除購買國家級電視媒體或者境外電視播出外，城市形象廣告片另一個主要的播出管道為佔用地方電
視媒體的公益廣告時段播出。筆者認為，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這樣一種合作方式壓縮了地方電視臺公益廣
告的時間，即通過削減公益廣告時段的方式給了監督管理下的地方電視臺商業廣告時段更多的空間，實
際上可以算作是一種變相的間接付費方式。
4

關於廣告屬性的判斷，參見Donald W. Jugenheimer and Gordon E. White. Basic Adverting Cincinnati: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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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營和城市營銷的大背景下漸漸實現的。此外，《中國廣告作品年鑒》從2004年
開始收錄城市形象廣告的事實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瞭中國大陸廣告界正在逐漸認可這
一新生的廣告類型。

2. 背景分析之一：20世紀90年代中國城市經營實踐的開始以及兩種主要的城市形象建構模式

城市是人類對空間形式的創造。在城市歷史學家眼裏，城市是人類物質財富的集
中地，是人類精神文化的創新地，是人類文化的一個「大容器」。5 城市形象的影像傳
播活動產生、發展於城市這個「容器」之內，但同時又是以這個容器為主要表現內
容。因而，要解釋和分析城市形象廣告的本質特徵，離不開對城市形象建構與傳播規
律的把握。
在人類城市的發展史上，在短時間內實現的城市功能和城市形象的重建與調整往
往依託於一定的社會契機 —— 革命、社會轉型、戰爭、自然災害，以及重大社會事
件，都會為一個城市形象的重新建構與塑造提供機遇和社會環境。在人類的和平時期
以及，革命、戰爭、社會變革等以社會結構劇變的方式引發的城市形象重建已經不是
主流，而與此同時，隨著人類生產力水準和抗拒自然災害能力的提升，災難所帶來的
城市重建以及城市形象重塑也不再多見。於是，重大社會事件的發生，就成為了當代
中國城市形象建構和重塑的重要契機 —— 成功申辦2008年奧林匹克運動會之于北京、
成功申辦2010年世界博覽會之於上海，就是此等契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
下，通過舉辦具有國際影響力的重大活動，城市這個「大容器」將隨之成為舉止矚目
的社會焦點，同時在申辦和舉辦過程中，城市空間的結構與功能、城市的形象定位等
都會發生相應的轉變與提升。此類「事件導向性的城市營銷」正是城市形象廣告片誕
生與發展的背景之一。
然而，這樣經歷城市空間社會功能「突變」進而帶動城市發展和城市形象重塑的
契機並不會以同等概率發生在所有的城市中，城市的規模和綜合實力決定了這樣的機
遇只能屬於極少數具有較高國際競爭力的城市，而絕大多數的城市只能在「漸變」的
過程中經歷城市發展與城市形象的不斷建構。畢竟，無論是「空間形式的創造」說還
是「社會容器」說，城市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是時刻與外界環境進行著物質與資訊的

Division, South-Western Pub. Co., 1991.
5

路易士·芒福德 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峻等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89，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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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的，在這個隨著數字技術的普及而瞬息萬變的資訊化時代，外部環境無時不刻在
衝擊和影響著城市的管理和運營者對於城市發展方向的決策與判斷。世界經濟一體化
的趨勢讓地方之間的依存關係更加密切，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內的有形資產
和無形資產的市場化運作成為必然趨勢，於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年代的美國出現了
「城市經營」(urban management)的理念。6 即城市經營者即城市政府像企業家經營企
業一樣，通過對城市的公共資源的市場化運作，以獲取經濟和社會效益的一項經營管
理活動。城市經營者將城市作為重要的國有資產來經營管理，通過營造城市環境、創
造城市品牌實現要素的積聚，優化城市資源配置，帶動城市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從
而提高城市的自身價值和綜合競爭力。7 中國的城市經營實踐開始於20世紀90年代，
以大連市首先提出了「城市是最大的國有資產」、「城市資產保值增值」和「城市經
營」的理念為標誌性事件。當時的大連市圍繞這一理念，一系列市政建設工程得以展
開，拓展了城市資源的資本化運營領域和手段，為我國的城市發展帶來一場深刻的革
命。2000年前後，關於城市經營的討論再度成為各地市政界、媒體和城市研究理論領
域的熱門話題，並且在我國浙江、江蘇、山東、湖北、黑龍江、遼寧等省的一些城市
都開始出現了不同程度的「城市經營」實踐。8 在這樣一種宏觀社會背景下，各級市
政府紛紛根據自身發展中的瓶頸問題，開始在比較、反思和模仿學習中摸索自己城市
的形象定位和發展路徑。以成都市為例，在與杭州市競爭「休閒之都」的城市名片，
以及在與雲南的「瀘沽湖」邊界之爭中節節失利之後，在2003年，尤其針對多年來成
都市旅遊業境外遊客比例一直較小的問題，展開了關於自身城市形象的重新定位與塑
造。外國導演拍成都，關於成都與城市新名片「東方伊甸園」之間的關聯性的歷史考
證及學界、社會爭論的發起……等等。再如……在此無意於評價這些活動和舉措的價
值與意義，僅借此為管，可以窺見中國大多數在漸變中發展的城市在城市經營、城市
營銷和城市形象定位過程中的處境與舉措。也就是說，對於絕大多數沒有機會讓重大
社會事件發生於自身的容器和空間之內，進而獲得飛躍性的城市發展與形象重塑的城
市來說，是在城市的競爭環境與生存環境中實現漸變的 —— 在此，姑且讓我們將之稱
為「常規性城市營銷」。以之作為城市形象廣告發生發展的另一種社會背景和模式基

6

張蔚文，徐建春 著。《對國外城市經營理念的考察與借鑒》，載《城市規劃》。2002 年第 11 期。

7

康宇航，王繼琨 著。《城市行銷的市場細分》，《城市問題》。2003 年第 6 期。

8

崔衛華 著。 《城市經營 —— 中國城市 經濟問題研究的新視角》。東北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導論

部分。

5

礎。

3. 背景分析之二：在城市經營過程中城市空間的「全球商品化」

如前所述，城市，被看作為社會文化的「容器」9 和「人類對空間的創造形式」。
10

然而從地理學意義而言，城市又無可回避地具有「在地性」 —— 一個城市，及其

相對應的政權，一定是存在於一定的地點，在地理區位上有一個專屬的坐標點。在
此，有必要對「地點」(place) 與「空間」(space) 是一對相互關聯而又截然不同的概念
予以簡要的辨析。這一對概念對於我們理解城市及其經營管理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都市研究集大成者列斐伏爾對於空間生產概念的闡發極大地豐富了
「空間」的社會意義。列斐伏爾將空間的生產邏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和商品化過
程相聯繫，並認為，在資本主義商品邏輯，和對有用物的「整體性」「商品化」過程
中，作為「異質仲介」的社會空間也在劫難逃，並且也無可回避地面臨著在「可複製
和重複法則」下，「碎片化」和「同質化」的問題，商品空間以喪失「空間感知」的
多樣性為代價、僅僅以「可計算的」，商品的形式存在。11 安東尼·奧羅姆 (Anthony
M. Orum) 和陳向明在二者合著的《城市的世界 —— 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歷史分析》
一書中，引用Isaac Balbus 的觀點，認為：「空間是一種獨立於我們存在的介質，包括
人類及其它生物在內的主體根據自然的基本法則存在於空間之中。地點則是空間內一
個具體的場所。」 12 德索圖在其著作《日常生活實踐》中，也將二者的關係定義為
「空間是實踐中的地點」。13 按其說法，地點不同位置的排列有著一種穩定性，而空
間則是不同元素交疊的流動關係。所以「空間是實踐中的地點」。14
作為一種與中國城市經營同期出現的城市資源推介手段，本文認為要觸及其本

9

路易士·芒福德 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峻等譯。北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

社，1989，74 頁。
10

曼紐·卡斯特爾 著。《網路社會的崛起》。夏鑄久，王志宏 譯。北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504

頁。
11

參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holson-Smith. Oxford, Cambridge and Mass:

Blackwell, 1991.
12

安東尼·奧羅姆，陳向明 著。《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歷史分析》。曾茂娟 任遠 譯。上

海人民出版社，19-20 頁，並參其 31 頁注釋。
13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97-99.
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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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必 須 將 其 置 於 中 國 當 前 正 在 摸 索 中 的 城 市 營 銷 傳 播 組 合 (promotional
communication mix) 中予以分析。城市經營理念的正式確立將企業化運作方式引入了城
市的管理和發展過程，這就意味著一定存在著對應的市場、消費者，和有待出售的商
品，進而，在市場供需關係的調節作用下，必然地會存在著產品的營銷 (marketing) 傳
播過程和營銷傳播組合。而廣告，是市場營銷傳播組合中的一個不可或缺的環節。本
文認為，中國大陸20世紀90年代以來大量湧現的城市形象廣告片實際上就是在無形之
間發揮著城市營銷傳播的功能，與此時中國大陸城市經營管理理念的轉變和市場經濟
的深入發展具有密切的關聯，填充著尚在完善過程中的中國城市營銷傳播組合，城市
空間，是城市經營過程中不出讓所有權的商品，同時也是城市形象廣告片的廣告對
象。這一論斷的依據在於：其一，城市形象廣告片的出資人和城市經營權的行使者是
同一主體 —— 作為城市管理者的政府；其二，城市形象廣告片所呈現的主要對象與城
市營銷所「推銷」的商品是同一對象 —— 城市空間，按照城市經營理論，城市經營中
的商品正是城市空間，經營的過程是一種不涉及所有權轉讓的空間出售，實際上，這
是一種在所謂全球範圍內的資金、人口和資訊流動所形成的「流動空間」(space of
flow)內將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15
也就是說，在中國20世紀90年代以來城市經營和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中，城市作
為全球經濟網絡的重要節點，地方文化身份的代言人，其市場競爭主體和本土文化的
捍衛者的雙重身份使城市被賦予了雙重的主體性，融入全球性的經濟網絡以獲得地方
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各城市發展規劃中的重要目標，世界範圍內資金、人口和文化元
素的加速流動使得地方空間在「相對位移」過程中逐漸獲得不需要出賣所有權的交換
價值，進而城市空間在城市經營的過程中淪為商品。

成都市城市形象廣告片：面向全球市場的城市自我表徵

尚處在「全球性城市」外圍的城市以跨越地理和文化疆界的「全球化」、「普世
化」空間符號對自己予以包裝和營銷，這正是全球資本網絡的強大向心力之所在，也
是發展中的城市自我表徵的主要路徑。依據莎森 (Saskia Sassen) 在《全球化城市》
(The Global City) 中提出的觀點，全球化城市有四種新功能：世界經濟的高度集中點、
15

曼紐·卡斯特爾 著。《網路社會的崛起》。夏鑄久，王志宏 譯。北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504

頁。

7

財經及專業服務的主要根據地、創新工業的生產地及產品的市場。16 海拉 (Annie Haila)
在莎森論點的基礎上予以引申，指出列斐伏爾「房地產已經取代工業」和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符號消費已經取代生產法則」的說法已經成為了新的趨勢，而全球化城
市的特徵之一就是「象徵化」—— 即對形象的重視。17 從這個意義上說，在所謂「全
球化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所帶來的新的城市空間的生產機制使
得城市的形象化和符號化成為經濟發展中的必然趨勢。然而，作為深居中國大陸西南
腹地的成都這樣一個無論在哪一個層面上說都與「全球城市」相去甚遠的城市來說，
在其城市形象廣告片中，卻也將面向「全球市場」作為了一個內在的向度。
如上所述，在城市空間的營銷傳播過程中，影像手段的使用就成就了另一種城市
空間的再現方式 —— 城市形象廣告片，一種將「全球」與「本土」二元關係所形成的
張力作為自我表徵的內在動力的影像文本。儘管具體的傳播訴求、拍攝製作的背景和
條件，以及影像文本的內在結構等都存在差異，但是，這樣一種面向預設的「全球市
場」，在想像中的「他者」視域中建構宜於「全球消費」的自我形象的內在視角卻是
不變的。以下文本對成都市近十年來在政府主導下拍攝的城市形象廣告片中內在的
「全球 — 本土」二元視角予以分析。
以下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片均為1999年至2006年間在成都市政府主導下拍攝完成，
其中《中國成都 Chengdu China》(1999年，片長 28’30”)、《夜成都》(2001年，片長
12’43”)、《成都，一座來了就不想離開的城市》（2003年，片長5’00”）分別為推廣介
紹成都市城市資源和提升成都市城市形象而拍攝製作；《成都，東方伊甸園》(2004
年，片長6’35”) 主要為2003年成都市旅遊業低迷時期為推動成都市旅遊業，尤其是境
外遊客源市場而拍攝；《成都商務形象宣傳片》(2006，片長6’35”) 則是為2006中國 —
— 歐盟投資貿易合作洽談會而拍攝；《Chengdu, Never Say Goodby》(2006，12’30”)
則是為2006年在成都召開的第28屆國際攝影藝術聯合會代表大會拍攝。
儘管這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片在拍攝時間、傳播訴求、創作主體和文本結構、語
言，甚至拍攝手法和介質等方面均有不同，但是，通過對於其中所使用的符號資源、

16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

4.
17

Anne Haila. “The Neglected Builder of Global Cities,” in O.Kalltorp et al. eds., Cities in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in Cities: Social and Symbolic Change of Urban Space. Aldershot, Brookfield, Singapore and
Sydney: Ashgate,1997, pp.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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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符號化手段進行分析，卻發現內在統一地暗含著「全球 — 本土」的二元視角，其
影像符號的選擇和語篇結構方式上都在傳達著一種試圖面向全球化市場消費者，將城
市空間予以普適化、全球化處理的意圖。這樣一種自我表徵路徑集中表現在通過諸多
手段對城市空間進行「去地域化」處理。18
相對於城市的「在地性」來說，城市的 「空間性」和「社會性」決定了城市空間
的流動的，可建構的。所謂不轉讓所有權的城市空間營銷，實際上依託於消費者和資
金的流動而實現，換言之，是一種城市空間的「相對位移」。因而，在不同的消費
者、不同的消費需求下，城市空間可以被多重符號化，通過影像符號的編碼實現城市
空間的多元建構，正是城市形象廣告片的重要作用機制。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城市的地
脈與文脈資源所決定的差異性自然、歷史人文特徵是城市發展的核心資源，也是城市
經營和營銷中的重要「賣點」，但是，通過對成都市這五部城市形象廣告片中所呈現
的空間 類型進行比較分析，卻發現大量具有普適性、同質化的空間充斥于影像文本
中，這是一種缺失地域特徵，具有驚人的雷同性，可以在全球任何一個地點，任何一
個城市被移植、被拼貼的城市空間。因而,城市形象廣告片實際上是在對對應於一定地
點而生成的城市空間進行「去地域化」19 處理，使得影像中呈現出大量與地點沒有必
然聯繫的「無地域性空間」(the production of non-locality)。20
以下，讓我們來看成都城市形象廣告中所主要呈現的「去地域化」處理的主要路
徑和方式：

18

孫紹誼博士在分析“華語大片”的跨境生產、發行以及傳播和消費問題時提出“無地域性空間”（non-

locality）概念，指的是某些超越文化和地域特質（translocal）,或被抽去原地域或文化因素的空間符號，
在此借用之表述本文所論及的抽取了其地域特徵而具有可攜性的地方空間符號。同時，本文認為，相較
于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泛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面向》（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中論及“地域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時提及的“去地域化”
（deterritorialized）概念，孫紹誼博士所使用的“無地域性”概念之間存在著同一物件“過程”與“狀態”的關
係：從漢語的語法使用習慣來看，“無地域性”比“去地域化”一詞更為強調的是一種已然存在的狀態，而
“去地域化”則更多地偏向於一種隱含著運動性和向量性的動作，傾向和側重於其過程。故在此同時使用
這兩個概念分別用於表述過程和狀態。
19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0

參孫紹誼,《“無地域空間”與懷舊政治：“後九七”香港電影的上海想像》，載《文藝研究》2007 年 11

期;及作者未發表論文，《 跨地域性與“無地域空間”：全球化語境中的華語商業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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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為「現代化」表徵的營造：交通工具及其網絡的視覺符號再現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六

以上六幅圖片分別截取自本文所分析的這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片，正在起飛的飛
機、開闊繁忙的機場大廳、白日或者夜幕下錯綜複雜的城市高速公路網絡、車流穿梭
的城市街道……雖然創作的時間和傳播訴求均不盡相同，但是在廣告片中均以大量的
篇幅呈現了驚人相似的現代化將同工具及其網絡。除了圖示的機場、高速公路網絡之
外，類似的城市符號的集中代表還有地鐵站、磁懸浮列車等，在此囿於篇幅所限不再
呈現于文本中。這些圍繞現代交通工具及其網絡所形成的城市空間實際上可以被移植
到世界任意一個城市中，但是卻無一例外地出現在了成都市的城市形象廣告片中。

2. 作為世界性文化藝術殿堂的城市：去地域性的兩種路徑

(一) 封閉、均質的文化空間：無地域性的藝術類型、跨地域性的行為主體、標準化的
封閉空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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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八

圖九

如圖七、圖八、圖九的文化藝術空間是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存在的，這
樣以無地域性的藝術類型、跨地域性的行為主體、標準化的封閉空間為特徵的文化藝
術空間在成都市的十年間的這六部城市形象廣告中均有所見，而相反，代表著成都地
域特徵和文化特色的川劇表演、變臉和吐火等傳統民間藝術卻被淹沒在了這大量的具
有普適性的藝術空間符號中。

(二) 使用在文化的全球性流動中被消解了地域性的文化空間符號

圖十

圖十一

成都毗鄰道教聖地青城山，道教文化對於成都而言原本是理所當然的具有地域特
徵的文化符號，然而，在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中，文化的擴散使得道教文化已經在其影
響力擴散的過程中逐漸消減了其更為精准的地域性。進而，在圖示的這些乙太極劍、
太極拳為主要符號而建構的影像空間中，與「青城文化」和成都等地點的直接關聯實
際上已經不存在，這些場景可能在成都市看到，也可能在北京、上海等中國乃至世界
範圍內的任意一個有華人聚居的城市看到。因此，這樣一種影像符號的編碼過程實際
上還是在「全球 — 本土」二元對立的內在視角下展開的，成都市，在這樣一種被想像
為面向全球的文化消費市場中，真正表徵著地點的本土空間符號實際上依然是在全球

11

化的潮流中被消解了。

3. 作為「增長機器」的城市：全球性的金融業、製造業的城市空間符號的呈現與拼貼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以製造業、高科技產業和金融業等空間視覺符號將影像中的城市與效率、能力和
財富建立聯繫，表徵為「增長機器」，是這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無一例外的自我表徵路
徑，其中出現的銀行標誌及其建築、現代化生產流水線、廠房車間等=符號不勝枚舉
（如圖十二、十三、十四所示）。
作為「增長機器」的城市，是對城市本質，特別是美國城市生活本質最流行，也
是最具影響力的觀點之一。社會學家哈維·莫勒奇於上個世紀70年代中期在收到新馬克
思主義城市研究思路的影響下提出了這一觀點。這一理論主要是基於當時美國城市，
尤其是西南部和西部等 開發相對較晚的城市為了爭相成為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城
市，進而在房地產開發商、銀行家、城市政府及媒體的共同作用下，將城市增長作為
每一座城市異常強烈並且是持續的目標的社會現實而提出的。此後，莫勒奇與社會學
家約翰·洛根 (John Logan) 又繼續對這一觀點進行深入闡發，繼馬克思和新馬克思主義
之後，主張將城市的基本要素 —— 土地和 空間理解為商品，因此，土地和空間也具
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21城市是一部增長機器的觀點雖然在美國社會具有較大的影
響力，但是卻一度被認為受制於市場力量的不同而不適合於其他國家和地域，具有國
家和文化上的局限性。然而，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這樣一種局限性卻似乎是不
存在了。在中國西南的成都市的近十年來的城市發展規劃和城市形象廣告中，這樣的
21

安東尼·奧羅姆，陳向明 著。《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歷史分析》。曾茂娟 任遠 譯。上

海人民出版社，19-20 頁，並參其 31 頁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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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增長機器的功能和追求卻分外突出。具體到本文所選取的這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片
中，集中地體現在大量象徵著城市生產速率和生產能力的「現代化」城市符號 —— 仰
角拍攝的銀行大廈、高速運轉的生產流水線、寧靜而高效的高科技實驗室、展板上數
字不斷刷新的金融交易所等。

4. 作為全球標準化功能空間的城市：體育場館、星級酒店、圖書館、標準化的大型購物場所、
國際知名品牌全球連鎖店等無地域差別的城市空間符號

圖十五

圖十六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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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圖二十六

成都市一座休閒安逸的城市，舒緩的生活節奏、溫潤的氣候、四處可見的茶館，
以及多次的移民史所積澱下來極大的文化包容性等等，都是這樣一個城市在文化上和
生活質感上讓人留戀的地方。然而在近十年間的城市形象廣告中，這樣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城市符號卻淹沒在了大量具有全球標準的功能性城市（如圖十五所示的大型體育
場館、圖十六所示的星級酒店、圖十七所示的圖書館、圖十八所示的大型購物商場）
和具有全球標簽的消費空間（如圖十九至二十三所示的國際品牌連鎖店）、娛樂場所
（如圖二十四、二十五所示的遊樂場和歌舞廳等）中。

5. 為城市建立「全球坐標系」

(一) 虛構的城市全球地圖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如圖所示，在城市形象廣告片的片頭與片尾，運用計算機技術處理，將城市的象
徵符號至於「全球」空間，在地球的版圖上為城市定位，成為了城市建立「本土 — 全
球」二元視角、以直觀的視覺效果為城市建立「全球坐標」的慣用技法。

(二）「他者視線」所編制的全球坐標：西方人眼中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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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圖三十五

圖三十六

圖三十七

圖三十八

西方人的出場，成為了成都市這六部城市形象廣告片中的突出特色，並構成了文
本中主要的符號資源之一。如圖三十至三十八中所示，西方文獻中關於成都的記錄和
評價、遊歷成都的西方人在鏡頭中手持照相機、攝像機記錄成都、品嘗成都小吃、在
不同的場合通過語言、表情和肢體動作評價成都，成為了廣告片文本表意的一種約定
俗成的方式和手段。作為非紀實性的影像文本，這樣一系列視覺符號的呈現實際上是
基於想像中的西方消費者對於成都的消費期待，於是，借助西方臉孔，和西方人口
中、眼中的成都，成都得以成為一個具跨越東西方市場的全球坐標系內，具有面向
「全球市場」潛質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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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結合以上對於成都市近十年來在政府主導下拍攝的城市形象廣告文本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結論：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地方發展與全球資本之間關係密切的社會背景中，成都作為
一個深居中國西南腹地的中等發達城市，在全球資本網絡體系的巨大向心力作用下 ，
與同期的中國其他城市一樣，在城市經營的過程中大量運用城市形象廣告片進行城市
形象的自我建構與傳播。通過在影像中通過對城市空間符號的「去地域化」處理，大
量具有「全球性」的標準化空間的大量呈現，以及建立城市象徵性的「全球坐標系」
等路徑進行自我表徵，建構一種「被全球化的城市」城市。
這樣一種通過影像符號所進行的城市自我編碼是在中國20世紀90年代以來的城市
經營和城市營銷脈絡進行的城市自我表徵過程。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地
方的城市空間成為商品，具有不出讓所用權的交換價值，並且具有貝多重符號化的可
能。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傳媒體制改革等諸多社會因素讓城市主體性「代言人」的
政府在對於城市的規劃和管理過程中開始實踐西方城市經營的理念，運用市場化手段
進行城市的資源配置，城市形象廣告在此時應運而生。成都市城市形象廣告片中所反
映出的城市自我表徵路徑反映與「全球性城市」標準相去甚遠、渴望通過國融入世界
經濟網絡的城市的一種自我定位心態：在廣告片中以「全球 — 本土」的二元關係所形
成的張力為動力，抹煞和弱化了地點的「無地域空間」的建構和呈現，進行「全球
性」的自我形象定位和建構。這實際上是一種建立於對全球消費者市場中的「他者」
的想像基礎之上的城市空間自我符號化過程，是為了使得滿足想像中觀者的既有的感
官經驗，在此基礎上促成其「親歷」影像符號所試圖指向的「地點」，進而實現城市
空間的商品化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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