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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rious intricate problems in urban areas have made the modern cities sink into different 
predicaments, which may make the modern cities be faced with critical predicaments and 
development threshold in urban systems. The most essential contradi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ystems is the choice of “order”. Modern urban predicaments are the result of the disordered 
urban system. Cities are the resident systems which are best for collective wisdom and evolved by 
the self-organizing of human beings’ society. Collective wisdom provides internal negative entropy 
for cities. Thanks to collective wisdom, it is also reasonabl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reas 
tend to be advanced, complex and sustainable. It is the deficiency of collective wisdom that leads to 
the disorder of urban area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cities, urban areas should set 
up new wisdom mechanisms and get rid of the predicaments of urban areas in the future. 

1．引言 

现代社会，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自然的问题集中在城市爆发，人们曾经对城市的美

好憧憬一再被现实残酷打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而“被城市化”现象也

备受诟病。人们不禁追问：城市到底怎么了，还是不是人类理想的家园？人们不禁担忧：自

组织演化的城市是否也潜藏着临界状态，是否真的会出现“沙堆的坍塌”？人们不禁深思：什

么是城市困境的根源？什么是城市固有的矛盾？曾经的城市怎样化解这种矛盾？现代的城市

能否摆脱困境？未来的城市路在何方……绚丽的繁华与满目的困境错综交织在一起，让这些

问题显得更加复杂、朦胧，也让现代城市显得更加混沌难解。 
通过对现代城市困境的整体性反思，笔者认为——“集智”①是把握城市困境的关键：城市

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组织演化出的最利于“集智”的聚居系统；“集智”为城市提供了化解

无序的内在负熵源，并给出了城市更加高级化、复杂化、可持续化发展的合理依据；“集智”
缺失正是导致现代城市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未来的城市应该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探索新

的集智机制以走出困境。 

2.深陷困境的现代城市 

城市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自组织演化出的最复杂、最高级的聚居系统。工业革命后，由

于契合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的精髓，城市化与工业化交相辉映，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标识。

20 世纪中期，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拉开了帷幕。时至今日，城市集中了全球 80%以上的财

富，供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集中了社会上最优秀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代表了

当代文明的最高水平；城市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聚居方式，城市化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时代

特征。无疑，21 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全球的城市化与城市的全球化即将变为现实。 

                                                       
①注：此处的“集智”是智慧集聚的意思，用以描述人类社会中个体智慧相互作用涌现出高层次群体智慧的现象。关于“集

智”在城市中的作用，参见笔者《“集智”，城市演化的序参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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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股不可逆转的城市化浪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益严重的各类城市问题的相

互交织、频繁爆发。这些复杂、多发、影响巨大的问题，使现代城市深陷发展困境，并呈现

出一种“失控”状态：生态资源告罄、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矛盾突出；价值体

系混乱、社会管理失序……种种城市问题的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此处仅就城市生态系统不可

或缺的淡水、空气为例略作说明——根据国家水利部数据，2014 年中国 90%的城市水域污染

严重，50%的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中国 669 个城市中，400 多个供水不足，110 个严

重缺水 [1]；而在《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一书中明确提到，

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有 7 个在中国，中国最大的 500 个城市中只有不到 1%的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 [2]；近年来雾霾问题十分严重，仅 2013 年 1 月就受到 4
次雾霾侵袭，受灾区域涉及中国 30 个省（区、市），北京整个月份只有 5 个晴天。 

这些状况直接影响到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使人们日益感到城市生活的不便，降低

了城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严重的是，有些问题一旦形成，往往需要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

来修复，极个别的会影响到数代人的城市生活。可以看出，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过度集中、

规模的过度膨胀导致城市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将承受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不仅要为城市

提供大量的物质、能量，还要负担城市排放的各种废弃物、污染物。这导致城市系统的生态

关系日益紧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基础日益薄弱。大城市的生态问题尤为严重，其生

态承载与污染处理压力远大于中小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维持生命力必需的

土地、水、空气等基础资源全面匮乏。更为严重的是，人们还对这些稀缺的生命资源的任意

掠夺、盲目使用、肆意污染。 
终而，与短暂的现代化辉煌与虚华的城市化胜利相伴而生的，是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与

日益难解的城市困境。可以预见，当人类的私欲膨胀到极致时，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必将

逼近阈限，人类必将面对生态系统全面恶化的灾难。 

3.自组织临界：城市的前路堪忧 

对于一个自组织的城市而言，其内部表现着自组织系统的种种特性，包括整体性、复杂

性、目的性、协同性、耗散性以及非常重要的——临界性。 
20 世纪 90 年代，丹麦学者班克及其合作者曾设计并展示了一个“沙堆实验”：他们让沙子

一粒粒的落到桌子上，开始时每粒沙子对整体的影响很小。随着沙子的不断增加，沙子会逐

渐增高并形成沙堆，此时顶部落下的沙粒慢慢带动更多沙粒移动。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

落下的任一粒沙子都可能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班克等由此提出“自组织临界”理论进行解释：

不断增高的沙堆会接近“临界”状态，所有的沙都会处于一个整体状态，每粒沙子都会与其他

沙粒产生“一体性”接触。新落下的每粒沙都会形成一种“力波”，在沙堆中产生振动。这些振

动的能量虽然微弱，却能贯穿整个沙堆，将碰撞传给所有沙粒，导致整个沙堆发生连锁性反

应与结构的变化，并最终产生结构性失衡——坍塌。 
自组织临界理论指出了自组织系统普遍存在的一种临界特性，临界点成为自组织演化的

一个吸引子，自组织系统会自然的向临界状态演化；当系统达到临界状态时，即使小的干扰

和影响也会引发系统的剧变甚至灾变。自组织临界理论提出后获得广泛的关注，成功的解释

了多个领域复杂系统的非线性演化，如地震发生、交通阻塞、金融市场波动以及生物进化和

物种绝灭过程等。自组织临界理论逐渐被作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理论而被接受。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现代城市的许多子系统也显示出临界特性，貌似强大的城市电网、

城市交通、城市给排水都曾因小的意外出现整体混乱。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多的人口导

致现代城市整体上更加复杂，人们必须建立更为完善的协调机制、更为精密的管理体系才能

维持城市的有序运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更完善、更精密也意味着更脆弱，局部灾变的可能

性不断增加。尤其在信息时代，沟通无极限，整个城市浑然一体，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能与其

他人进行“一体性”接触。个体的行为、感受都可能会形成辐射整体的“波”，传遍整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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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逼近临界状态的“沙堆”。多发的城市问题和这些城市问题产生的影响，正是“沙堆”振动

的表现。不断升级的城市问题和越发严重的影响，昭示着城市系统演进的危机。 
“沙堆”的模拟，让人们对现代城市的前景更加担忧。然而，智慧的人类又不能无视这种

潜在的危机。毕竟，现代城市的各种问题，就在每个城市中，就在每个城市人的身边。 
城市的自组织临界性足以使人们感到城市演化进程的深层次危机——临界态是自组织系

统演化的吸引子，自组织系统都向着临界态发展和逼近，“坍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走向“坍塌”仿佛是不可逆转的。假如遵从这种线性的推理，不仅会让人们对现代城市更加担

忧，而且还会对未来城市充满悲观。然而，智慧告诉人们——死并不能否定生的意义，不能

因为死亡是生命的尽头就无视生存过程的意义；生命的本质就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维持

生命的原动力就在于生命的自我维持与自我展现。而且，智慧作为人类生命的方式，提供了

人类化解城市危机的依凭。人类应该能够找到化解城市困境的方法。 
但是，为从根本上摆脱现城市困境、改变城市演进的“临界”逼近，必须找到导致城市困

境的根源，揭示城市运行的本质矛盾。 

4.“序”的取舍：城市的本质矛盾 

自组织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统一。系

统内部存在着固有的、本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也正是这种矛盾决定

着城市的存续。对于自然系统的城市而言，这种矛盾反映了运动与静止的对立、无序与有序

的冲突；对于社会系统的城市而言，这种矛盾反映了自由与秩序的对立、个体与群体的冲突。

总体而言，系统发展中的“动与静”和系统构成中的“小与大”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这个矛盾：

生命要求运动，运动向往自由，自由产生无序；城市强调有序，有序衍生秩序，秩序导致静

止。这个矛盾对立统一的关键在于“序”：一方面，有序是共同的需求。运动的有序保证方向，

自由的有序降低风险，个体的有序实现目的，整体的有序确保功能；另一方面，有序是共同

的表现，运动的有序预示静止，自由的有序蕴含确定，个体的有序体现规则，整体的有序拥

有秩序。由是，“序”是这个矛盾的核心，“序”的取舍是系统最本质的矛盾。现代城市困境正

是城市系统发展失序的表现。 

4.1  在自然城市里的表现 

“序”的矛盾在自然系统的城市里表现为一种“有”与“无”的矛盾，有序意味着正常，无序

代表着问题。纵观人类发展史，城市似乎总是由正常向问题转化，而城市的前进也正是在各

种问题的解决中实现。只是现阶段，城市问题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出现全球化，

令人类难以应付。这些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有序”与“无序”的矛盾：一方面，系统作为一

种有序结构，其组成部分总有从有序走向无序自然趋势。微观上，系统组成总有从外界吸收

能量增大动能从而摆脱系统既有结构的倾向；宏观上，系统整体总有从外界吸收能量打破秩

序走向平衡的倾向。另一方面，系统作为一种有序的集合，其存续与发展必实现整体的有序。

整体的有序是系统维持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前提，是系统实现自然目的的基本前提。由是，就

形成了系统内部固有的有序与无序的矛盾。为化解这种矛盾，自然系统必须保持自身的开放

性，从外界获取能量，化解内部无序的倾向。因为，能量本质上是一种有序，它的输入能够

有效调节系统的无序。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获得了有序，并把自身的无序——“熵”——排入

外界，实现了本身的存续。 
作为耗散系统，城市维持运转需要吸收能量、释放熵。从自然系统的角度而言，城市是

一个耗散系统。根据普利戈津的耗散结构论，耗散系统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高度复杂有序的

系统。普利戈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构建了一个耗散系统模型解释了自然界中高级复杂系统存

在的合理性，尤其是社会系统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并没有从本质上否定关于“熵增”的热

力学第二律，反而从更大的时空尺度上证明了系统“熵增”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城市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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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熵增”的系统。城市与其它的热力学系统一样，也会有着自发的消除能

量差的倾向，也会向着整体均衡、无差别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城市在整体上的“同一”，
因为只有“同一”，才无差别、才均匀。根据热力学上的说法，此时才能实现“熵”的最大化。

但绝对的“同一”也意味着绝对的“无序”，尤其是系统与环境“同一”后也意味着系统的消亡。

为维持自身的存续，系统必须保持开放，必须不断从外界获取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序”。对

于城市而言，更是如此。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有序的综合体，失却了有序城市就没有了确定性、

失却了有序城市就没有了组织力。因而，有序是城市存在的基础，是城市存在的标度。无序

是城市的死敌。 
为了维持有序，城市必须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和能量；为了反对无序，城市必须不断向

外界排弃废物和熵。在这种本质需求的驱使下，城市与环境进行着不断的交互。比如，为维

持生命的有序，城市必须从外界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制造各类产品、提供各类服务；为维

持组织的有序，城市必须从外界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构建各种组织机构、制定各类规章制

度。随着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复杂程度的提高，城市对“有序”的要求更高，需要耗费更多的

物质、能量维持高级化的“有序”。正是这样，现代城市使用了更多的资源、消耗了更多的能

量、排出了更多的废物、释放了更多的熵，诸如资源枯竭、能量紧张、环境污染、生态恶化

之类的现代城市问题正根源于此。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现代的城市供养了越来越多

的人，现代的城市消耗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排放了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和熵。对地球生

态系统而言，城市的消耗早已令其入不敷——毕竟，太阳能是地球生态系统从外界获取的唯

一能源。也就是说，当下人类使用的化石能源更多是地球演化过程中曾经积淀的太阳能，现

代城市使用能源对地球生态系统而言是一种“内耗”。显而易见，过度的内耗对地球是一种伤

害，是不可持续的。 

4.2  在社会城市里的表现 

“序”的矛盾在社会系统的城市里表现为一种“自由”与“秩序”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植于社

会生态系统本身：一方面，城市由有生命的人构成。人性的最高追求是实现生命的解放、生

命的自由。运动是生命的形式，生命在运动中显现，生命在运动中辉煌。自由的运动是生命

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凝结着人性最原始的冲动和最深层的需要。另一方面，城市是由各式

各样的秩序构成，分工的秩序实现了协作、管理的秩序保障了流通。秩序是各种高级复杂系

统的共同基础。在秩序的基础上，系统才能固定结构；在秩序的基础上，系统才能形成纪律；

在秩序的基础上，系统才能构建规范。然而，秩序是一种“静止”，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和运动

的停止。因此，城市中生命个体追求自由与城市整体崇尚秩序有本质上的矛盾。 
城市中不遵守秩序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维持秩序，城市只能耗费更多的成本构建更复

杂的管理体系，制定更复杂的规章制度，实施更复杂的监督控制。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城市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城市机能的进一步提升，现代城市对秩序的渴求达到新的高度。

现代城市需要更复杂的秩序体系规范城市个体的行为；现代城市需要更精细的监控体系保证

城市秩序的实施。尽管现代城市为确定、维持秩序已经耗去巨大的成本，尽管现代城市已经

笼罩在繁杂的秩序框架中，但是现代城市的秩序似乎越来越不完善，越来越跟不上城市发展

的需要。更严重的是，现代城市秩序本身强调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适应性，这是对秩序自

身的否定，对秩序的构建与维护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已经发展到高级

阶段的城市，整体的分化越来越快，整体的震荡越来越剧烈，城市面对的变化越来越快。秩

序作为城市用以规范行为、理顺流通、协调整体的一种手段，必须以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

适应性应对外界的变化，用更灵活的“静止”约束更多变的“运动”，用更完备的秩序规范更复

杂的自由。这种秩序体系的构建，需要将完全的信息、及时的响应、灵活的调整与秩序的稳

定、规范的严肃相结合，需要将外在秩序与内在秩序相统一。对于现代城市而言，是巨大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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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智：城市自有的负熵之源 

从生态学的角度，整个世界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特殊意义在于“生”，即拥

有自我存续与自我展现的自然目的，并能够积极利用内外部各种条件实现这个自然目的。在

大的时空尺度下考察，生态系统的进化表现出惊人的同一性：生态的规则在于动态，动态的

状态产生混沌，混沌的结构揭示规则，规则的内里展现有序，有序的演化形成无序，无序的

发展出现混沌……对于生态系统而言，这种同一性不仅表现在不同系统之间，而且也表现在

同一个系统的“曾经”与“现在”之间。生态系统就是在调和自身“序”的矛盾中实现发展。不过，

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沿着递进式、螺旋式的发

展路径，完成着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最先进的人工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也遵循着这些规律。在

聚居求生以满足共同的生命需求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内部演化出城市这一类最适合利用群体

智慧解决共同问题的聚居形式。然而，需求的满足远未结束。作为万物的灵长，人类有着更

好存续与更好展现的生命追求，还有着否定既往的特殊能力——创造。在聚居的平台上，需

求的聚集派生需求，问题的聚集派生问题。人类不断将自身的需求与问题复杂化、高级化，

并在重新解决问题、满足需求同时完成对生命的无尽追求。城市是人类社会集聚的中心，是

个体生命“成人”的平台，伴随着人类的个体成长与群体进化实现着自身的发展。 
但是，这个从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客观上要求城市获取更多“有序”、释放更

多“无序”。毕竟，城市的发展意味着将这个自组织系统演化为一种距离平衡态更远的稳定结

构，客观上要求城市获得更多的“负熵”流。如果能量是世界上唯一的负熵源，那么随着城市

的复杂化、全球化，人类终将面临能源枯竭问题。正如曾经的“热寂说”所展示的。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历史并停留在克劳修斯的时代，普利戈津提出了耗散结构，香农

则用确定性定义了信息。人类在用自己的智慧推进着对世界的认识。根据香农的理解，“信息

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而在现代科学中，确定性与有序性是共通的，不确定性与

无序性是共通的：确定意味着静止，暗示着有序；不确定意味着运动，体现着无序。因而，

确定是无序的对立面，是熵的对立面；信息是确定的产物，也是熵的对立面。事实上，信息

本身就是“有序”的产物，无论是信息的基础（符号）、信息的内容、信息的传递、信息的诠

释，都与有序交织在一起。比如，当我们提及“石头”，这个词本身是前人对这一类事物抽象

的产物，这个词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分子排列组合和排列规则，这个词的表达过程使用着不同

规则的媒介，而这个词的理解过程基于特定的知识文化框架和规则之中。由是，信息是消除“熵”
的又一基础。 

不过，有了信息仍不意味着找到了负熵源，信息仅仅为负熵的生产提供了原材料。因为，

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系统中会起到不同的效果——我们不能期望花草知晓疼痛，也不能幻想

山石体会快乐，感觉是生命系统特有的能力；我们不能期望鸟兽诵读诗书，也不能幻想鱼虫

研修经文，第二信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进化。即便同在人类社会，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信息也

有着各异的理解，知识、性格、经历、背景等都会对信息的解读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便同一

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心绪、情境中也会对相同的信息作出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信息虽是

确定性的产物，但信息本身不能实现有序。将信息真正转化为有序的，只能是人类的智慧。

人是自然界进化的最高级形态，人的高级性就体现在人的智慧中。在智慧一词中，智是有理

性，会权衡；慧是有灵性，会选择。二者合一就是能在理性权衡基础上进行灵性的选择。智

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我存续和自我发展的方式。有了智慧，人类

就能理解信息，就能使用信息，并把信息转化为创造有序的材料。比如，我国《周易》的《贲

卦•彖传》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这是对我国古人在体会

自然信息基础上领悟社会秩序方面的最好证明。更重要的是，有了智慧，人类不仅能在信息

的基础上创造有序，还能将创造出的有序再次封存并生成新的信息。从信息角度上讲，人类

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创造信息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人类将其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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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总结成信息，再整理成社会化的知识化供他人使用，从而实现了信息的积累式增长。

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令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在 Web2.0 理念及技术的推动下，全社会构建起更加通畅、更加完善的信息流通网

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信息网络的节点，每个人都为社会贡献大量有益

的信息。 
智慧是人类真正的负熵源 [3]。只是，受到自然生命的限制，个人利用信息、创造信息的

能力远远不足。正因此，智慧的人类在进化中选择了通过智慧的集聚——集智，实现信息能

力的拓展。城市是各个时代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既是人类集智的产物，又是人类集智的平

台，最有利于人类在智慧的基础上利用信息并创造信息。在城市的平台上，人类能够更好的

用智慧激活信息，迸发新的能量，提供新的负熵源。而且，在智慧的基础上使用信息并不必

然向外界释放熵。理想的城市系统中，在用智慧激活信息提供有序的同时，人类能够用智慧

激活信息并创造更多的信息供后续使用。这样，集智就成为了城市化解矛盾、完善功能、实

现进化的方式，也为城市提供了一种能够满足系统持续发展的内在的负熵源。 

6.集智：现代城市的核心缺失 

如果集智为城市提供了最好的负熵源，那么，现代城市作为现代社会集智的标识与集智

的最高形态，为何还会面临着高发的城市问题和难解的城市困境？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现

代城市困境的核心正是集智的缺失。一方面，城市个体拥有的知识越来越零碎，对世界的认

识越来越不完整，有限的实践活动也无助于形成“整体智慧”；另一方面，城市整体的组成越

来越多，构成越来越复杂，现有的调节机制严重缺乏“整体智慧”。在现代城市中，“有局部、

无整体；有分析、无选择”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了各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令城市陷入困境。

而这背后的根源，正是现代城市深层次的集智缺失。 

6.1  个体层面的集智缺失 

近代以来，在经济社会的影响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拥有的信息、知识成几何级

数增长，ICT 技术的突破更是带来信息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在此基础上，

个人学习的知识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某专业领域甚至掌握大量精深的知识。然而，在社会

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全社会形成了日益精深、严密的分工体系和知识体系，个人不可避免的

成为这个广博、精妙知识网络的节点，在社会总体知识面前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匮乏。这种匮

乏，表现在量与质的两方面。一是相对于呈爆炸性增长态势的整体知识而言，个人掌握知识

的绝对量相对匮乏；二是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世界万物及其相互联系，个人懂得的知识领域相

对匮乏。这种匮乏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无知”。 
知识匮乏的状况在专业化的学习与实践过程中，不但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因实践的

局限恶化了人们的认知状况。人们进入了专业化的循环：专业化的分工要求专业化的知识，

专业化的知识要求专业化的学习，专业化的学习形成专业化的技能，专业化的技能从事专业

化的分工。在这个表面合理的循环中，人们认知与实践都过于局限在世界的某一领域。与此

同时，生活所需的知识大都被封装在“普通”的产品与服务中，人们在享用它们的时候隔离了

与世界的联系。随着经验的不断变少，世界变得更加陌生，人们变得更加“无智”。 
知识与实践的专业化，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智识。过于精细的专业化，让世界在人们面前

变得零碎而无意义，甚至当人们试图用各种知识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万物的意义也不可得

了。缺乏了对内在价值的理解，人们在各自的专业中狭隘的审视着世界，把局部视为整体，

进而导致内心价值尺度的混乱。加之，现代社会的刺激、诱惑不断增加，将人们拖入选择的

困境，在这双重影响下，人们的选择变得随机且缺乏“灵性”，显得更加“无慧”。 
由是，这种“无知”“无智”“无慧”都导致现代城市个体拥有智慧更加困难，城市个体表现

出集智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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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整体层面的集智缺失 

工业文明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城市，契合了工业生产“集中”的精髓，完成了工业社会“分工”
的组织，在集智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然而，曾经集智的产物——“集中”与“分工”，
如今却成为集智的最大障碍，带来了城市发展的无序。越发复杂的人群让城市管理越来越复

杂，需要更多的智慧；越发复杂的人群价值选择越来越多元，需要更多的智慧。然而，在这

些问题上，城市在整体层面上表现出集智缺失。 
首先，现代城市的管理协调表现出“无智”。高度的集中提高了对现代城市管理协调、资

源配置的要求。一方面，现代城市资源需求越来越大，薄弱而有限的生态基础让城市协调“失
智”。越来越多的人口及其越来越复杂的需求，让现代城市的管理协调在有限的资源面前越发

表现的无所适从。核心城区更是如此，土地寸土寸金、饮水无法保证、空气日益污浊、废物

堆积如山，全面告罄的自然资源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存质量。曾经的

城市或可依赖周边生态系统的供给维持生存，但在城市全球化、全球城市化的当下，可供城

市拓展的外部环境已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城市要协调解决的是一种“无限”与“有限”
矛盾，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结构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协调方式已明显“失智”。
总体而言，城市系统内部有着“他组织”和“自组织”两种的协调方式。前者指城市系统在人类

有意识有目的的协调下实现“有序”，可类比为城市系统的“有形之手”；后者指城市系统在人

类群体竞争、协同中自发实现“有序”，可类比为城市系统的“无形之手”。然而，这两种协调

方式在日益复杂的现代城市里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形之手”强调管理，精确的管理需

要在掌握总体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计算统筹，意味着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信息运算、信息分

析能力，这在复杂的现代城市中难以实现；“无形之手”强调自发，良好的自发需要在个体理

性基础上按规则竞争并实现协同，意味着信息的充分、规则的完整，这在复杂的现代城市中

也难以实现。 
其次，现代城市的群体选择表现出“无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建立起“实验—理论

—科学—技术”的有机体系，人类社会进入循环加速的发展阶段。新科学、新技术一再把人类

的“智”推向新的高度，社会发生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变化。自然科学面对社会科学获得了

压倒性的胜利，机械世界观、线性因果律、解析还原论充斥了人们的大脑。现代化的城市范

式引导着人们将物质享乐、消费至上看作通向实现个人幸福的方式和证明人生价值的依据。

然而，富足和幸福间的关联远比人们想象中更弱。心境破碎的人们在过度消费、奢靡消费的

同时，除了向社会证明着自己的富足，还试图掩盖起精神世界的空虚和无着。“丰饶中的纵欲

无度”[4]掩藏的是狭隘的价值世界和贫乏的精神世界。“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

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

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的、精神的需要。”[5]缺乏对人类心境的维护，将享乐

式的消费主义作为社会价值观，带来的发展只能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它在创造物质富庶

的同时，走上了所谓“不发达的发展”的道路，恶化了现代人的精神贫困。 
“有一种贫困，它并不随着生理和物质贫困的减少而减少，而是随着物质和闲暇的增加而

增加。”[6]现代城市的一些生活方式不但没有实现人的持续发展，反而将人引向生存的危机。

尽管人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贪欲的恶果并对其进行有意识地控制。但是，工

业文明是扩张性的文明，工业文明的先进性正体现在刺激人类的欲望实现“破坏性”增长。工

业文明不但承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而且还刺激着、开发着人类物质欲望。在工业文明逻辑

的支配下，人类欲望一发不可收，人们也“失去内心世界本来的韵律，生命能源出现不畅快的

波动，变成破坏性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欲望和冲动的能源”[7]。在奥地利诺贝尔医学和生

理学奖获得者康拉德•洛伦茨看来，人类不断产生欲求又不断满足欲求的现象是“与自己赛跑”，
工业社会毁灭的根据就在于追求著靡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各种心理疾病和精神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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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集智：城市持续发展的希望 

人类总是向着更复杂的、更高级的方向发展，智慧的聚集会派生需求，与低层次需求相

关的智慧会派生出更复杂的低层次需求，与高层次需求相关的智慧会派生出更复杂的高层次

需求。在这个循环中，由于低层次的需求是物质的，需要耗费外在的生态资源；而高层次的

需求是精神的，可以凭借自身的智慧内生。因此，低层次智慧的复杂化是不可持续的，高层

次的是可持续的，低层次的智慧终将向高层次的智慧转化才能获得永生。由是，智慧为人类

更好的满足需求、不断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可能，高层次需求的满足、高层次智慧的追求成为

人类永恒的“魂牵梦萦”。 
城市，代表着每个时代的智慧中心，是人类社会集智的产物，发挥着集智的功能，为人

类社会搭建着集智的平台。“城”代表着一种高层次需求的聚集，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

这些都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其城市生命力在于高层次知识的聚集与传播；“市”则代表着经

济的交融与发达，这些需求的更多是物质的，其生命力在生产效率、产品创意的提升，这些

都是经济方面的知识的聚集与传播。城市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某一层次的“智慧”的“卓越”，
是周围区域智慧的中心。然而，在当今信息时代，社会进化的速度已然超过个体智慧增长的

速度，智慧缺失成为个人发展的最大障碍；城市发展的速度已然超过城市集智提高的速度，

集智缺失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这种现象的加剧，只能导致个人发展的进一步困难，只

能带来城市困境的进一步恶化。个人对此近乎束手无策，人类的希望就维系于未来的城市：

搭建更好的集智平台，形成更好的集智机制，发挥更好的集智功能；用集智摆脱城市困境，

用集智支持个人成功，用集智促进人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为实

现未来人类的解放铺平道路。由是，以城市为代表的未来人类聚居区应该责无旁贷的承担起

建立集智平台、提高个体智慧的责任。 
所幸的是，近年来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成就颇丰，发达的信息技术、感知技术、互联技术

正在为城市升级集智机制扫平技术障碍。相信凭借新的集智机制，未来城市能够成功摆脱困

境，在“泛在智慧”基础上更好的实现“泛在成人”，最终成就“集众之智，成人之美”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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