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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应对 ：理解中国城市化与规划的第三种视角
Crisis Response: The Third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lanning

杨宇振
Yang Yuzhen

摘要：理解中国城市的变化，需要将其置放在后发的民

过去 40 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既与国际、

族国家与全球关系的格局、中国城乡社会演变，以及更

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政治、

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文章先简要回顾和论述约

经济与社会结构有关。任何单方面强调完全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影响，或

翰·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
、黄鹭新等的《中国
城市规划三十年（1978—2008）纵览》
，再提出“竞争与
危机”作为理解中国城市变化的一种方法，解释历史过
程中的路径选择。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
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生产型

者强调完全内生性发展的观点都有失偏颇。现代社会是内部与外部（在
全球与国家、国家内部的城市与乡村、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一个地段与
其他地段之间等等不同地理范围的空间层级中）经由持续的经济、文化、
信息、人员、商品等的往来、互动而逐渐形成的。

范式，转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

这一时期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后也不会

他学科共同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

再有的阶段。狄更斯在《双城记》第一章“时代”中讲到“这是一个最

式。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

好的世界，也是个最坏的时代”等的一系列两极对置的评述，可以用来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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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秩序还在形成过程中 ；网络社会的崛起加速了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的
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
理解中国城市的变化，需要将其置放在后发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关
系的格局、中国城乡社会演变，以及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以
下先简要回顾和论述约翰·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黄鹭新
等的《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78—2008）纵览》[2]，再提出“危机应
对”作为理解中国城市化与规划的一种视角，解释历史过程中的路径选
择。在众多解释现代中国城市与城市规划文献中选择这两本（篇）的理
由是，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是一本具有历史视野、现代观察
2008）纵览》集中于 30 年间中国城市规划的具体政策与实践，两者共
同构成了一个理解中国城市、中国城市规划变化的宏大景象与具体面貌。

Crisis and China’s Urban Planning;

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城市规划学者不同的切入视

Innovation of Planning Theory;

角。本文的目的在于，第一，通过阅读、评述弗里德曼和黄鹭新等的著

China’s Urbanization

作（纪念他们的一种方式），揭示理解现代中国与城市规划变迁的两种
视角（尽管很显然两者关注点不同——弗里德曼更关注中国的城市和人
本问题，黄鹭新等更注重讨论城市规划对国家政策的应对）；第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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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在这两重视角外，还有一种较少被关注的视角，即从“危机应对”
的角度，来看城市规划与国家、与地方问题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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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短时快速出现，使得各种规划穷于应付不断为应对大

各章节中，往往先谈及民国前的一般状况，再到民国实践，

小危机制定的政策，“短期行为化”成为普遍状态。

再及计划经济时期，最后阐述和分析市场经济以来的状况与
问题。威廉 · 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是弗里

1 约翰 · 弗里德曼的视野与判断

德曼在讨论历史脉络和区域格局时的重要参考文献。与施坚

落笔之前，弗里德曼如何构想《中国的城市变迁》的结

雅的论断类似，他提出市场化后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更为显著，

构？不仅是书内的文字内容，书的章节安排和结构潜藏着他

如何应对这一状况已经成为权力部门需要谨慎处之的问题。

对于中国城市的理解，以及对于中国城市变迁的叙说逻辑。

在“乡村的城镇化”一章中，弗里德曼主要谈论的是中国东

导言首先谈到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becoming urban）。

部地区的农村城镇化，认为有能力的地方领导、企业家、高

他简要回顾自民国以来的国家与社会进程 ；进而谈到经历

密度的农村人口和过剩的劳动力、农村的选举，以及吸引外

1978 年后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在行政、

来投资同时具有极高的储蓄率等原因，推进了农村自发的、

经济、物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引起变化。他谈到，城市

内生性的发展。城乡关系改变过程中户口制度的设立和松解

化是不均衡的空间发展过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的张力、

改变着劳动力的城乡迁移状况 ；从农村来的劳动力在城市中

社会的冲突，爆发民众的抗议。

形成了聚居地和某些非正规就业和经济，而劳动力区域、城

弗里德曼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变迁的两种视角 ：一是全
球化的视角，二是内生发展演化的视角。他采取的是第二种。

乡间的移动将持续下去，随着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而变化。
在最后两章，弗里德曼阐述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

弗里德曼认为，将“全球化”作为研究城市的分析框架，有

城市建设的治理。弗里德曼谈到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个

赋予外来力量特权的倾向，可能忽略了地方内在的远见、历

人自主空间得到扩展，人们拥有相对更多的自由，包括可支

史过程和路径，以及内生的各种能力 ；而且，全球化的视角

配的闲暇时间、自己拥有的住房、新的生活方式等。他在“导

强调经济而排除了地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各种状况 ；此外对

言”中特别提到，他并没有讨论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

于中国而言，什么是“内”与“外”并不容易分辨。他举了

变迁、城市的变迁是否会导致向多元化政治的转变，而更倾

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资”，大部分是来自香港和

向于讨论个体获得的、实际的日常生活改善。在“城市建设

“中国力量的中心在其内部，在
台湾。他引证费正清的论断，

的治理”一章中，弗里德曼回顾了前现代的县衙、民国时期

中国人中 ；正是在其内部，在中国人里革命的星星之火积微

的警察和孙科主导的广州市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计划经济

成众”[1]xvi。曼素恩（Susan Mann）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与

，以及市场经
时期的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和“单位大院”

历史演变》中总结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济以来城市的管理和经营、城市政府从管理者部分转变为经

最重要的三种范式，分别是以吉尔伯特 · 罗兹曼（Gilbert

营者的角色。面对城市的各种复杂状况，如何规划城市的未

Rozman）为代表的西方化城市发展演替传统城市模式，以

来，如何“良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中国城市

墨菲为代表的主张地方发展模式，以及以威廉 · 施坚雅（G.

变迁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此处我想进一步引述罗兹曼对

[3]

William Skinner）为代表的主张城乡关系重建模式 。笔者

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进而再与弗里德曼的论述内容和结构

曾将其归纳为资本、权力与空间的不同指向，并讨论了三者

进行比较分析。

[4]

间的关系 。弗里德曼所强调的内生的视角可以放置在笔者

罗兹曼提出了界定现代化的若干界定性因素，包括“国

所阐述的权力与空间的研究框架中。他谈到他的出发点是中

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

国的历史，是超过 3 500 年的文明史而非民族国家的短暂历

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而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

史 ；易经中的阴阳辩证哲学、儒家的道德教诲、道家的内修

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

以及法家思想都是中国人的共同遗产。

科层化，政治参与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种水平

《中国的城市变迁》共六章，分别为历史的脉络、区域

的教育扩展”[5]3 ；进而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及其相互

政策、乡村的城镇化、新的空间移动性、个人自主空间的扩

关联的研究——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

展、城市建设的治理。由历史的叙述到区域的格局再到城乡

社会整合、知识与教育。罗兹曼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面

关系的转变，进而讨论加大的流动性、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化，

对国际环境，需要被迫制定一个基本是借鉴外国经验的大规

最后谈及城市本身的管理与规划①。历史的简要回顾贯穿于

模变革计划。他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等是

① 笔者认为，把“城市建设的治理”放在“乡村的城镇化”之后可能更加合理，继而谈论新的空间移动性和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也许是考虑与
书名的呼应，弗里德曼把“城市建设的治理”放在了最后一章。但在导论中，他最后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与“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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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现代化还是阻碍了现代化？这一问题也是施坚雅、弗

镇化的内生性发展，却忽略了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在

里德曼等人探寻的问题。关于政治结构，罗兹曼认为，是关

过去几十年中的大量流失（尽管他谈到了城乡间的劳动力移

于“一个社会为实现蕴含在知识增长（这最初来源于对外交

动）导致了许多村庄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近乎解体。

往）中的各种可能性，而运用公营和私营体制以控制并分配

弗里德曼最后判断，前进的路径上要避免出现导致僵化

资源的这一种能力的发展情况……政治结构对于现代化之所

的极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两种极端，
要在两者间找到一种平衡。

以意义重大，乃是因为它影响着决策，影响着决定执行什么

他不赞成使用哈贝马斯建构的国家与社会对立、公共领域与私

政策并做出何种选择的协调和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权力的行

人领域对立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状况，而是赞成黄宗智提出的

使，也意味着意志的动员”[5]8。他也提出，需要讨论国家的

“第三领域”
。黄宗智认为，要破除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

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需要探讨对于现代

简单思维，中国的政治实践从未追求国家或社会的完全独立

化进程而言很重要的大众参与、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以及各

性。他认为“第三领域”正是国家与社会联合、合作的场域，

利益群体在形成并表达自己观点时所具备的机会。在关于经

这一场域可能正是更具协商性而非命令性的新权力关系的发

济增长的部分，罗兹曼主要讨论了经济与国家、与政策之间

源地 [6]。从黄宗智的这一理论概念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中

的关系，以及经由追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结构性变革及其效

（China’s actually existing civil society）
，
国现实存在的市民社会”

率。社会整合的问题涉及如何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包括空间

在现状条件下多元群体和力量共存的状况，进而在极权主义

资源、人力资源等。罗兹曼的研究比较了中国、日本和俄罗

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庸”的发展道路。

斯的城市体系，认为清末的中国不具备能满足现代化计划所
需的城市网络，进而使得中央无法有效动员地方的资源用于

2 黄鹭新等的解释

，罗兹曼认为
现代化的建设。最后一部分关于“知识与教育”

黄鹭新等对于 1978—2008 年间的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做

“任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都会优先考虑吸收并扩展现代知

了概要性回顾 [2]1-8。与本文引用的其他文献相比，该文提供

识与技术，知识与技术对于借鉴别国经验和建设一个新社会

了更多的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细节。作者认为“自上而

。类似之前的问题，他还提出了中国历
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下”的体制形成了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

史悠久的传统和教育与现代化的实践是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

城市物质空间上的继续和具体化”，“标准规范准则 + 专家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

理性分析”成为普遍的规划决策方式。作者简要回顾了改

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

革开放前的城市规划状况，这一阶段城市规划主要体现为

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

“一五”期间配合重大工业项目的建设工作，从“二五”到

数倍于 19 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 的国家，面对

改革开放前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6]

这一文明经历的西方冲击和现代化过程时，两位作者都探寻

1978—2008 年，黄鹭新等将其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

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比如儒学为

1978—1986 年的恢复重建期、1986—1992 年的探索学习期、

主导的传统观念、政治生态、文官制度、区域结构、文化传统、

1992—1996 年的加速推进期、1996—2000 年的调整壮大期、

家族式或地缘的社会结构、城乡关系与城市网络等，在多大

2000—2004 年的反思求变期以及 2004—2008 年的更新转型

程度上、在哪些方面会转化或者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

期。基本的阐述逻辑是讲述各阶段的社会状况，进而根据不

前所述，弗里德曼从历史脉络、区域、城乡关系、移动性、

同阶段的情况叙述城市规划的机构设置、工作内容、颁布的

个人的自由，以及城市治理几个方面，试图探讨新时期社会

法规以及城市规划的各种编制类型（如区域规划、总体规划、

与城市的变迁。罗兹曼从国际关系、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比如，在第一阶段中，1978 年召开了

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以及知识与教育几个方面来讨论国家

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82 年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与社会的变迁过程。历史、政治、经济是两位作者皆有涉猎

国家建设总局并入并改组为城市规划局。该时期的主要任务

的议题，尽管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笔者虽然同意从内生角

是改善欠账多年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空间。而这一时

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性，但在当代全

期特区的设立和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对中国

球地区、国家、城市、个人日趋互联的状况下，在弗里德曼

的城乡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比如在 2004—2008 年间

引用卡斯特的“全球流动空间”的前提下，在罗兹曼指出后

的更新转型期中，谈到城市规划更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环

发国家往往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模型和实践的前提下，国际与

境问题，更加关注社区构建、社会平等公正、公共参与的内容，

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与讨论是一种必须。弗里德曼从福建等东

更加关注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作者认为城市规划越来越

部沿海地区的农村获得经验和认知，推导出中国农村地区城

成为一项调控城市空间资源分配、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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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决

应对危机的一种空间工具。危机具有空间地理属性，某一地

策者及其价值观和认知水平，以及决策机制、决策环境等都

区的危机会向其他地区转移或者转嫁（如东部到西部，或

对城市规划的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城市到乡村）；危机也具有产业属性，某一产业的危机会向

黄鹭新等阐述 30 年间中国城市规划变迁的方式是“分
，根据历史进程判断分析各子阶段，阐述各阶段
期 + 现象”
城市规划从机构、法规、实践、知识与技术以及社会过程等

其他产业转移或转嫁（如金融部门到房地产部门等）。因此，
危机的应对具有时空特征。
“危机”本身带有一种相互关系的涵义，现代地区、国家、

层面的现象与变化。这种方法通过历史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

城乡、城市危机产生是各种不同层级空间内外相互运动的结

件和现象获得概览性的理解，其难点在于分析对象的选择。

“危机应对”的视
果，不是独立空间单元内部运动的结果。

弗里德曼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阐述，从方法论入手（全球化

角不只在于弗里德曼考虑到内生性发展，也不只在于黄鹭新

角度抑或内生角度），进而从不同的子类（历史、区域、乡

等讨论的国家政策与规划应对的线性关系中，它倾向于一种

村城镇化、移动性、个人自主空间以及城市治理）讨论城市

批判性的视角，试图理解规划变迁的逻辑关联。比如，赵燕

的变迁，共同拼贴出一幅城市变迁的面貌。对于城市及其子

菁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中讨论了新中国成立

类（如城市规划）变迁的讨论，可以有历年统计数据的分析、

以来的城市化政策，认为中国城市化“不可避免受到国际战

分期 + 现象的描述（如黄鹭新等的工作）、社会生产过程要

略格局的制约……许多现在看似无法理解的‘失误’……成

素的讨论（如弗里德曼、罗兹曼的工作）；也可以将城市现

为一种有意义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选择”[7]。赵燕菁在文中谈

①

象分为若干类进行研究 。所有研究都需要收集、甄别历史

到了在 1952—1960 年间中苏结盟、1960—1979 年大国对立、

过程中的各种资料，将其组织成有意义（有解释逻辑）的叙

1979—1997 年对外开放以及冷战结束后各个不同外部条件下

述。其中的难点是如何解释现象之间的变化关系。

（更准确地说是在不同的危机状态下）的中国城市化政策 ；

3 危机应对 ：理解规划变迁的第三种视角

认为好的城市化政策是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发展战略 ；好的
城市化政策在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这也意味着危机应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

对（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短时性。笔者在《危机、理性与

内在矛盾冲突的结果。理解危机的产生过程是洞察资本主义

“空间中包含有社会问题和
空间 ：一种解释》中曾经讨论到，

社会的一种必要途径。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全

、
冲突，是问题发生之处；
对空间的介入、改变（切割或合并）

球资本积累循环中的一部分，理解“危机与危机的应对”是

界定、调节、关联或隔离是应对空间中问题的一种手段和方

理解中国城乡社会、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变迁的一种视角。20

法，也是一种理性过程……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外部

世纪以来的后发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焦虑感，这是一种竞争中

空间的关联支配了内部空间的发展状态，地方不再是内生的

的焦虑感。一方面，需要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

发展，而是受制于外部关联的属性、密度、速率与变化”[8]。

在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中又面临着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转型。危

作为应对危机的工具的一种，规划至少要应对“全球—民族

机的产生，是一种主动性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它既存在于一

“国家—地方”
“城市—乡村”
“公—私”四种空间间性 [9]。
国家”

国与国际范围各国间（特别是与各超级大国间）的关系（历

规划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之一，同时具有政

时的变化过程）中，也存在于自身内部的城乡社会关系、城

策属性和技术属性。这一工具必须与其他工具共同使用，才能

市和农村内部的尖锐矛盾中。从总体上看，随着全球化进程

完成具体的物质空间实践。比如 ：要将某一空间转变为商品，

的推进，作为局部的民族国家危机越来越成为全球危机的组

需要法律的许可、
确权、
金融信贷体系、
空间的划定和属性赋予、

成部分。从危机的类型上看，从早期现代化中的一般商品生

市场交易体系等等一系列的商品生产要素和交易要素，城市规

产的资本积累危机，日益演化为金融危机、社会公平正义危

划是完成这一交易过程的必要的一部分。在经济形势总体向

机和环境危机。每一次的危机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某些

好时——在中国的政治与行政格局状况下（特别在 1994 年分

社会组织因而解体或结构性调整，并带来对权力合法性的质

，也意味着地方城市政府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
税制改革之后）

疑。危机的应对，就是通过调节自身能够控制的资源（政策、

城市规划成为地方政府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

财政、空间、劳动力等），来减少危机的猛力冲击，从而维

支配民族国家发展轨迹的，是国家的经济危机（来自内

持地方的秩序和日常生活状态。从这一点来说，城乡规划是

，其他危机是经济危机在某一社
部自身积累或者外部的转嫁）

① 如约翰·洛根（John R. Logan）主编的《中国城市转型》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一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单位制机构的市场
转变和劳动力市场 ；第二部分讨论城市化进程与地方的变迁 ；第三部分谈城乡移民带来的冲击 ；第四部分讨论新城市中的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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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的转移表征。温铁军在《八次危机 ：中

实践机构设置和具体的工程实践的过程。由于双轨制的存在

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

一书中讨论了 1949—2009 年间

（一直并未消失），以及城市规划天生具有的公共政策的属

深重的八次危机，此处不转述。但城市规划（以及后来的城

性，除了将空间转变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易外，它还具有安排

乡规划）的作用，可以很明显地在多次的危机应对中找到发

公共空间的基本功能。但随着地方政府从原有的管理型向经

展的脉络，进而获得浮现的各种空间现象及其时空变化的可

营型转变 [12-13]，公共空间的安排也往往是生产交换价值的重

能解释。比如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与苏

要手段，而不再单纯是之前的生产使用价值和为了改善市民

联援华建设重点工业项目紧密相关。1960 年苏联资金、技术、

的日常生活质量。这一阶段它的危机，是应对如何从计划向

人员撤走后，留给中国巨额外债，需要从城乡社会中汲取积

市场转型的危机，以及生产不足的危机。由于缺乏市场运作

累偿还。没有资本投入城市建设也就无需城市规划（当时提

的知识与经验，以及高质量的城市规划的知识与技术消费只

，其实从 1960 年代—1970 年代末普
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局限在很有限的少量城市中，因而形成了大量城市在快速城

，而为了从农村汲取积累，需要通过农村集
遍没有城市规划）

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政策与技术安排的错位。

[10]

体化来减少交易成本，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公社及其部分规划。

2003 年后的城市规划，面临的核心危机是市场不足，

城市规划的作用需要放置在城乡社会关系变化的脉络

它的核心任务是生产“市场”。它既需要优化既有存量，减

中观察，而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化又需要置于民族国家在不同

少存量内部的空间交易成本，提高存量的空间经济效益，也

时期所处的国家战略与经济格局变化中来讨论。1978 年—

需要进一步拓展空间增量，将存量生产中的危机转移到更大

1980 年代初期的农村社会城镇化发展，按照温铁军的论述，

的空间范围中，通过空间的扩张来缓解危机爆发。因此，21

是国家从农村社会的撤退，却形成了农村社会的蓬勃发展，

世纪以来，在城市内部各种新区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这是

是一段“科学发展”时期。也许弗里德曼就是观察和经历了

之前政策路径依赖的结果，通过放权来生产更有生产效率的

这一段农村社会的城镇化（或者与这一段时期有类似状况的

空间单元），在城乡社会之间提倡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

，进而提出了内生性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的城镇化有
农村）

通过提高人口众多的农村的收入来生产市场，以缓解接驳全

内生的、自我演化的时期，那么 1980 年代初期就是这一时期，

球经济的城市经济的高风险。为配合这一国家政策，城市规

其后随着国家与城市经济日趋接入全球化而为外部结构所影

划在 2007 年改为城乡规划。温铁军曾经提出“城镇化的本

响和支配。随着国家政策向城市部门的倾斜，从 1980 年代

质是去城市化”——他只说对了一半。新型城镇化的一半是

中后期开始，城市的发展日益接驳王建提出的“国际经济大

将城市中消费不足和生产效能低下的危机向更大的空间范围

[11]

循环” ，日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并因内部机制（如

扩散，特别是在县、镇、乡的空间层级里 [14]（在这一意义上，

地方政府在 1994 年税制改革后成为地方土地开发的主体）

温铁军说对了，城市中原来的生产可能发生空间转移）；另

生产了史无前例和规模巨大的快速城市化。

外的一半，却是要优化城市中的空间经济效益，通过制度创

结合包括林毅夫等多位学者的论述，温铁军将 2003 年
定义为中国从资本稀缺型社会向资本过剩型社会转变的年
①

“腾笼换鸟”、产业更新换代等来降低交易成本，
新、技术创新、
提升交易效率，提升原有空间存量的市场规模和更高等级的

份。按照这一判断，1978—2003 年间的城市社会发展 ，是

市场品质。在区域层面，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在国

需求大于供给的阶段，是生产型的社会，也是从资本原始积

家层面，通过国家平台的财政、生产等比较优势向更大的空

累到规模扩张的过程。2003 年后的城市社会发展，是供给大

间拓展，已经成为必要的实践。向东南亚地区和亚洲内陆地

于需求的阶段，是有中国特点的消费型社会，也是资本从规

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如“一带一路”）已经成为重大的国家

模粗放型扩张向结构转型的阶段。循着这一判断，2003 年

规划，“城市规划”或者“城乡规划”此时已经不能指示这

前的城市规划（作为政策与技术）与其他门类的政策与技术

一内涵，“空间规划”日益成为常用名词。

一起，其主要的功用是将空间转变为商品的生产与交易，通

在两个阶段中，又存在突发危机，如 1997 年亚洲金融

过对土地确权、土地上的空间确权、属性定义、数量的空间

危机和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外部经济危

分布以及交易安排等过程和手段，将各种生产要素从原来的

机引发内部的应急处理，往往通过增发公共投资来生产市场，

计划性安排要素转化为市场性要素。这既是一个探索性的过

以确保相对的稳定性。1997 年和 2008 年后，为应对外部市

程，也是城市规划自身建构的过程，如黄鹭新等在文中的概

场严重萎缩的状况，国内分别启动了开发大学城（住房、医

览叙述，从行政机构设置、法律颁布、知识与技术传播，到

、新型
疗、教育等公共事业市场化也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① 温铁军谈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变，但这些转变的各种特征强烈地体现在城市社会中。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Vol.34, No.4

83

规划研究

城镇化、供给侧改革等实践。这些特定时间阶段的政策或实

士转变为具有特殊技能的沟通者、协调者 ；规划师的基础知

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乡）规划的短时实践。

识从美学、艺术转向社会学、经济学等 ；规划从“艺术”转

第二阶段城市社会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综合。周期性
的经济危机关联着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关联着环境危机，关

，从技术理性更多转向了社会理性。
向了“科学”和“社会”
当代的困境是，“在空间与空间日趋紧密关联的世界里，

联着日常生活意义的危机。在一个大卫 · 哈维提出的“时空

在‘时空压缩’的状态下，在资本加速的生产与再生产状况

压缩”的世代，由于资本积累周期的加速和网络社会的浮现，

下，在信息技术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在消费社会中，

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频发，

在虚拟资本的数值不断惊人放大的状况下，在严重的社会极

使得规划成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工具，应对危机的各种专项规

化和在全球变暖的状态下，尖锐问题的爆发层出不穷。此问

划和指向特定内容的“某某规划”，正成为普遍现象。

题登场不久，下一个问题随即出现，它们构成运动的场景，

“某
另外，笔者也曾经讨论过危机应对的空间层级问题，

而不是静态的画面。长期的计划不再有效。应对一个问题的

一空间中的理性，很可能在同时性的或者更大或更小的空间

理性规划，很快又将被应对另外一个紧急问题的理性规划所

中，就是非理性。某一空间中的理性，也很可能在下一时期，

替代。一个概念刚刚提出，转瞬又被另外的新概念所掩盖而

”在某一层级空间中的应对策略、方法、手段，
成为荒唐之举。

黯淡消失。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局部的理性、片段的理

“在政府层面，经由上一层空间间性传递至下
甚至是口号，

性是构成总体的理性还是不理性？”[8]133 ① 如何应对快速变

一层时，却往往不是应对问题的回答，而是移植到结果 ；加

化中的危机，成为当下的问题与深层的困境。

上地区不均衡地理发展，很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甚至是荒
唐的状况”

[8]132-133

。这是涉及空间主体性的问题，是需要进

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规划中的深层次问题。

4 危机中的规划创新

当代中国的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
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并未完全消失）、生产型范式，转
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他学科共同
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式。规划的理论
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其中的一种，是将空间

危机是创新之母。创新往往出现在不同生产方式转变

现象与空间生产的机制更紧密和有效地结合起来②。作为社

之间——生产方式的转变即是最大的和持久的社会危机。从

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工具，规划需要处理日常的、短时段

计划主导的社会向市场主导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规划作为一

的“冲击—应对”式的具体事务。但规划的创新存在于理论

种空间实践的工具，本身就必须经历转型，从生产空间的使

创新与日常实践的相结合，建立在对城乡社会长期的观察与

用价值为主向生产交换价值为主转变。转型中具有主体能动

思考的基础上，从这一点说，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

性改变即为创新。从资本稀缺性社会向资本过剩型社会的转

提供了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规划创新还存在着目标的指向 ;

变，同样面对库恩指出的“范式”的转变。欧美社会在 20

从这一点说，弗里德曼提出的“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始终

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这一转型的阶段。按照尼格尔 · 泰勒的

是规划实践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目标之一。不管外部如何变化，

分析，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十分不同的状态。在前一个阶段，

规划最基本的功用，仍然在于使尽可能大多数的人获得更大

“
（1）城镇规划是物质空间形态规划 ；
（2）城市设计是城镇

的自在，更美好的生活。

（3）城镇规划当然涉及编制‘总体’规划或规
规划的核心 ；
，这种蓝图应以统一的精细程度表达城市土地使用
划‘蓝图’

谨以本文纪念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

和空间形态结构，形成‘终极状态’规划，同时对建筑或其

会的两位重要同仁。约翰 · 弗里德曼教授多次参加国外城市规

他人工结构环境进行，这种工作最好由建筑师或工程师来完

划学术委员会的年会并作主题报告。2010 年年会上，弗里德

成” 。而在 1970 年代以后，则转向了系统规划、理性过程

曼谈到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会后与

规划（一个把对象科学化，从系统角度理解对象的变化 ；一

他讨论并一起游历深圳，之后的年会中也多有交流。2017 年 3

个从方法、手段、过程理解规划）；规划师从建筑师、专业人

月邀请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的克劳斯 · 昆兹曼教授来我校演讲，

[15]

① 笔者在文章中也谈及面对当下状况规划工作者可能的实践路径：
“重新回到‘使用价值’
（摒弃完全追求‘交换价值’的观念）、回到对‘日常生活’
的关注、提倡专注和‘匠人精神’
（以及在此中得到的满足感和自我认同）；或者回到小群体社区当中（在相互间更紧密的关联中——却亦即
意味着一种限制——获得稳定感）
、在快速变化中维持相对慢的实践等主张，是些思考者提出的策略。这些策略是局部的理性，可能短时可行，
来应对当下与不远的将来的问题，以获得在‘流动的现代性’状况下的身份认同和意义。它们既可以是空间规划的实践路径，来应对当下的各
种问题 ；也可以是空间规划者（既作为社会人又作为专业人）自身实践的方向，以减少煎熬着的焦虑和无助。”[8]135
② 如赵燕菁的多篇文章，探讨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的城市规划。

84

2019 Vol.34, No.4

杨宇振

私底下聊天时谈到弗里德曼在庆祝 90 岁生日时，开玩笑说持
续学习和研究到 90 岁已经够了，该休息了。很遗憾 6 月间就
听到弗里德曼教授去世的消息。黄鹭新同志是国外城市规划学
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年会能够持续多年成功举行，是他和团队
共同努力的结果。记得他充满活力的模样，也十分愕然他的突
然去世。笔者想来，对于逝去学者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阅读他
们的著作、文章，从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获得启发和思考。
另外，要感谢两位审稿人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意见，使我重
新审视文章并深化了部分内容的讨论 , 并修订文章题目，使得
题目更加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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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主义政府成了全巴黎所有房子的合法业主，

尔度过一个冬日，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裸露在外，人们穿

它就会把所有的房子都交给建筑师，下令建设拱廊街……社

上轻便的衣服和漂亮的鞋去剧场和歌剧院，不用担心泥泞和

会主义政府委托建筑师完成这个使命，它相信建筑师能够

寒冷，不会溅他们一身泥，不会脏了他们的鞋，也不会让他

完成这个使命。建筑师打通每一幢房子二层临街一侧全部

们着凉，这一切多么富有诱惑力啊，以致在法伦斯泰尔度过

房间的隔断墙，这样，就有了一个廊道，它的高度和宽度

的这一天就足以让我们讨厌我们的城市和城堡了。如果法伦

与一般房间一样，整个长度为一个建筑街段的长度。在那

斯泰尔真的变成了现实，可以挡风避雨、冬暖夏凉的廊道就

些比较新的街区里，相邻房子的楼层高度大致一样，可以

价值连城。廊道的房地产价值……会比其他相同规模的建筑

在一个高度上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廊道……但是，在那些

物的价值高一倍。”

老街，楼层必须精心提高或降低，那里的建筑常常要做改造，

“傅立叶本人天真地认为，法伦斯泰尔本应出现在梭伦

或者让楼层陡一点，或者有些部分用楼梯连接起来。当各

（Solon）和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希腊，但是，这个

个街段建筑物二层都用廊道连接起来，本来孤立的建筑物

社会国家姗姗来迟了，而它的迟到会让它在问世时更加辉煌。

就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全城。只要在每个街

虽然拱廊街起源于若干商业目的，但是，对于傅立叶来讲，

段之间建起一个有屋顶的过街天桥，就可以建成全城的廊

拱廊街变成了居住地。法伦斯泰尔变成了一个由拱廊街构成

道网……过街天桥一样，当然，过街天桥要长多了，可能

的城市，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这个由拱廊构成的城市一直

要横跨许多大街、广场和横跨塞纳河的桥梁，最终，人们

吸引着巴黎人。1869 年，傅立叶设想的‘道路—画廊’给

能够通过拱廊走遍全城，不会淋雨晒太阳。巴黎人一旦真

穆瓦兰的《2000 年的巴黎》提供了一幅蓝图。城市采用的

的尝到了新廊道的滋味，他们一定不会再想在老街上迈步

结构让城市以及那里的商贾和百货公司给闲逛者提供了一个

了，他们常常说，那些路是给狗走的。”（托尼·穆瓦兰 [Tony

装饰最好的闲逛氛围。”

Moilin]，《2000 年的巴黎》）
雄安新城毕竟地处北方地区，不同于深圳和浦东，确实
有可能成为傅立叶设想的冬日的法伦斯泰尔。“在法伦斯泰

注 ：文中所有引文均源于《拱廊街计划》
（Das Passagen。
Work,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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