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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人类居住模式正处于由农村生活向城市生

活转变的最后阶段，这种转变仍在持续加速。在 1 900
年之前，全球城市人口用了大约 5 000 年时间才达到

了总人口的 16.4%（Goldewijk, Beusen & Janssen, 2010: 

568）。然而，在那之后仅过了一个世纪，2007 年全球

的城市人口就已达到总人口的 50%（UNDESA, 2014）。
当前的预测表明，全球将在 21 世纪末基本完成城市

化进程，届时世界人口将处于或接近峰值水平，城市

人口将达到现在的两倍甚至三倍，占总人口的 80%～

90%。城市面积也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城市化的

最后几十年，全球新产生的城市空间会比过去 5 000 年

创造的城市空间总和更大。

毫不夸张地说，全球人口城市化进程是人类社会的

一次根本性变革，并且将在 21 世纪内基本完成。日本

等一部分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了城市化（即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 80%~90% 及以上），并且正在经历城市净人口

数量下降的过程。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预

计会在 21 世纪上半叶结束。因此，无论是从农村人口

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角度看，还是从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

增长的角度看，城市化都应被理解为一个可预见、有限

度的发展进程。面临着城市化的最后阶段，我们不得不

思考当前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及其根本特征。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运用制度主义方法对不同

地区、国家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间的产生进行比较研究。

笔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HI: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和 历 史 比 较 分 析 法（CH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能够为理解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有

力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着重关注制度在城市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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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制度在城市化治理过程中的时空演变。

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的决定论型（determinist）、目的论型

（teleological）或者历史决定论型（historicist）研究方法，而

是集合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的研究方式。而且，历史制度

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是一套较为完善的、尤其适合运用于

因果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城市

转型不仅涉及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及城市新空间和新基础设施

建设的过程，还涉及制度变迁和创新，以及与新建立的城市

产权制度相关的城市空间制度化的过程。第二，城市转型期

间所产生的决定往往在各个地方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这是

因为城市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复杂社会技术系

统，并且城市产权制度具有多重自我强化的特性以支持路径

依赖。第三，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城市转型和发现新的城市

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值得关注的是，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城市制度、城市边

界和建筑形式都是动态变化的。不断扩张的城市会碰到各种

各样的危机、机遇，还会面对一系列有关基础设施、主要政

策、投资等方面的决策。正如下文第 1 节和第 3 节所描述的，

这些面临决策的时间点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critical junctures）。尽管有些在关键节点选择的路径可能在

之后很轻易就被改变，但有些选择却会产生持久的制度路径

依赖，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改变它们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

本文认为在城市转型和城市增长过程中，作出重要决定的时

间点及其社会背景往往不断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也在不断被

建立。当下处于稳定或收缩阶段的城市地区仍然在不断变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土地开发投资的需求和盈利能力正在下降，

减少了城市转型的机会（和资金的来源）。因此，随着增长

放缓，解决过去城市化进程遗留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针对以上背景，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城市转型有两个层

面的变革：其一是重要制度的变革，其二是制度在空间上向

新地区的传播。这种制度变革的双重特征对理解城市转型的

过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城市转型推动了制度变革的进程。城市转型过

程中通常会出现城市空间治理的根本“游戏规则”的重大修

订，这些规则例如用于管理城市空间的法律框架、监管体系、

基础设施体系以及治理和执行机制等。这不仅涉及国家政府

（或联邦系统中的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对包含产权制度和规

划制度在内的法律框架进行修订，而且涉及建立新的或更高

层级的地方政府，以支持金融、管理和税收系统，以及管理

和供应基础设施（交通、水、废物处理和能源系统）、公共

服务和监督管理的系统，进而确保符合城市发展的有关条例

和计划。因此，城市转型应该被理解为重塑现有社会、政治

和经济制度的强有力的变革过程。

其次，城市转型也是一个空间制度化的过程。其特征是

在土地开发和整合过程中，城市制度在原本非城市空间上的

延伸。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进程涉及大量的重大变革，

如土地利用的总体模式、包括街道和公园在内的公共空间系

统、交通系统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及其管理、财政，以及维

护系统，都需要进行变革。推动这些变革往往难度大，代价

高昂。而土地作为财产、生活空间、经济空间以及场所，是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城市化是一个促进地方制度微观化的

过程。它用新的制度取代原有的产权、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

制度，以细分的、密集的新制度重构了空间和居民的日常生

活（Sorensen, 2016）。 

这两个过程——制度的转变和新城市空间的产生、制度

化——往往在不同的管辖区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区域条件、事件的发生时机、顺序和速度的不同而产

生的（如下文第 2 节所述）。在这些过程中，城市产权制度

（urban property systems）是由一系列城市机构、公共和私人

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和私人财产相关的制度组成的（Sorensen, 

2018b）。这两个制度化过程，城市治理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

在非城市向城市转换的新空间中的应用是由社会主导的，受

到社会各行动者的干预，同时也是一个是充满权力博弈的过

程（Blomley, 1998; Pred, 1984; Sorensen, 2018b）。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立的

城市产权制度可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城市化人

口达到顶点后不久的大多数行政区内，人口将开始下降，当

初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城市人口增长将不复存在，已

有的产权制度将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综上，本文将按照以下逻辑展开：文章第 1 节将概述历

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和独特的本体

论；第 2 节则着重分析城市转型的制度变革特征；紧接着，

在第 3 节中，本文将研究城市化推动地方制度化的过程；最

后，文章将简短地总结研究的概念框架，并提出研究中发现

的一些新问题。

1  制度与制度变革

本文使用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来研究城市化

和城市产权制度的产生进程。历史比较分析法是历史制度主义

的一个衍生品，通常用来比较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宏观、

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有相

同的假设前提，即世界是由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组

成的，这些系统（社会）无论是在剧烈而迅速的变化时期（例

如革命、战争和灾难、技术变革等时期），还是在比较缓慢和

渐进的变化过程中，始终在不断演化。回顾已有研究，马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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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奇梅耶（Mahoney & Reuchmeyer, 2003）、坎贝尔（Campbell, 

2010）、皮尔森（Pierson, 2015）、马奥尼和西伦（Mahoney & 

Thelen, 2015），以及斯特里克（Streeck, 2015）都对本文探讨的

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做过一定研究。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形成不仅受

到其所在地理区域的影响，而且受到其历史变化过程的影响。

要理解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就必须分析它们的历史渊源和演

变过程。使不同案例产生区别的因素——为何一些状况在某

些案例中存在而在其他案例中不存在——是具有偶然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定不同的事件、行动方、发生时机、发

生速度和发生顺序，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这既不是

简单运用决定论，也不是运用目的论，而是在不同发展路径

都可能发生的这个前提下去解释历史。

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对制度、结构和行动者在制度

变革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的视角，以及一个与以土

地和财产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治理制度为核心的城市

化进程相适应的比较研究框架。城市转型和城市产权制度建

立的具体过程正是历史比较分析法所关注的宏观、长期的社

会发展过程。但迄今为止，传统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些过程。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因为很少有政治学家对城市和地方政

府感兴趣，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国家政府和国际关系；二是因

为城市是由数百个相关制度构成的复杂系统。而且不同区域

的城市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一个都有许多独特的属

性，因此很难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借鉴豪尔和泰勒（Hall & Taylor, 1996: 938）在这一研究

领域内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文章，笔者将“制度”定义为：

“政治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嵌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

条例、规范和协议。”或者如诺斯（North, 1990:3）所提出的，

“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

的、框定人类互动的限制因素。”城市和城市化进程正是在

这些异常密集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

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是某些制度会有路径依赖

性，即一些制度具有正反馈机制的特性，从而形成一种自我

强化的机制以延续制度其本身。在这一前提下，一个早期作

出的、具有偶然性的选择可能会对整个过程产生持久的影响

（Mahoney, 2000; Pierson, 2000; Sorensen, 2015）。因为当存在

正反馈机制时，沿着特定路径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沿着同一路

径的制度进一步推进。如果想要更改现有的决定，回到选择

的机会点重新选择可用的其他方案会变得更加困难，或需要

花费巨大的代价，因此促进了制度演变的分支过程。正如海

（Hay, 2006: 8）所说，路径依赖意味着“事情发生的顺序会

影响事情发生的方式；变化到某一点的轨迹本身会限制该点

之后的轨迹；在某一特定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会抑制之后其

他情况产生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也会成为其他可能性存在的

特定条件”（Sorensen, 2015, 2017）。
皮尔森（Pierson, 2004）的观点具有一定说服力。他认

为基于政治制度的高密度和复杂性、其在公众行动和规范

监管框架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其具有可以利用政权去增强权

力不对称的机会的这些特性，政治制度倾向于拥有高度的

路径依赖性（Beland, 2010; Lowndes & Roberts, 2013; Pierson, 

2015; Sorensen, 2015）。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制度迅速变革

的关键节点，还是在制度比较稳定或渐进演变的时期，行动

者在制度发展路径的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现有制度的受益者会想方设法确保有利于他们的制度得到延

续，并且使后期的任何变化都对他们更加有利。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些博弈中，现有制度的受益者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

来捍卫或提升他们的特权地位。这些利益是促进制度路径依

赖的主要因素（Lowndes & Roberts, 2013; Mahoney & Thelen, 

2010; Pierson, 2015）。
历史制度主义的第二个核心理论是，新制度往往是在

关键节点或面临危机的时刻，当既定的制度结构无法解决紧

迫的现实问题或无法对不断变化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时产生的（Capoccia & Kelemen, 2007; Katznelson, 2003）。在

这些关键节点，行动者需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卡波恰和科

勒门（Capoccia & Kelemen, 2007: 368）认为，“在关键节点，

改变受到的限制会比在这一节点之前和之后的路径依赖阶段

小得多。由于行动者在路径依赖阶段的限制被大大放宽，关

键节点会加大偶然性的存在。”

城市转型能体现出关键节点的很多特征。城市的发展过

程总是迫使相关行动者作出许多重大决策，包括法律框架和

治理体制架构等制度，以及与实际城市空间相关的决策等。

尽管其中的一些决策可以在之后轻易地进行修改，但其他的

决策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路径。

“偶然性”意味着，在关键节点所作的特定选择取决于那

一时刻的背景、时间、权力关系和所涉及的行动者等因素，因

此无法事先预知其结果。但是偶然性并不意味着所作的选择是

随机的，只是说明决策往往是在缺乏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

而且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下会有不同的主导方，这些

因素都会影响决策行为。因此，条件或时间上的微小差异都

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典型例子是，在 20 世纪初，

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现代规划体系以应对 19 世纪的城市工

业化危机，但在不同政治体系领导下的行政区出现的规划制

度有着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在之后都发展出了不同的

演变路径（Booth, 1996；Sorensen, 2018; Sutcliffe, 1981）。
“偶然性”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中的一个

关键要素。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认为偶然性在制度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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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理论，避免了许多概念陷阱，包

括将功能需求视为制度变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功能主义，夸

大了上层制度或结构在制度变革中的作用的决定论和将制度

变革视为朝着某个目标前进的过程的目的论。偶然性意味着

每种情况下的选择都取决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其中的某些因

素可能很容易发生变化，并导致不同的结果。正如斯特里克

所说，“已经成为现实的选项，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与其他选

项具有同等的被选可能性，它只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为最符

合当时的条件而被决定下来”（Streeck, 2015: 265, 原文重点）。

本文的目的正是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来构建一个关于城市转型

和城市制度变革的概念框架，以解释在不同地方以及以不同

方式进行的城市制度化和城市转型是为何以及如何发生的。

同一行政区内的一系列城市制度往往是相互依存的，并

且趋向于协同演变。在城市中，这种协同演变涉及支撑城市

运转的成百上千个制度。这些制度会通过设立否决条件和增

设拥有否决权的制度受益者来加强制度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稳

定性，从而限制重大变革的发生（Tsebelis, 2000）。在许多制度

相互依存、依赖其他制度以实现有效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制

度的连续性得到了加强。如“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研究中所提及的，因为大量的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在

发挥作用，改变一个制度要素可能会降低整个系统的效率。因

此，各个制度在保证本身连续的同时也增强了整个制度体系的

连续性（Campbell, 2010; Hall & Soskice, 2001）。同时，当制度

系统里的单个制度要素发生了改变，多制度的相互依存特性可

能会允许渐进的系统变革的发生（Boas, 2007）。比较研究关注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制度系统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如管理城市

空间的制度系统是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的。

城市治理的关键是要应对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内，城市

制度与每个地块、建筑、公共空间、管道和电线之间存在的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极其密集且微型的

机构来规范和管理变化，从而促成了详细实践规则、行政

管理文化及其能力体系的产生。正是这些具体的实践规则

和行政管理体系构成了城市产权系统，它们在不同的行政区

之间会存在巨大的差异（Buitelaar, Lagendijk & Jacobs, 2007; 

Sorensen & Hess, 2015）。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城市

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城市化过程中所作的偶然性选择将变

得越来越难以改变，更改的代价也越来越高①。

许多人认为，制度在资源分配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

的倾向性。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会对政治机会和政治变革产生

重要影响（Mahoney & Thelen, 2010; Pierson, 2015）。因此，制

度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静态的规则集，而应该被理解为过去

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博弈所留下的产物。由于制度与政治权力、

抉择和行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们有调动各方的行

动去进行改革和抗辩的能力，因此它们一直饱受争议。而且

因为制度对土地价值的巨大影响，使得这种争议不仅仅存在

于民主政治体系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大多数政体中。新的规

则制定是需要权力支撑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这些规则有

时会加强自身的优势地位。这是支持制度连续性的关键。

在过去十年中，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是渐

进式和内生驱动的制度变革的结构化过程（Campbell, 2010; 

Hacker, Pierson & Thelen, 2015; Mahoney & Thelen, 2010）。在

关键节点之外，制度依旧会循着发展轨迹不断演变。这种演

变是由制度本身的特点、具体的制度制定和修订程序、拥

有否决权的行为者的立场和普遍性、可能阻碍变革的否决意

见，以及寻求变革的行为者的特征所决定的。即使在制度稳

定的情况下，对制度的不同解释，或者制度执行的严格程度

变化都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制度的变革（Mahoney & Thelen, 

2010）。关键在于分辨哪种制度倾向于选择哪种类型的渐进

变革过程，以及这将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变革的模

式和过程。因此，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点是提出了一种研究

具体的渐进式制度历史变革过程的类型学模式，其中包括三

种不同的情况：（1）层叠（layering）——现有制度没有改变，

但是由于上层制度更改，现有制度的执行方式需要作出相应

更改；（2）漂移（drift）——在现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社

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它们的角色功能发生了变化；（3）转

换（conversion）——制度本身保持不变，但实施过程的变

化导致了结果的变化（Sorensen, 2011, 2015）。
总之，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研究城市化进程的新视

角，强调了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偶然性和随时间不断自我强化

的结构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2  城市化、制度变迁和差异的产生

本节的研究重点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制度的发展和实

践。当代城市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空间逐渐制度化的

过程。如上文所述，这种制度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制定

一套规则来规范城市空间中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二是产

生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特定城市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

程的发生时机、顺序和速度的差异可能会在每个地方产生非

常不同的结果，而且这些差异产生的影响可能会非常持久。

城市转型会有多种不同的途径。现代主义理论支持者和经济

学家认同的“不同地区都会向‘最佳实践模式’趋同发展”

的假设并不能完全解释城市转型问题。

① 有关城市具有路径依赖特性的更充分解释可参见索伦森（Sorensen, 2015, 201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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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需要建立城市治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土地开发控制、公共卫生、教育、交通、垃圾处理等

方面的制度。当代城市离不开这些制度和它们所形成的支撑

城市运转的系统。几乎在每个国家，城市转型都会引起重大

改革和规划制度、建筑法规、基础设施要求和财政制度等规

则的强化（Hall, 1988; Melosi, 2000; Sorenson, 2002; Sutcliffe, 

1981; Tarr & Konvitz， 1987; Ward, 2002）。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城市化进程会迫使人们作出一系列涉及方方面面的、带有偶

然性的制度选择，从法律权力到市政边界、税收标准、公共

服务、财产监管制度、基础设施体系等（Sorensen, 2018b）。

其中，有些抉择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而且事后很容易更改；

而另一些抉择则会创建重要而持久的制度，这些制度会在随

后的发展道路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

建立在汽车交通上的城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如果要把城

市重新改造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更适合步行的场所是极其

困难的，而且这对于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事

情（Dunn, 1998; Urry, 2004）。因此，规范城市投资，提供和

维护基础设施制度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财富和利润的分配、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获取、住房供给、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活品

质、社会经济和社会技术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Sorensen, 2018b）。无论是从短期的角度还是长期的角度来

看，城市制度深刻影响着当今全球最大的资本投资领域——

城市财产的使用和交换价值。

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在不同的行政区内，由于制度变迁

过程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制度配置。主要的影响因素包

括制度变革和城市发展的时机、顺序和速度。

2.1  时机、顺序和速度
在制度形成和空间制度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由于时机、顺序和速度的不同，城市化会在不同的行政区域

产生差异化的结果。这种差异是综合多种因素的历史发展的

产物。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关键行为主体，不同的能力开发，

以及被卷入世界技术发展、经济危机、革命和战争等历史事

件的不同的时间节点，都会造成差异化的结果。顺序主要指

的是变革过程或地点内部事件的顺序问题，而时机关系到变

革过程与外部事件和条件的关系，速度则是指变革的快慢程

度（Grzymala-Busse, 2011; Pierson, 2004）。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顺序可以很好地解释因为顺序的不

同而导致的差异性。人口结构变迁理论解释了过去两个多世纪

内全球人口的惊人增长。这是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产物。其中

包括疫苗的接种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也使得

出生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高出生率和低死

亡率的持续时间是决定每个地方人口增长规模的关键因素。人

口结构变迁和主要人口增长的时机在各个国家之间有很大的

区别，欧洲西北部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最先开始，紧随其后的

是东欧、南欧以及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然后是南亚和非洲的

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现阶段仍然处于人口增长阶段。

城市转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总

体特征都是城市人口比例从约 5%~15% 上升到 80% 以上。

事实上，要精确地对比各个地方的城市化程度是一件很难的

事情，因为各国对“城市”（通常定义为城市人口超过特定

阈值的管辖区）的定义差异很大。但是，城市化通常是指人

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一点是学界公认的。因此，理论

上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转型的大国，紧随其后的是其他欧

洲国家、北美国家、日本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亚洲和非

洲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城市转型当中，预计到 21 世纪末将

基本完成。

需要强调的是，不仅是与全球政治、技术、意识形态变

化和一体化进程相关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时机在各国之间

有很大差异，而且变化的顺序和速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不

同的行政区域内，这些转变的时机和顺序的差异会导致截然

不同的结果。对于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来说，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发生的，是一个持续

了数个世纪的自我强化过程。而对中国、印度和大多数非洲

国家来说，首先发生的是人口结构的变迁和大规模的人口增

长，城市化紧随其后，且在几十年的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

两个转型过程。这两种情况（在人口结构变迁前或与人口结

构变迁同时发生的城市化，以及先发生人口结构的变迁再进

行城市化）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用了大

约 500 年的时间才将城市人口从 10% 提升到 50%，而许多

亚洲和非洲国家仅仅用了 20~50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同样的转

变（Wan & Zhang, 2017）。正如马尔科图利奥（Marcotullio, 

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压缩了转型时间的城市化产生

的结果在质量上与那些缓慢的城市化转型存在着明显不同，

而且有更多潜在的危机。

虽然人口结构变迁和城市转型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给

国家和次国家级行政机构带来的转型压力是不同的。转型发

生时的时代背景、转型顺序、转型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

置以及转型速度的差别，都能够导致不同地区转型结果之间

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结果是，在这些相互关联的人口、城

市和全球转型的影响下产生的地方之间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

2.2  多层级治理系统
导致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多层级的治理体系中，地

方政府通常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和运用制度改革。上层治理机

构的立法变化，包括合并和改变行政边界，重新安排财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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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或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新规定，通常都

会引发地方政府面临制度改革的关键节点。可能就会因此建

立具有持久性的新制度，而这些制度有时会很难改变。

因此，城市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和制度改革过程中所

处的角色地位不同于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政府或省、州级政府。

在大多数主权统一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政

府制定法律，地方政府在规划和土地开发过程中仅仅拥有执

行这些法律的权力和义务。而在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联邦

体制国家中，地方实施的法律分别由州或省级政府制定，地

方政府承担执行的责任。这两种政治制度的共同点在于立法

权力和执行责任都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承担。

因此，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改革大都是由外部影响因

素驱动的，不仅仅包括上层政府对界定地方政府权力和责任

的法律的更改，对地方财政的安排、环境责任划分和标准的

更改，也包括上层政府对地方政府授予公共卫生、住房和教

育等一系列的权力和责任。此外，上层政府还拥有重新分配

次层级政府的行政管辖区域，或者创造新层级的治理机构、

废除现有的某一层级的治理机构的权力。英国在 1980 年代

就发生了废除大都市政府事件（Thornley, 1991）。多伦多在

1990 年代也曾废除大多伦多都会区，六个次层级的政府被

迫合并为一个新的多伦多市（Keil, 2000）。
在国家层面，社会保障住房或难民安置等长期项目和资

金可能会突然终止，但它们本应该解决的问题不会随之消失，

因此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制定新的方案。地方政府是政

策变化的接收方，在决策方面它们往往没有什么发言权。有

时候，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参与立法、预算和地方行政区再分

配的决策过程，甚至在决策传达之前它们根本无法察觉。对

地方政府而言，它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些决策，甚至对这些决

策根本没有兴趣，但是它们不得不响应这些决策。因此，两

个层级的政府在面对相似的立法改变时，可能会因偶然性或

当时的时代背景原因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重大转型期间，制度变革的偶然过程可能

会在不同的行政区之间产生重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会

在制度及其所创建的城市地区的形态方面持续存在。

3  城市空间的制度化

与城市转型相关的制度变迁的第二个主要结论是，城市

化导致了城市制度在原本非城市化区域的扩张。城市空间与

非城市空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运转需要基础设施和管理制

度的支撑。如果没有道路和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垃圾处理、

警察和消防、公共空间和社区设施，以及管理、投资和维护

这些系统的体制，城市就无法运转。当然，农村地区在环境

管理、土地和产权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维护方面也有

自己的治理制度体系，并且这些治理制度体系往往是在很长

的时间内慢慢形成和维持的（Ostrom, 1990）。由于密度较

高，城市需要与农村不同的财产制度、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

管理制度。因此，如果农村地区要转化为城市地区，它就不

得不改变原有的产权制度，新建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因此，

在转型过程中，农村的环境管理制度、土地产权管理制度以

及基础设施管理制度都会被新的城市制度所取代（Sorensen, 

2016）。
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制度通过现有城市区域

的扩张（包括村庄向城市的转变，以及聚落向城市区域的合

并），蔓延到城市边缘地带，从而扩展到新的空间（Friedmann, 

2011; Webster, 2011）。城市化过程涉及从非城市到城市的

土地转换以及土地开发过程中支撑城市功能的社会技术系

统——包括街道系统、供水和污水基础设施和维护系统、电

子网络系统、学校、警察和消防系统、地方政府、税收系统

等——的创建。城市制度体系在新城市空间的扩展是城市化

的一个基本方面，会产生持久的模式和空间的、财产的密集

制度化（Sorensen, 2018b）。当土地被开发为城市用地时，已

经存在的制度和制度偏好会对所创造的城市空间和产权体系

产生长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和制度偏好会在

不同的行政区之间以及特定行政区内，产生不同的城市面貌

（Sorensen, 2016）。
在任何特定时期创造的新城市空间往往带有产生当时的

产权制度和治理制度的长期印记。城市制度化的印记不仅体

现在公共和私人土地的形态中，也嵌入土地地契和特定的财

产权利和义务中。这些印记同样是多样化的、持久的，即使

后来被重新开发，城市空间的主要特点也总是由早期的属性

规范以及它融入更大范围管辖区的过程所决定的。城市转型

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作的选择以及所涉及的角色都将对城市

化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然而，很少有系统的研究将城市化

看作制度化的过程，也很少有关于城市土地、基础设施和城

市治理的差异化现象的研究。

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这

是由于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的空间格局一旦形成，往往是持

久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空间充斥着监管制度、产权制度和基

础设施制度等形成的密集的制度体系网络；原因之二是这些

制度支撑了城市功能的运转和城市价值交换体系的运行，而

制度的变化往往会影响相关行动者的利益，因此相关行动者

会抵制可能降低其利益的制度的产生（Sorensen, 2018b）。

在社会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关于路径依赖倾向

的观点，表明技术变化、环境变迁和社会技术系统都有显著

的连续性（Hughes, 1994; Unruh, 2000）。例如：吉尔斯（Geels, 

2014: 23）认为，社会技术体系（他定义为“约束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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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现有制度和规则”）往往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并高

度抗拒新的或不同的技术。城市被普遍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技

术系统。巨大的沉没成本和昂贵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以及已

经普遍被认可的城市社会建设方面的想法和理念使得城市社

会经济系统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Hommels, 2005; Hughes, 

1994; Unruh, 2000）。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系列制度选择的关

键节点。随着城市和城市区域的发展，人们需要作出无穷无

尽的选择。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则有持久的影响。所有

这些决策共同创造了每个城市或城市区域的特定的产权、基

础设施、机构和治理制度（Sorensen, 2018b）。历史发展的偶

然过程，以及相对于其他因素（例如交通技术、金融经济和

城市工业化等）的城市化时机和顺序，在不同的行政区（城

市、地区或国家）之间创造了不同的城市形态和基础设施系

统。因此，城市化进程不仅产生于城市形态和城市基础设施

差异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于不同地区之间制度和治理能力差

异化的过程中（Sorensen, 2018b）。

4  结论与新研究问题的提出

总的来说，本文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研究城市转型的概

念框架：城市转型发生的节点通常被视为“城市危机”。在

每个国家和城市，城市化的进程，包括从农村经济和社会到

城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都会在环境污染、住房供应、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和维护、公共服务供给和私人活动规范等方面

对现存制度提出挑战，从而引发新制度的形成。如果从空间

分解的角度看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从中心

城市往外扩张的、滚动发展的“危机”。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城市化衍化出的制度变迁，既包括高层级的治理制度，也有

治理特定场所的微观制度，还有新城市空间的制度化。因此，

城市化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又一个复合的关键节点。

占据主流的社会制度是历史进程演化和不同权力方博弈

的产物。偶然事件将不同的行政区置于不同的制度路径上。在

历史发展的分支模式中，沿着特定路径的每一步都使沿着该路

径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更大。要回到之前另一个备选方案的

路径上并不容易，而且成本高昂。此外，城市化的时机、顺序

和速度以及城市空间的制度化都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城市化是对主要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过程，城市空

间的产生是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特定制度所构建的体系在空

间上的蔓延过程。制度环境塑造了行动者对公共规范、价值

观、“可为的”和“恰当的”行为和选择的理解，但相关行

动者也参与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他们可以

改变他们的想法和理解，并且有时是通过有意识的社会和治

理创新来改变他们所处的城市空间。

制度总是涉及分配，且有时以高度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

配。许多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既因为它们的受益者会

设法保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也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不公平的

分配方式正规化。从根本上说，特定背景下的历史性和偶然

性意味着，不能说任何特定制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所有城市管理制度都是历史竞争和博弈的产物，并且这样的

竞争和博弈还在继续演进。一种特定制度的存在也并不意味

着其他制度无法生存。

虽然没有一项单独的关于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决

定会产生新的制度，但这些决定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对未来的

发展方向具有持久影响的新制度。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我们会提出新的需求，进行新的投资，运用新的方法，因此

也产生了促进制度变迁的强大力量。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

市模式具有重要的路径塑造能力。这不仅包括土地和房地产

发展模式，而且包括所产生的管理制度和基础设施制度。因

此，城市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且是空间、地点和

治理体系的转型。

总而言之，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比较分析法提供了一个

视角——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过程在城市规划、城市财产和

权力交汇处的作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1）在不同的国家或城市，有哪些制度来规范城市空间

和财产的生产，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2）在不同情况下，城市产权制度，包括塑造城市空间

生产的一系列规则，以及每个行政区内的公共和私人产权和

基础设施，是如何通过城市化进程发生转变的？谁是主要的

行动相关方？

（3）在不同的行政区内，城市化进程的时机、顺序和速

度的差异如何导致了制度发展以及城市、产权的空间模式、

类型和分布的差异？

（4）城市规划和产权制度是如何影响住房建设的？

（5）现有的一系列的规范城市化进程的制度会产生怎样

的分配影响？它们如何塑造制度的连续性和变革的模式？

（6）城市产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在多大程度上限制

了未来的可能性和选择？城市产权制度在哪些方面对未来的

可能性保持开放？

参考文献

[1] BELAND D. The idea of power and the role of ideas[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0, 8(2): 145-154.

[2] BLOMLEY N. Landscapes of property[J]. Law & society review, 1998, 32(3): 
567-612.

[3] BOAS T C. Conceptualiz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composite-standard 
model of path dependenc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7, 19(1): 33-54.

[4] BOOTH P. Controlling development: certainty, discretion in Europe, the 
USA and Hong Kong[M]. London: UCL Press, 1996.

[5] BUITELAAR E, LAGENDIJK A, JACOBS W.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24  2020 Vol.35, No.4

本期主题 

change: illustrated by Dutch city-provinces and Dutch land polic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7, 39: 891-908.

[6] CAMPBELL J L.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and change[M] // MORGAN G, 
CAMPBELL C C, PEDERSEN K,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CAPOCCIA G, KELEMEN R D.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J]. World politics, 
2007, 59(3): 341-369. 

[8] DUNN J A. Driving forces: the automobile, its enemies,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ty[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9] FRIEDMANN J. Becoming urban: periurban dynamics in Vietnam and 
China introduction[J]. Pacific affairs, 2011, 84(3): 425-434.

[10] GEELS F W. Regime resistance against low-carbon transitions: introducing 
politics and power into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4, 21(5): 21-40.

[11] GOLDEWIJK K K, BEUSEN A, JANSSEN P. Long-term dynamic modeling 
of global population and built-up area in a spatially explicit way: HYDE 3.1[J]. 
Holocene, 2010, 20(4): 565- 573.

[12] GRZYMALA-BUSSE A. Time will tell? tempor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1, 44(9): 
1267-1297.

[13] HACKER J S, PIERSON P, THELEN K. Drift and conversion: hidden fac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M] // MAHONEY J, THELEN K,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0-208.

[14] HALL P A. Cities of tomorrow[M]. Oxford: Blackwell, 1988.
[15] HALL P A, SOSKICE D W.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HALL P A, TAYLOR R C 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

alisms[J]. Political studies, 1996, 44(5): 936-957.
[17] HAY C.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M] // RHODES R A W, BINDER A, 

ROCKMAN B 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6-75.

[18] HOMMELS A. Unbuilding cities: obduracy in urba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M]. Mass.: MIT Press, 2005.

[19] HUGHES T P. Technological momentum[M] // SMITH M R, MARX L, 
eds.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101-113.

[20] KATZNELSON I. Periodization and preferences: reflections on purposive 
ac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M] // MAHONEY J, 
RUESCHEMEYER D,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0-301.

[21] KEIL R.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in Los Angeles and Toronto: amalgamation 
or seces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4): 758-781.

[22] LOWNDES V, ROBERTS M. Why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new institu-
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M].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3] MAHONEY J.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J]. Theory and 
society, 2000, 29: 507-548.

[24] MAHONEY J, RUESCHEMEYER 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 MAHONEY I, THELEN K,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 MAHONEY I, THELEN K.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 MARCOTULLIO P J. Variation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the 
experiences of rapidly developing Asia Pacific cities[M] // MARCOTULLIO 
P J, MCGRANAHAN G, eds. Scaling urban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rom 
local to global and back. London: Earthscan, 2007: 45-68.

[28] MELOSI M V.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29]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1] PIERSON P.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 251-267.
[32] PIERSON P.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 PIERSON P. Power and path dependence[M] // MAHONEY J, THELEN K,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3-146.

[34]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
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2): 279-297.

[35] SORENSEN A.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 cities and planning from edo 
to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2002.

[36] SORENSEN A. Evolving property rights in Japan: patterns and logics of 
change[J]. Urban studies, 2011, 48(3): 471-491.

[37] SORENSEN A. Taking path dependence seriously: an historical institu-
tionalist research agenda in planning history[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5: 
30(1), 17-38.

[38] SORENSEN A. Periurbanization a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lace: the case 
of Japan[J]. Cities, 2016, 53: 134-140.

[39] SORENSEN A. New intuitionalism and planning theory[M] // GUNDER 
M, MADANIPOUR A, WATSON V, eds. Rutledge handbook of planning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50-263.

[40] SORENSEN A. Global suburbanization in panning history[M] // HEIN C,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planning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a.

[41] SORENSEN A. Institutions in urban space: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property[J].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8b, 19(1): 21-38.

[42] SORENSEN A, HESS P M. Building suburbs, Toronto style: land develo-
pment, institutions, critical junctures, and continuity[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15, 86(4): 411-436.

[43] STREECK W. Epilogue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past, present, 
future[M] // MAHONEY J, THELEN K,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4-288.

[44] SUTCLIFFE A. Towards the planned city: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1780-1914[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45] TARR J A, KONVITZ J W. Patter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frastructure[M] // GILLTTE H, MILLER Z L, eds. American urbanism: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195-226.

[46] THORNLEY A. Urban planning under Thatcher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market[M]. London: Routledge, 1991.

[47] TSEBELIS G. Veto players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J].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0, 13(4): 441-474.

[48] UNDESA.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4.

[49] UNRUH G C. Understanding carbon lock-in[J]. Energy policy, 2000, 28(12): 
817-830.

[50] URRY J. The ‘system’ of automobility. theory[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04, 21(4/5): 25-39.

[51] WAN G, ZHANG Y.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explaine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R]. ADBI Working Paper, 2017.

[52] WARD S V. Plann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ity: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world[M].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 and Sons, 2002.

[53] WEBSTER D. An overdue agenda: systematizing East Asian peri-urban 
research[J]. Pacific affairs, 2011, 84(4): 631-642.

（本文校译：秦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