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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挖掘、记录、再现和重构过去。对中国规划史研究

而言，达成其中任何一项目标都不轻松。历史信息的挖掘已然非常困难，因

果关系的建立则始终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难点，更不用说依据获取的信息碎片

所呈现出的事件去建立跨越时空的因果链，探寻时间、波动与变化之间的关

系。这一难题在国际和国内的规划史和理论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中国规划史

研究大多着眼于挖掘和记录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人物的事迹，或者总结梳理某

个城市的规划历程。对规划发展的宏大叙事多采用“国家建构—专业发展”

视角。研究者立足于国家宏观发展历史 [1] 以及规划领域自身发展的重大事件

进行“历史分期”，归纳演绎不同历史时期的专业特征；有些研究受到科学

史范式演进理论的影响 [2-3]。总体而言多数规划史研究仍然属于描述性研究

范畴。

在史学领域，理论框架不一定是必需品。历史本身是人类建构和重组知

识的一种基础手段——“史学是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学科，以便对社会现象进

行最全面的理解”[4]。因此，历史研究应当建立在论点和论据之间结果开放、

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基础上，以此分析特殊的历史情境和事件，避免被理论

约束。传统史学将史实的确证作为最重要的任务，相信通过史实的积累可以

还原一个真实的故事，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新的事实。遗憾的是，在中

国开展规划史研究，除史论的薄弱之外，还存在史料的匮乏和偏颇问题。近

代规划史料集中于租界城市或者殖民地城市；大多数中央和地方的当代城建

规划档案倾向于谨慎解释国家保密政策，即使达到 30 年和 50 年门槛，对外

开放还是有限，例如广州国家档案馆 1950 年代的城建类档案仍处于保密状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的档案仅供内部使用。以笔者的经验而

言，只有上海、北京和浙江等少数地方档案管理对研究人员相对开放。另一

方面，国家的、宣传的和技术成果类档案可获得性远远高于地方的、民间的

和过程类档案；与官方资料相对应，媒体报导、回忆录等民间材料多聚焦于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城市，更容易获得的是所谓“王侯将相、才子佳人”

史。要重现规划与建成环境的互动，书写社会历史，发掘来自“沉默的大多

数”的声音和“未建成的空间”十分困难，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个体的收藏和

回忆，史料的发现有着极大偶然性——这给需要如期毕业的研究生选择这一

领域的题目造成了额外的风险。规划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匮乏，即使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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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往往是分散的、片段的和片面的，易导致历史再现的失真，

有的研究者不加辨识地接受有限的材料内容，没有意识到这

其中隐含的偏见和主观性。由于难以通过广泛的史料挖掘还

原历史叙事，很多规划研究喜欢选择以论代史的“捷径”，

事实不详而结论和认识就层出不穷的论文并不鲜见。材料和

事实的苍白，叙事的单薄，洞见的匮乏，使得中国规划史领

域的研究虽然逐渐增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仍寥寥，历史研

究对当下发展缺乏深刻的介入，规划史研究存在着学术小圈

子内自我循环的危险。

1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与制度

社会科学善于归纳出共时性的，或者说在受控的时间

框架之内的理论架构。史学从中颇受启发，历史研究的社会

学倾向在近些年渐成气候 [5] ；与此相对应，社会科学也开始

将时间作为要素纳入研究考量，如经济史学和政治史学。国

内学者耳熟能详的诺斯（Douglass C. North）是新经济史的

开拓者，他利用产权理论解释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将制度作为一种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6]。这一系列理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期以制度经济

学标签被引入，2000 年以来被应用于规划研究 [7-9]。国内也有

许多学者借用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和交易成本概念对规划的工

具性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建议——依据该系列理论，明晰的

产权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可以促进资源分配的效益

最大化，而规划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激

励土地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 [10-14]。不过，以上文章多依据以

诺斯为代表的产权制度理论提出规划“应该怎么做”，而没

有以此来解释中国的规划制度变迁，或者质疑这种理论的适

用性。比如说，中国规划制度在土地产权从模糊到逐渐清晰

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推动了中国规划制度的

变革？谁是改革的动议者？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中国规划

与国家—社会—市场的结构性关系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规划师等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针对以上疑问，本文通过引介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和

概念，主要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的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有

限理性等，以求对扩张中国规划史的研究视野有所启发。

1.1  历史比较分析
在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政治学者通过比较国家

间政策差异的产生，来探索既定的制度与时间之间的互动关

系；换句话说，为什么各个国家在面临相似的压力和挑战的

情况下，会制定出差异极大的公共政策？这种对历史的比较

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路径被政治学家广泛应

用，基于深入的实证研究，关注过程和时序，关注宏大尺度

下复杂的政策成因，从“机制”（mechanism）角度解释历史

政治进程。1978 年，凯茨斯坦（Katzenstein）[15] 提出，发达

工业国家美、英、法、日等国在经历了同样的石油危机之后，

国家和社会之所以会走向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源于国家和

社会政策网络的结构性差异。彼得·豪尔（现任教于哈佛大

学政府系）在他 1986 年的著作《管治经济》（Governing the 
Economy）[16] 中，提出英法两国之所以在战后的国家干预政

策发展上产生差异（即英国逐渐转向凯恩斯主义，而法国实

行了国家计划引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原因在于早期两

国工业革命开展方式以及时间的差异：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

先发地，其经济增长通过小工厂—小银行式的民间经济逐渐

增长实现，国家在最初的介入比较少；而法国工业革命的时

候，大工厂和大银行已经出现，因此法国比较容易地走上了

通过国家计划来控制和干预经济的道路。1992 年，伊默古特

（Immergut）[17] 通过比较法国、瑞典和瑞士的医疗政策，发

现政治制度中存在“否决点”，即一套制度之中的脆弱之处；

并提出，一旦反对力量发现这一否决点在制度体系中的位置，

就可以轻易阻挠政策的革新；而制度所塑造的权力平衡关系

的变化，可以使得否决点在某处出现、消失或者改变位置。

这些从跨国的历史比较、制度先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行

为者的逻辑特征等方面去寻找差异来源的因果模型，被逐渐

称为历史制度主义学派。

1.2  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不但强调前一个阶段政策选择对后一个

阶段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即先后次序的影响；而且借鉴

并且发展了诺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提出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 [18]，指出制度具有自我增强倾向，即国家

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沿着同一条路深入下去的可能

性会增大——即使表面上看来其现实效率已然低下，但基于

规模报酬递增原理，加之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

和退出成本增加的作用，制度保留现状更为经济，制度改变

会越来越困难，被迫锁定在既定道路之上。对比经济领域，

政治家政治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常常短视，主导长时段

政治进程和行为的能力相对有限，从而使得政治制度的改变

更为困难。因为存在未来不可知的竞争，出于自我保护和限

制竞争对手的目的，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会自然设置对未来

制度改变的障碍。例如 2012 年的热门政治学著作《为什么

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19] 试图证明，早期人为的

政治和经济制度选择对后来的国家—社会经济成功（或不成

功）至关重要，实际政治决策过程在经济制度推行中具有决

定性影响，以拉美国家为例，既得利益者会对更加包容性的

新制度天然抵触、百般阻挠——只是历史上偶然的契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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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既得利益者和新经济理论的博弈均衡，迫使既得利益者作

出妥协。

如上可知，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

但并不因此而得出制度发展的“宿命论”。制度变迁被视为

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制度与

环境保持着某种平衡；当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

就会进入制度的断裂时期，新制度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新

的社会经济背景发展使得原本不那么重要的制度突然变得重

要，出现了新的行动者、新观念，制度本身的内在冲突溢出

制度之外等等 [20]。

1.3  理性选择和有限理性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解政治过程中各行

为人尤其是决策者的行为逻辑变得非常重要。1980 年代始，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

道 [21]。该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主体，在选择时存在逻辑

一致的偏好，个人会根据偏好来形成决策、作出行动（即个

体偏好决定目标设定），如有的人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或效

用最大化，有些人追求风险最小化。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制

度作为具有高度理性的社会角色的产物，其目的是作为一种

工具协调集体行动，促成合作，将社会福利最大化。

有过从业经验的规划师都知道，我国的城乡规划方案或

者技术手段的选择通常基于有限的个体经验，寻找那些身边

现成的、已知的、醒目的样板；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受从众

心理的影响，存在赶时髦、蹭热点的行为，而非经过理想的

“多方案优选”的过程。不完全理性的存在显而易见。新制

度主义认可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制度的概念被扩大为更为宽

泛的、文化的、规范性的框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社会

“结构”），这些广义的“制度”不但影响个体行为，而且塑

造着个人对现实情境的理解和认知。因为人具有天然的认知

局限，所以理解社会规范、传统、合法性等多方面的影响有

助于更好地认识在制度规范下的个人行动及其背后逻辑。这

些广义“制度”的存在使得人在决策时往往是求助于那些既

定的、习惯的法则，而不是单纯地就手中掌握的信息作出理

性判断。因为这种认知心理学上的特征，决策者被认为是有

限理性的。在这样的有限理性前提下，现代制度和组织的建

立通常都是适应既有的规范和为已然开展的工作正名的，即

“制度的同构主义”（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制度安排

的合法性首先在于符合更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提高效率 [22]。

这种新制度主义立场有时也被称为“社会学制度主

义”，它关注制度框架（或者说社会结构）对人们认知的影

响，并且指出表面的规则变化相对容易，而其背后的认知演

进则往往严重滞后。杨大利 [23] 从社会认知和制度变迁的角

度，将 1970 年代中后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与大

跃进和因此造成的严重国民经济困难联系起来。这一教训改

变了自上而下的对集体化农业的信仰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

式，但这种认知和行为模式的转变，以及不同认知和行为之

间的博弈，在漫长的 20 年后才于制度上反映出来。另一方

面，强调制度行动者的主观作用为研究政策学习带来了新视

角，如霍辛格等（Holzinger et al.）指出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

在 1970—2000 年间有很大程度的趋同，除了地理的接近，

还与组织间合作和跨国理念传递有关 [24] ；如果两个国家的

经济交往密切，那么政策上就会因为相互学习和模仿而变得 

趋同 [25-26]。

帕齐·希利（Patsy Healey）在西方规划理论界较早运

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框架去理解和规范城市规划的运作架构

和其中的权力关系，提出城市规划可以成为一个将新的规

范和概念制度化的理想平台，从而合作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不仅仅是建立共识，而且可以塑造新的地方文化，

创立新的公共领域 [27]。

2  对中国规划的思考 ：结构、时序和行动者

在社会科学领域涌现的新制度主义思潮和一系列理论模

型，本文难以一一赘述。笔者就既有的理解和阅读，摘取了

一部分对中国规划史研究可资借鉴的内容。规划史将规划置

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其中时间是重要的变量。如前所述，

在既往的中国规划史研究中，时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不同历

史时期的标记、背景，而没有成为影响事件变化的直接因素；

此外，源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规划理念、技术、成果的讨

论多于对规划制度变迁、对主要行为人的行动逻辑分析。规

划不是跨越国界的纯“客观”的科学技术，其本身可以被视

为一种制度，它的发展受到国家制度、社会结构的约束，受

到本国规划行业历史发展路径特征及其主要行动者视野和能

力的影响。因此，如下几个问题或许会为将来的研究带来新

的启发。

2.1  规划制度的发展时序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前一个阶段的政策选择对后一个阶段

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规划制度具有强

烈的启发。例如吴缚龙在《为了增长的规划》中暗示，中国

的城乡规划从遵循计划经济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到配合市场

的开放和体制改革，以规划为工具吸引市场投资，转型顺理

成章，其背后的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地方编制

终极目标的空间想象吸引资源调配（差别在于这些资源从自

上而下转向自外而内），与土地使用者共同协商作出用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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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发展，合作性高于约束性（collaborative vs regulative）——

这些特征与西方的“城市增长联盟”是具有差异的 [28-29]。美

格·瑞思迈（Meg Rithmire）对同是东北老工业城市的大连和

哈尔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由于改革开放次序的先后，两

个最初相似的城市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土地控制模式。

更早被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的大连是一种“土地权整合”，走

向全球化的策略带来以开发区和新区为主的扩张性土地开发

模式，新经济活动与旧经济体在空间上相互隔离，地方政府

成为使用、占有和分配土地的强有力的仲裁者，城市发展因

而带有更强的自上而下规划控制的痕迹。哈尔滨则偏向于“土

地权细分”，改革在资源匮乏和维护稳定的氛围中启动，为了

促使企业配合国企改革和城市规划，地方政府将经济和土地

控制权下放给企业，从而形成更加多元的土地权益群体；政

府一旦进行土地细分，在土地产权尚且模糊的制度环境下，

很难重申控制权，其城市景观相较大连呈现出更为杂糅的情

形 [30]。侯丽和孙睿在比较深圳和上海的规划决策制度的发展

演进时也发现：不同的规划传统，城市所面临的不同发展问题，

两个市政府的行政等级差异，规划管理部门和市场，以及在

改革开放初期的角力经验形成的不同认知和行为模式，影响

了两地在后期规划管理制度上的改革行动和地方规委会制度

在详细规划决策上的不同影响力 [31]。

2.2  行动者如何作出选择？
在对中国规划行为进行分析时，通常包含两种逻辑：专

业逻辑和社会逻辑。对于前者，未来的规划史研究需要更加

深入地了解和分析研究对象的专业认知能力和行为规范，包

括其专业背景、经历、所掌握信息、判断依据等，这需要更

为全面的史料挖掘；而研究者也需要对规划专业本身的发展

有着更为全面和宏观的知识，从而对该认知在专业体系中的

位置作出合理的判断，避免被手头的资料带入过于主观的

语境。

对于后者，目前较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模型，如西方城市

政治学中的政体理论、企业家（经营）主义模型，被用于解

释地方政府及其规划行为的逻辑 [32-33]。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开

发商、业主和规划部门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其中的诸多特

征。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增长是中国地

方政府所追求的、但不是唯一的目标；经济至上的说法过于

狭隘；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志、传达地方民意，在中央—

地方关系当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34]。由此延伸，追求（土

地）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地方政府在规划上的决

策模式。并且，借用交易成本理论，产权所有者的理性是利

益最大化，而其代理人则显著倾向于挑战最小化。例如：在

分析各地控规管理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规委会作用时，侯丽和

孙睿发现，尽管建立这一新机制的动议是出于学习香港分离

决策和执行，提高行政效率，其被地方规划部门积极采纳则

很大程度是为了降低决策风险，排除外部干扰 [31]。孙睿在比

较美国区划法和中国控规时指出，土地产权制度的差异，也

就是说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公有的产权代理人抑或作为私有化

土地的公共干预者的角色差异，决定了中美对土地出让后规

划调整的明显态度差异（相对宽松的美国和严格的中国）[35]。

总而言之，在分析规划行为者的行动逻辑上，需要更为多元

的视角，包括理性的和有限理性的多种假设。

可能也会有所贡献但极少在学术研究中被讨论的是，尽

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划界不断引介和讨论规划的政治属

性和社会属性，大多数中国规划师，包括在政府中工作的规

划师的自我内心定位仍然是技术专家的角色，他们也会基于

（并借力于）这一角色参与政治博弈和社会服务。这种专业

逻辑和社会逻辑交叠，对规划师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的教育传统、专业认知方式以及基于市政技术工具的职

业特性如何反映在制度变迁上？等等。

3  结语 ：研究历史的关键节点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资源充

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规划相对于开发行为而言，

因借助政府力量而居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规划职能管理部门、

规划机构、规划院校总体面临的是行业和市场的规模扩大、

机会增加、投资增长。即使有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成本和教

训都不具备颠覆性，甚至建成环境的反馈仍然可能基本上是

正面的，带来规划强大的幻象。以控规为例，尽管规划界对

其不断反思，但无论是现代主义影响造成的城市空间乏味和

空旷，还是确定容积率的随机武断，抑或用地分类的僵化，

在此指导下的城市开发仍能应对实施（当然不乏调整），且

取得了惊人的成效。要试图建立建成环境与规划之间的因果

关系，制度的视角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提出的这一类研究问题还有：导向当下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改革，其关键节点发生于何时？特定时刻、特定地

区影响体系的形成和演进的变量集合，是怎样互动的？我们

能否用制度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政治家的自我保护，解释

以往多规并存的改革失败？

要总结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探寻规划在国家政治、社会、

经济制度中的位置及其结构性关系演变，不仅要关注既定的

制度结构和有关规范对规划的约束，而且应将规划行业及其

主要行动者看作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个体。行业和学科发展

的过程与制度约束、观念变迁、文化模式的影响存在着丰富

的互动关系。我们期待引入新制度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工具，

并涌现出更多关注规划体系演进的研究而有所收获。



54  2020 Vol.35, No.4

本期主题 

参考文献

[1] 汪德华 . 中国城市规划史纲 [M] 南京 : 东南大学出版社 , 2005.
[2] 张京祥 , 罗震东 . 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 [M]. 南京 : 东南大学出版社 , 

2013.
[3]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 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 [M]. 北京 : 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 , 2018.
[4] 杜赞奇 . 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 [M] // 黄宗智 , 编 , 中国研究的范式

问题讨论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5] 彼得·伯克 .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M].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2006.
[6] 诺斯 .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M]. 商务印书馆 , 1981.
[7] HSING Y.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 赵燕菁 .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 [J]. 城市规划 , 2005(7): 17-27.
[9] TEITZ M B. Planning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 // VERMA N, ed. 

Institutions and planning. Elsevier, 2007.
[10] 桑劲 . 西方城市规划中的交易成本与产权治理研究综述 [J]. 城市规划

学刊 , 2011(11): 98-104.
[11] 朱介鸣 . 模糊产权下的中国城市发展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01(6): 22-25.
[12] 田莉 .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困惑与出路：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

分析视角 [J]. 城市规划 , 2007(1): 16-20.
[13] 周建军 . 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 [D]. 同济大学 , 2008.
[14] 冯立 . 以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解读城市规划 [J]. 上海城市规划 , 

2009(6): 8-12.
[15] KATZENSTEIN P J.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16] HALL P A.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the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7] IMMERGUT E M. The rule of game: the logic of health policy-making 
in France, Switzerland and Sweden[M] // STEINMO S, THELEN K, 
LONGSTRETH F,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7-89.

[18]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DARON A, JAMES R.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M]. Crown Business, 2012.

[20] PIERSON P.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 251-267.

[21] MAHONEY J, KATHLEEN T.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 MAHONEY J, KATHLEEN A T.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3]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 HOLZINGER K, KNILL C, SOMMERER T.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vergenc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hormoniz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gulatory competi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8, 62(4): 553-587.

[25] CAO X. Global networks and domestic policy convergence: a network 
explanation of policy changes[J]. World politics, 2012, 64(3): 375-425.

[26] JENSEN N M, LINDSTADT R. Leaning right and learning from the left: 
diffusion of corporate tax policy across border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2, 45(3): 283-311.

[27] HEALEY P.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ve goals of 
planning[M]// VERMA N, ed. Institutions and planning. Elsevier, 2007: 61-90.

[28] WU 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M]. 
Routledge, 2015.

[29] WU F. Planning centrality, market instruments: governing Chinese urban 
transformation under state entrepreneurism[J]. Urban studies, 2018, 55(7): 
1383-1399.

[30] RITHMIRE M. Land bargains and Chinese capitalism: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 under reform[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1] 侯丽 , 孙睿 . 地方规划决策制度的创新与演进：以上海和深圳的规划

委员会制度为例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19(6): 87-93.
[32] 何丹 . 城市政体理论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启示 [J]. 城市规划 , 

2003(11): 13-18.
[33] 赵燕菁 . 城市规划职业的经济学思考 [J]. 城市发展研究 , 2013(2): 1-11.
[34] CHUNG J H. Centrifugal empir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35] 孙睿 . 产权与规制的关系及其对城市更新的影响：中国控规与美国区

划法的比较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 , 已录用 .

（本文编辑：秦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