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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e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A Review o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来自另外一面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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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得益于作者成长的独特经历，《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

在过去与现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穿越。作者透过历史看问题，指出规划作

为增长机器的关键性角色源远流长，引自于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形

成了重形态弱管制的传统。书中对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规划如何重生进

行了精彩的论述，对在发展与环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张力中，规划事权

演变成三分而立这一中国怪相的分析入木三分。作者对现时中国“城市是

什么？”的拷问更是令人深思。作者指出，中国城市作为“增长机器”是

土地驱动型的，“规划收益”集中表现为土地收益。那么，如果规划是为增

长而规划，那它是为谁而规划？这是一个读后令人沉思的问题。另一方面，

本书作为对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演绎的探讨，对于在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进

程有显著影响的典型案例以及对于驱动中国过去增长的“外向带动”发展

模式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Abstract: Thanks to the author’s unique experience,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brings a sense of cross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West and China. With a historic perspectiv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planning i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growth 
machine, imported from the West, planning practices in China has a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form. The book has a wonderful discussion 
on how urban planning to be reborn after China’s reform, analysed of 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 powers under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question raised by the author 
that, what is the current Chinese cities is thought-provoking. The author notes 
that Chinese cities are the land-driven“growth machines” , the profit from the 
land sale is the “planning gain” in China. Therefore, if the planning is for growth, 
then the question is: planning for whom? As the book i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planning, it will be better that, if the book has a 
fully discussion on those cases wh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urban 
planning transforming process, and if the book has more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export-oriented” model of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 planning 
evolution.

关键词：  书评；城市规划演变；中国城市；增长机器；规划收益

Keywords:  Book	Review;	Urban	Planning	Evolution;	Chinese	City; 
Growth	Machine;	Planning	Gain

记得 2013 年秋在青岛城市规划年会上见到吴缚

龙教授的时候，他说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城市规划的

书，当时笔者听后感到好奇的是 ：一个对中国十分了

解却在英国成就事业的人，对中国规划的当下是怎么看

的？没想到两年多后，吴教授的这本由劳特里奇出版社

（Routledge）出版，题为《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

与区域规划》（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的大作拿在了手上。展开阅读后，英

伦歌手阿黛尔（Adele）的一句歌词“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竟自然而然地浮现于脑中。没错，这是一本从“另

外的一面”来审视中国城市规划的书。

这些年，中国规划界谈论城市转型已久，“新型城

镇化”已写入国家政策 ；相应的，“城市规划的转型与

变革”也成为多届规划年会的主题。然而，改革开放后

中国城市规划的“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究

的问题。

吴缚龙教授的回答简明、清晰却又高度概括 ：“为增

长而规划！”

阅读《为增长而规划》，第一个感受是它给我带来的

穿越感。

从小到大，我们的所闻、所见，在意识中形成了中

国这一特定的时空概念，这个概念的特征是在时间轴上

只有“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间段，两者之间是

一堵墙分开，墙前是“旧”，墙后是“新”；在空间上则

只有“国内”和“国外”两个空间范围，两者之间是另

外一堵墙分隔，墙内是“我”，墙外是“他”。解放后出

生的我们，便是生活在、思想在这两堵墙所围成的“解

放后 + 国内”的“中国时空”里。时至改革开放已 30
多年的今日，我们已走过看过许许多多的外面世界。但

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中熏陶得如此之久，以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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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堵墙已深植于我们的意识中，无意识地形成了把中国这

个“现在”与“墙前”和“墙外”断裂开来的思维方式。

然而，事物却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存在于我们思维深处的

“无意识断裂”，对于我们要认清中国这个“现在”，显然

会出现思维盲点。

得益于生长在国内，却在国外完成专业教育和深耕的独

特经历，显然“两堵墙”在作者身上不存在。因此，在辨析

中国城市规划的起源时，作者自由地穿梭于“墙前”和“墙

后”的时间轴，从人物、内容的关联性去发掘事物在“49
年后”与“49 年前”的关联性；而在审视改革开放前 30 年

的中国城市规划时，则又穿越空间的限制，从东欧的“社会

主义规划”特征来透视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的“苏联式规划”；

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规划，作者则通过与全球化之下

英国城市规划的变迁对比，在分析中甄别出当下中国城市规

划的特征。作者这种在时空中穿梭的思辨，让人读起来思绪

飞翔，淋漓痛快。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身在其境的中国规划

师来说，这种来自另外一面的视角，让我们对许多“熟视无

睹”的景象有了新的发现。

在前言里，作者指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回答这样一

个问题 ：“为什么在英国，主流论调是要精简规划以推动经

济的增长；而在中国，市长们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这确实

是个十分有趣而深刻的问题。在西方，“去管制化”下的市

场化见证了城市规划管制的退缩 ；但在中国，改革推动下

的市场经济发展，却伴随着城市规划从恢复到高度繁荣的复

兴过程。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情况如此特殊？我们身在中

国的规划师会脱口而出：“因为领导重视！”那为什么领导

会重视规划呢？因为增长是政府的第一要务 ! 而中国政府之

所以如此重视增长，是因为执政党需要通过增长来获得合法

性——这是你在西方读物上常可看到的逻辑。然而，作者却

看到更多，他写道 ：

“当前，规划作为增长机器中的关键角色的状况，是与它

长久以来的持续性特性相关的，（在中国）增长是作为国家走

向现代化和富强的关键之路。”

这种透过历史看问题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确实，“发

展”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发明的词，在我们还是孩童时，“多

干快上”等词就已耳熟能详。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增长”

这个词，已写入到民族的血液里。

既然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其持续性的特性，那它是什

么呢？

书的开始从中国城市规划的起源入手。中国的城市规划

有自身的传统，也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两者对现代中国城市

规划的形成各自起到什么作用呢？吴缚龙教授展开了精彩的

论述：

“在传统的中国城市，营城法则只为城市的建造提供一个

框架，实际的建设，除了宫殿和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外，市民

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城市中并没有专门的部门来供给基

础设施。”

这样的城市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可以想象，当

然也不会有专门的规划设计职业的需求。然而，清末欧洲殖

民者在中国建立的租界，却不但提供“铺设好的街道，供水、

供电和警察服务”，还对“土地用途和建设标准进行控制”。

于是，对规划专业服务产生了需求。现代城市规划就是这样

进入了中国。“在那个时期，”作者写道，“作为现代意义的

城市规划在中国出现了，它不仅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工程

设计，还通过土地区划、建筑准则来控制土地的使用方式和

建设形式。”

作者的阐述在笔者脑中勾画出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座城

市分两片区，一片是在大框架下的“自我建设、自我管理”

片区；而另一片是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警察等公共服务的片

区，哪一个片区会是更有质量更有发展能力的城区呢？无疑，

后者是更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可以想象，100 多年前的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正是依托西方租界的“建设质量”所呈

现的科学性而在中国扩散的。

然而，租界与传统城区在建设质量上的差距，更深层

的是两者在城市制度上的差异。传统的中国城市以地方行政

管理为主要功能，并没有专门的机制和机构应对城市发展建

设问题 ；而西方的“市”是以专门的市政建设和服务管理制

度——以市政厅和市议会为代表的“市政制度”的设立为标

志。中国城市的市政制度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建立，如广州

“市政府”成立于 1921 年，在之前是不存在所谓的“广州

市”的。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是西方城市市政制度的

关联产物，那么，在晚清时期，现代城市规划在缺乏城市市

政制度的中国的传播，其功能就发生了变异。作者写道：

“引自于西方的城市规划（在中国的）实践形成了以侧重

于空间结构和形态的工程设计和建筑设计为主的传统，因为空

间形态的引进比政治和机构设置、规划管治的引进更易。”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初始阶段就有“强形态

弱管制”的特点，它与真正意义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如英

国的规划是以土地开发权的国有化为主要特征，是有极大区

别的。在 100 多年前“洋为中用”的语境下，侧重点在于学

习西方城市规划技术上的科学性。这种侧重于物质形态的倾

向，在解放后受苏联规划的影响彻底地走向制度化，因为苏

联模式下，或者说是计划经济下的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

的继续和具体化，也就是计划的物质化。苏联模式下的“社

会主义宏大规划”由于脱离中国的实际而致使城市规划在中

国一度被否决取消，然而，颇具讽刺性的是，这段历史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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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中国城市规划留下了特定的遗产，作者认为这些遗产

包括城市规划不具有资源分配的功能，它仅是国民经济计划

的物质化 ；其次是城市规划管理的范围不是涵盖整个境域，

而是仅限于城区。

作者对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前两段城市规划的历史回顾分

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变做了充分的铺垫。在

书本的主要部分，作者阐述了改革开放后，在土地制度改革、

分税制和地方 GDP 考核三方面的推动下，中国城市如何从

计划经济时期的“难以为继”转变成为了“增长机器”。而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通过将自身转化为“地方营销的工

具”，成功地在风起云涌的城市竞争中从“灰烬”中重生为

“凤凰”。概念规划、规划的市场化和土地财政等热点现象，

成为了作者评析的“靶的”。作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规

划的分析中，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作者对规划“三权分立”的分析。作者认为，改

革开放后城市规划的重生，既把中国规划师拥为了市长的

座上宾，为城市规划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同时，却由于其

重发展轻管控的特点而成为事实上的功能残缺，在日益尖

锐的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下和日益紧绷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张力中，终于衍生出了相互制衡的部门间“规划三权分立”

这一中国之独有怪相 ：城市规划彰显地方发展的欲望，而

发改和土地的规划则是展现中央通过对地方的控制而重建

空间秩序的构想。于是，城市规划师在享受座上宾荣耀的

同时，又不得不为规划事权四分五裂的现实深感沮丧。然而，

这种特有的规划事权三分而立的相互制衡机制，却又为这

个市场化了的规划市场创造出了新的需求，于是，各种新

区规划、生态城规划、区域规划层出不穷。这一图景充分

体现了目前城市规划的两面性 ：面向市场的地方营销和面

对上级管控的地方诉求。因为本质上这些新城、新区、生

态城是城市开发的巨型工程，其规划既是地方用于吸引新

兴中产阶级消费的手段，更是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转化

为地方发展的正当性工具。

这是一幅怎样的令人唏嘘汗颜的图景！是扭曲？是

泡沫？

第二是作者对现时的中国“城市是什么？”的拷问。作

者认为，卡斯特已指出在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城市的主要功

能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消费。城市是组织集体消费的基本

单元。因此，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属于政治议题——也就是

“规划收益”（planning gain）的分配是个政治决策的过程。

英国的规划制度以土地开发权的国有化为基础，通过程序设

置，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使得开发行为的“规划收益”分配

到不同层面，也包括社区。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服

务于国家工业化的目的，“先生产后生活”。“单位”是生产

组织和福利供给的基本单元，城市是“单位”的承载体。城

市空间资源由计划部门向“单位”“划拨”，基础设施由“国

家”供给却缺乏投入机制，城市陷入不可为继之中。改革开

放后，在土地有偿使用、分税制和 GDP 考核等机制的作用下，

城市成为了“增长机器”。但城市作为“增长机器”是土地

驱动型的，开发行为的“规划收益”集中表现为土地出让的

收益。但土地收益是由市政府集中使用的，这使得开发的“规

划收益”出现集中化，与社区利益相脱离，也与其他不在政

府优先序列上者的利益相脱离。在这种逻辑下，城市成为了

政治家和地产商增值的工具。如果说中国的规划是为增长而

规划，那么，它是“为谁而规划？”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

值得一问的问题。

确实，当前全国轰轰烈烈的“三规合一”规划，分明是

“管”出来的规划；在城市存量更新中，更新项目只对“市”

负责，与社区的脱节影响更新项目对发生地的带动作用。这

些现象令笔者不禁在想，当“地方”与“全球”、“经济”与

“环境”、“场所”与“消费”等等因素越来越“一体化”作

用时，在“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事权分裂和空间开发利

益分配决策机制的缺陷等因素的影响下，城市规划能够把“场

所营造”这个基本的功能完成好吗？未来变革之路在何方？

书的结尾，吴缚龙教授抛出的问题比答案要多。

正如前面提到，这本书就像是来自“世界另外一面的

问候”，书中对案例的分析、事件的评述，无不显露出作者

“另外”的特别视野。但是，这种“外”的独特之处，却

在于它曾经“内”过才能有。书中大量的公开和非公开的

信息来源，只有像作者这样与国内规划圈有着密切来往的

人才可获得。从这点来说，这样一本有关中国规划的英文书，

也只有吴缚龙教授这样的背景才能完成。《为增长而规划》

自身的逻辑十分强，观点鲜明，读来令人颇受启发，读完

更是沉思不已。

然而，作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这段历史的从业者，阅后

笔者觉得该书也存在着遗憾。

首先，作为探讨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演绎”的理论书，

缺少了对深圳、浦东等对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进程有显著

影响的典型案例的讨论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果说中国的

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在这个过程中典型的示范

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笔者的感觉是，改革开放后有三个地方：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对中国城市的发

展进程和城市规划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城市规划能够从

过去的被取消反转为座上宾，以及近年来各种以争取政策

为目的的规划之“繁荣”景象，都是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

区两者的成功密切相关。这似乎有点像百年前口岸城市的

（下转 9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