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新型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再思考

A NEW URBANIZATION RETHINKING THE CHINESE URBANIZATION MODEL

ISSN 1009-7163 CN11-4557/GO

9 771009 716056

2013年6月 第58期

58

读编往来·Reader's Mailbox

ISSUE

在线互动·Online Interactive

57

官方网站 http://www.urbanchina.com.cn
栏目邮箱 00urbanchina@vip.163.com

内容选登 http://www.abbs.com.cn/uc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rbanchina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rbanchina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urbanchina

本栏目邮箱改为00urbanchina@vip.163.com，并接收问询、建议、求职简历、订
提示

本刊淘宝店有售每期新刊和多期过刊
http://shop68026442.taobao.com/

阅新旧刊等邮件，欢迎读者们与编辑部联系。
本刊微信公众账号

@桂城规魏鹏涛：在学校时，我经常买《城市中
读者评刊

@城市中国：#新刊发布#本期漫画解读：规划师x建筑师，从仪表着装、语言特点、书架摆放、外在气质、工作
习惯等方面，刻画二者因职业不同而引发的多米诺。在捧腹大笑中，想想漫画中的人物几分像你！
4月16日 15:57 转发(42)评论(3)

城市本身就包含着资本的冲动，在这个环境下，政府也包含着资本的冲动。作为乙方的规划

国》，工作后，我自己订阅着这本杂志。这本杂

者，必然能感受到甲方对资本的追求。所以，规划的起始点就是扩张式的蓝图，甲方当然希望

志的好 处 是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图解 城 市 规

按照最大的饱和量去规划。但是，现实中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矛盾丛生。规划者们真的应该意

划的核心问题、热点问题，不像《城市规划》、

@刘朝晖：@苏运升 @冯凡，躺枪否？

@Shelly丁丁：才知道EASON是读建筑的。

识到，你在图纸上的一笔一画，落在地上也许就是一个庞大群体的生计和命运。如果你想大

《城市规划学刊》那么学术化，语言晦涩难懂，

@试了好多个之后：左边的规划师似曾相识啊！

@找春天的小小黄：求女性版本。

展拳脚，如果你当成创意来玩，这的确是根本性的错误。在这个体制里面没有利益的制衡，利

让 人读了半天，发现 原 来 是讲 一 个很小 的问

害相关的平民百姓只是被“规划”的群体。规划师就算无奈，我们也可以理解。但请谨记，
“保

题，好像故意要把一个东西神秘化、妖魔化，

@陈大大雄：其实我觉得这些才叫学过设计，这

@郑咔嚓：建筑师爱cult。

守”是中国规划师应有的意识。

故意让人看不懂。

些才叫设计师。
@猫猫喵同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Doris 广州

憔悴”……精辟！

047期第7页，中原经济区四大板块图中的“汉阳市”应为“濮阳市”，感谢读者Kowalski纠错。

规划者说

纠错

中国当代规划师的困惑与憧憬
本期课题是国内媒体首次将视野聚焦

056期第23页，左列第一个字应删去。第55页，右列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三行，
“环境河”应为
“环境和”。第64页，右列第二段第二行，
“每达99户”应为“每层达99户”。第76页，图注2
和3应互换。

@城市中国：城市高密度VS低密度，北京VS香港，
很不 错的一篇博 文，讲述 身 边的事，反 思 城 市给人

@肖喜学：发表了博文《如何在高密度城市中

划师这个职业推向了前台。中国规划

乡规划设计院2007年改制更名）”应为“（原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2007年改制更名）”。

生存？》-香港人从不讳言称自己的地方为“弹

师出身背景多样、学识 广阔、门类 众

057期附赠海报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师资饼图应为教授6人、副教授11人、讲师22

多，与他们的对话有利于观察不同人

人。李京生先生所在点标应指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自2006年起有城乡规划学博士点，

群对城市发展的态度，并深入关注中

应有黄色彩条。特此更正，并向西建大读者师生致歉，感谢段德罡、贺建雄、朱菁等学者的纠

zThurnp

国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石

错。图中其他信息核对中，欢迎其他读者纠错。

3月28日 01:19 转发(163) 评论(15)

楠、张庭伟、约翰·弗里德曼、林澎、

057期第126-127页，文章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创作研究所徐璐，文章原标题为

尹 稚、周 俭、杨 保 军、王富 海、刘 泓

“记南浔丝业会馆的重生”，责任条为“文/徐璐 编辑/袁菁 图片/朱骞”，特此更正，并向作者

志、侯百镇、唐曦文等国内外规 划师

声明致歉。
“2012月18
057期第142页，《“海派文化的‘后花园’—上海天平社区的前世探源》一文，
日”应为“2012年12月18日”。

@漫画老猫：形象上与某些老师的吻合度颇高。
@我很羸弱：你就是我手底下做酱油的~yeah！
//@肉丸店老板：@我很羸弱

推荐！

057期第50页图解，2002年第19列，广西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城

划师的职业发展和生存状况。

牛生：我显然是建筑范儿，离规划还遥远。

圈不可少”……感冒好不了！

们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给关注城市发展的朋友们

于这个政府身后的群体，并将城市规

和规划管理者在本期中谈中国城市规

@拓宇：按这样子说我两者兼备啊。//@十干午

@骨头汤滚烫烫：“箭头很重要，方块是个宝，圆

丸之地”，事实上，香港的陆地面积只有1108平
方公里，相当于北京16400平方公里的6.8%，
大致与一个顺义区或大兴区相当。http://t.cn/

3月29日 15:18 转发(28) 评论(5)

@ZCPlayer：谁更幸福？
@姚栋_DV：作为公共产品的住房与优美的
自然环境，这个才是香港活力的重要源头。高
密度，更多地是地理条件、政府与开发商间平

城市爱好者当多读书、广读书，社科类、设计类、文学类和生活类书籍都应涉猎，
寻觅佳作请访问城市中国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urbanchina/

《巴黎 神话》
作者：[法]帕特里斯·伊戈内
译者：喇卫国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售价：68元
简介：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与新思想
的发源地，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以
及奥斯曼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造，仍
传承着现代城市的丰裕文化。本书用
神 话 学 的 方法 阐 述巴 黎 的 社 会文化
史，刻画了这座城市的繁荣与衰退。

衡的结果。
《留住手艺》
作者：[日]盐野米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售价：35元
简介：日本民艺大师盐野米松的纪录
片式大作《留住手艺》增订再版。这
本书是盐野米松历时30多年，走遍日
本踏访传统手工艺匠人，记录16种日
本民艺精华，编辑的一本信息量极大
的著作。本书也展现了民艺在工业化
冲击下的濒危命运。

《民间影像》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5月、2013年1月
售价：均为58元
简介：本系列是由民间影像编委会编
辑、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及
杂文丛书。丛书以第一手的历史影像
为线索，呈现一个个历史片段，强调
细 节、强调 过程，关 注日常生 活。建
筑、人物、事件，工作、学习、生活、
家庭、师友，点 点滴滴，呈现 鲜活的
民间生活场景。

@城市中国：麻将的新用途。
@Z LC_Plan：高密度，低密度，各有利弊
得失，而且主要是说城市外在表现，本无优劣

@arch梦想_在路上：麻将的另一个用途！！我在:http://t.cn/zYgNkdf

高下。城市发展是历史、制度、经济和文化的

3月17日 23:22 转发(3404) 评论(210)

混合体，若说反思，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一国两
制背景下城市管理的巨大差异。
@QDDAzure：新加坡表示鸭梨很大。
@ J e S o n _Wa n g：完全不同的城市化 模
式，很有趣。

《我不可告人的乡愁》
作者：林俊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2月
售价：35元
简介：本书作者林俊颖曾从业于台湾
媒体，曾与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编辑
《三三》杂志。作者以自己做房地产
经纪人的经历作为原本，写了一个叛
逆的城市工蚁的生活历程，诠释了一
个在现代化飞驰的时代，不屈服于都
市洪流的灵魂。

004

《希腊人》
作者：[美]罗伯特·B·科布里克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年2月
售价：39.80元
简介：这是一部以历史中的个体为核
心 的 古 希 腊 世界漫 游 指 南。本书以
历史发展顺序为主线，覆盖范围从荷
马时代到希腊化时期，将历史事件作
为呈现希腊人真实面貌的背景。书中
大量引用希腊诗歌、史料、法庭辩护
词，让人物尽情诉说自己的故事。

《终于尝到真滋味》
作者：叶怡兰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售价：48元
简 介：作 者 叶 怡 兰 是 著 名 旅 行 美 食
家，曾任杂志编辑，著有多本旅行和美
食类书籍。对很多日常忙碌的人来说，
有时间出去旅行，玩一路、吃一路，绝
对是能让时间效益最大化的行动。本
书分七章，介绍了日本、东南亚、意大
利等地旅途中不可错过的美食。

@范灯英：在高密度、紧凑型的都市中，上帝
不能给大家宽裕的房子，但为大家打开了一片
更大的天空，让人们走得更远，看的更多。相
反，上帝让人们享受宽敞的个人小空间，就要
让他们忍受拥堵的交通、污染的空气和低劣
的公共服务，其实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这只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已。

3月20日 11:56 转发(46) 评论(1)

@迁墨客：赐哥一副吧，不用做模型了。
@阿灰小炮灰：可以的，以后不割泡沫了。
@项伊晶strawberr y：额，这都可以，层线特
别明显啊，哈哈。
@五角星97：办公用品，公司必备。
@ C e l i a - 傻 x i x i：终于 知道为啥 打麻 将叫砌
长城，因为麻将蕴藏着中国千古建筑师的无数梦
想！是中国的的lego！
@Eason_ yc：真正的3D实景草图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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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 XU Wei[U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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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uan[U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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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an [ Chengdao Porperties Consultancy ]

未来城市 In City

佚人营造
中国乡村新民居实验

‘CITY’, ‘TOWN’AND‘VILLAGE’,
THE FADING SIGNIFICANCE OF SOCIOLOGY

房产智道 Real Estate Review

94

DANI ARTIST VILLAGE IN QINGDAO

中美城市发展模型比较

边走边看“国五条”，政策到底能帮谁？

26

崔国[城道顾问]
Gehry [ Chengdao Porperties Consultancy ]

中国式造城管窥中国城镇化路径
CITY-M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CHINESE URBANIZATION PATH

青岛蓝莓基地
BLUEBERRY FARM IN QINGDAO

王伟（北京）
WANG Wei（Beijing）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KUANG Xiaoming [ 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

18

62

NEW URBANIZATION:
THE ACTUALIZED LOGIC OF CHINESE DREAM

NEW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AUTIFUL CHIN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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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
NEW URBANIZATION

VS

态度-角色-转变

ATTITUDE, ROLE AND TRANSITION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 徐伟[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 XU Wei[UCRC]

一种角色：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就现实情况进行研判，也存在两个明显的
问题。首先是城市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单边发展的道路，城市间资源和功能的调配显得极不均衡。其次表现为在城市化
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在形而上的考虑之外，并没有为农民真正转变为市民提
供更多的机会。
“新型城镇化”中的“城镇”正是在反思过去城市化道路后，在角色转化层面所做的一种更
深入的统筹。
城镇化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和人两大问题，
“城市”对应这两项任务显得过于沉重，而当把大量的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纳入我们的考虑范畴时，这种进程就可以以一种更加从容、分阶段的道路自然转变。未来的“城
镇化”，是在“城市化”基础上的一种更均衡、更细致的考量，不但给近邻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在应
对户籍、土地流转等问题时，可以采取一种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以调动多个主体的积极性，实
现区域的全局发展。当世世代代以农为业的人们不需要一步到位地从农村进入大城市时，他们的生活方式
变革就能够更加健康有序地展开。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农村非农产业以及

在西方人看来，城市并不是好东西，这可以追溯至旧约《圣经》以伊甸园为世上乐土而以富裕的所多玛

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与蛾摩拉城为淫恶之渊。这种反城市的意识，工业革命后随着当代大城市的出现愈演愈烈，贯穿在西方近
现代文学、社会学以至城市规划理念中。
“花园城市”等一系列的畅想，旨在寻求一种折中而又富有诗意的
出路。具有特殊意味的是，在“花园城市”理论诞生后的一百年，古老的华夏文明发源地正经历着一场世界
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运动，而且注定旷日持久。
新世纪的头十年，这场城市化运动在疾风骤雨中展开，随即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更快的实现城
市与农村的平衡与博弈，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解读以十八大报告为风向标的政策可以发现，未来五年，
一种从态度到模式的变革将随着“新型城镇化”词眼的产生而全面展开。

一种转变：持续
“新型城镇化”的“化”，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趋势，但是更体现着一种执行力和自律感。这是一项长
效的政策，需要持久的推进和不断的修正。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内的城镇化经历了“苏南模式”、
“温州
模式”、
“深圳模式”等一系列的发展类型，这些模式都是由各地区适应性催生的，具有特定性和历史的必
然性，这其中也能提取出未来城镇发展可以借鉴的模式。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当落位到国家政策层面，一
项政策的实施也需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地区对于政策的实施会有不同的措施
和回应。
“转变”是一种精明的转变，是一种持续的转变，是一种负责任的转变。态度是引，角色是因，转变

一种态度：效率
文明的衍伸、发展和传承依赖于价值观和处世哲学的系统体系，这体现了民族对于世界的态度。改革
开放以来，
“速度压倒一切”的硬道理体现了从1980-2010年三十年间的城市发展哲学，以“铺开状、散点
型、工业引领、跃进发展”的“城市保卫农村”逻辑，建构了一套城市粗放发展的方法论。毋庸置疑的是，这
种思维对于拉动内需、完善基础设施框架、实现人口导入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在新的时期，土地低效利

是本。
对于“新型城镇化”这么一个巨大的命题，本刊并未沿用宏大叙事的逻辑，转而从五个字的本体入手，
提取了“新型”、
“城镇”和“化”三个词眼，转化为“态度”、
“角色”和“转变”三种叙事逻辑，以关键词的
方式导入，通过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和普通居民的思考，去探索中国未来应对“新型城镇化”可能遇到的机
遇及挑战。在城镇化发展的历史长卷中，重在执行，意在转变，贵在坚持。

用、环境资源恶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城市发展方式亟待“破题”。这个题的着眼点，就在于先破“态
度观”，一方面是集约，以紧凑、有机的思维重新审视城镇空间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是高效，站在全局层面
审视城镇发展，有力使在刀刃上；最后是调配，从资源平衡、区域协调的角度思考问题。以这三种态度换位
思考，才能带来土地、人口和城镇发展方式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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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要做的是 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安排公共服 务

照每平方公里接纳1万人的城市建设用地人口承

和配套设施，而不是继续大搞土地蔓延的开发建

载量估算，应该承载2850万人口，但是上海现在

设。解决这个问题以后，50%的城市化率就是真

的常住人口是2300多万，超限使用的土地达500

实的。再谋求增量发展，向2030年左右达到65-

多平方公里。最后，制度安排以及配套政策严重

70%的城市化率努力。

滞后于人口增长和土地消耗。

能真正转化为城市居民的现实共同存在。您如何

Q：从政府执政目标和学界观点来看，您认为新型

人口增长没有土地消耗快，二是人口要进城制度

看待这种局面？

城镇化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应有怎样的内涵？

不匹配，体制抑制了人口进城。新型城镇化要解决

Q=城市中国 A=诸大建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The Conno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Q：数据显示，在2012-2013年之交，中国城市化
率首次超过50%，但这个数字与大量流动人口未

从整个球体来看，有两个滞后局面。一是城市

A：正确地理解新型城镇化，应明确其核心内涵是

这个不匹配问题。以2010年为基点，研究到2020

人的问题，人口进城并稳定下来成为市民，而不是

年如何走出这个局面。我认为，好的城镇化就是三
制度安排

简单的常住人口比重升高。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扣除16%的流动人
口，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人口城市化滞
后于土地城市化。过去30年，我们都把常住人口
增长视为城市化率提高，现在发现这是泡沫，两

进城人口及相应的公共服务
土地空间和
资源环境消耗

部分匹配，完整地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球体。

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创新
New Urbanization With Green Innovation
Q：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土地空间和资源消耗的
匹配？与当前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新型城镇化

亿多常住人口没有真正变成城市居民，没有享受
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继续走旧的城市化

A：可以用一个球体来表示当前的城市化。球体分

应带来哪些创新？

道路，城市化率达到60%都没有意义。

成三等分，下部表示土地空间和资源环境消耗，中

A：总的来说，新型城市化的方向，是减缓土地城

区 别 于 过 去 3 0 年 的 发 展 模 式 ，在 今 后 的

部表示进城人口及相应的公共服务，上部表示制

市化的节奏，加快人口城市化的节奏。以上海为

10-20年当中，首先把两亿多常住人口变成真正

度安排，如图所示。首先，过去30年城市占用的

例，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要能够在2850平

的城市居民，符合李克强总理谈到的新型城镇化

土地空间和资源环境的消耗是超前的。目前全国

方公里建设用地不增加的情况下，促进人口增长与

的具体含义。国家发改委做过测算，认为一个农

耕地保有量已经逼近18亿亩红线。其次，人口进

安居乐业，到2020年达到2850万人的城市规模，

民进城变为市民需要10万元左右的投资，为解决

城及其得到的公共服务滞后于土地消耗和空间扩

实现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相匹配。从全国情

其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需求，10万

张。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的增长率与人

况来分析，需要强调从大到小、紧凑发展的四个战

元乘以2亿人就等于20万亿的投资潜力。如果进

口进城的增长率之比远远大于一，说明中国城市

略：东部集聚、城市集群、生态包涵、垂直城市。

一步加上增量农村人口进城，投资就需要更多。

的土地消耗比人口增长要快得多，这种城市化是

第一，东部集聚。雅安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

这是城市公共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型城市化

土地导向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导向的城市化。例

裂带，处在著名的胡焕庸线上。胡焕庸线是中国

与旧的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区别。传统的形态研究

如，上海的建设用地已经消耗2850平方公里，按

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按照这个理论，不应该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向以大拆大建为代表的盲目追求建设开发量的旧城市化模式告别。（摄影／朱骞）
The proposal of new urbanization says goodbye to the previous urbanization model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ss
demoli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blind pursuit of development capacity.（photos / Zhu Qian）

如何走向更好的城镇化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
济责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济大学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
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
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

访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

HOW TO REALIZE BETTER
URBANIZATIO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U DAJIAN
OF TONGJI UNIVERSITY

新型城镇化这个话题吸引着关心中国城市发展的各方
人士。从词源上看，新型城镇化和此前的新型城市化
很容易混淆。新提法的重点是为了解决人如何在城市
中长久居留的问题，需要集中多方智慧，更多着眼于
制度设计层面，跳出城市规划的话语体系，从多学科

采访／佟鑫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向以大拆大建为代表的盲目追求建设开发量的旧城市化模式告别。（摄影/朱骞）
Interview
/ Lisbonurbanization proposed, to bid farewell to the old model of urbanization major demoli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new-styl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blind pursuit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hotos / Zhu Qian)

研究的角度去分析，创造共同发声的环境。单纯追求
提高城市化率，走粗放型的增长道路，或以抽象的提
法替代实际的变革都不可取。本刊专访同济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谈如何正确理解新型城镇
化，为中国城市的下一步发展选择合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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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6日，贵阳火车站迎来元宵节后返程客流又一高峰，处处是拖家带口的旅客进站上车。返乡农民工是主要的春运乘客，
他们期待真正变成工作所在城市的居民。（图片／东方IC）
February 26, 2013, Guiyang Railway Station saw in another peak of returning passenger flow after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re are families and travelers everywhere. The majority of passengers were those migrant workers,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the real citizens of the city. (photos / 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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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认为在制度方面应该有哪些突破？

工在上海打工并且居住，他在老家的有关资金就

A：中国解放以后建立起来的人口血统论抑制了

应该转移到上海来，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

现在的农民进城，表现为三大制度障碍。一是户

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显然，事权与财权不匹配，

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财税制度。这三个制

就无法为新型城市化创造制度条件。可以有两种

度导致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三个最大的问题：一是

改革政策的选择，一种方案是在中央控制财权的

城乡之间不平等，二是公私之间不平等，三是等

情况下收回事权，中央提供相关服务；另一种是

级之间不平等。中国的户籍制度创设于1950年

在事权由地方负担的情况下，中央把财权交给地

代，1958年真正确立，当时搞大跃进，城市没有

方。我个人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事权是

能力支撑太多的人口进城，就搞了户籍制度，后来

不一样的，基层更了解情况，中央很难了解，因此

越来越严，变成一道屏障，把农民挡在城市外面。

最好是事权、财权都归地方。这就是财政与制度

户籍制度的关键是其上附加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相一致的城市化。

障的差异。所以，废除户籍制度就是废除不合理

这三个制度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伤筋动骨的改

它们的变革都要触碰利益关系，这是新型城镇化

革，不太可能在全国一下子全面推开。可以做的也

需要攻坚的问题。

许是，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由小城镇到中等城市
再到特大城市逐渐推进，第一步先放开小城镇的
户籍，第二步在中等城市逐步放开，然后在北上广
等大城市根据居民居住的年限分批放开户籍。
现行土地制度也是1950年代确定的。解放后
郑州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引下站队。子女教育是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之一。（摄影／朱骞）
Kindergarten children in Zhengzhou are queu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Children’s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ublic services that migrant families should enjoy in the city. (photos / Zhu Qian)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
Bottom-Up And Top-Down Combined
Q：浙江的一些小城镇，容貌整洁、景观宜人、收

土地改革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到农民手里，有

这些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

利于农民发挥积极性。但是此后过早地把农民的

A：前面说过，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两

土地集中起来，搞合作社化和人民公社化，变成了

种有代表性的模式。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自上

化了，反而掩盖了真正应该强调的生态城市的空

Q：对已经进入城市但并未实现身份转变的常住

公有制。改革开放之后才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农

而下的发展模式，行政力量很容易推动，资源也都

雅安地震，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有城市在继续发展，

间关系。城市中三种空间的关系应该有如下规律：

人口，应采取哪些公共政策，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民致富和改变生存状态的第一桶金就是土地，可

相对集中。大多数新城属于这样的模式，但是稍稍

很多山区公路修建于汶川地震以后，这是违背发

生态空间规模最大，社会空间规模居中，经济空间

中，促进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以用来解决就业、社保等问题，使晚年生活有所

观察，就可以发现新城从农地上拔地而起，依赖产

展规律的。资源环境条件告诉我们，中国不是全

应该规模最小；同时生态空间包含社会空间，社会

A：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居住、

依靠，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一级市场垄断

业项目，往往占地很大，但是缺乏人气，结果成为

部国土都可以用来发展城市。麦肯锡2010年发布

空间包含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包含居住、休闲、交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在半拉子城市化背景

收购农民土地，低价收购、高价开发，即所谓土地

土地城市化的一种主要类型。例如，上海临港新

报告称，中国实现70%的城市化率将有共计10亿

通等功能，经济空间包括工业园区、商业园区等方

下，农民工进城打工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财政，损害了农民应有的利益。要害问题是土地

城是在空无一人的土地上建设了10年，投资1000

人进城。这些人的大多数应该进入胡焕庸线以东

面。现在很多城市发展是以经济空间最大化同时侵

过年都回到老家，循环往复，过着飞地式的生活。

能否市场交易，使其财产性收入归农民所有。现

多亿，规划目标到2020年是80万人，但是现在的

的城市集中发展区域。

占生态空间为特点的。很多以生态城市名义指导发

大量的农民工应该进入哪类城市？现实矛盾是：大

行的土地制度抑制了土地要素流动，农民兄弟的

常住人口包括大学生在内也只有3、4万人。在中西

第二，城市集群。具体探讨胡焕庸线以东的城

展的城市，操作中都名不副实。城市的土地空间经

城市公共服务好、就业机会多，但是户籍放开不容

财产得不到保值升值的机会，这是公私之间的不

部，很多新城的产业发展状态很差，房地产开发过

市应该以什么形式发展，从生态文明的观点看，我

济价值当然很大，如果把土地都变成水泥地，产业

易。比如上海的教育、医疗、就业条件比较好，农民

平等。土地制度创新，要成为农民创造财产性收

猛，大量房屋空置，本地没有好的就业岗位和公共

认为孤立的特大城市观点和孤立的中小城镇观点

附加值当然很高，但城市就不是宜居的了。所以不

工喜欢，但是农民工子女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一

入的来源，使其有能力在城市中解决居住问题和

服务，城市的失败几乎已经成为事实。

都不适合中国。经济学家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去研

能单纯从经济的层面去考量城市发展。

些上海人就发出了反对呼声。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其他相关问题，真正摆脱农民身份变成市民。现

另一种是小城镇自下而上逐渐成长的发展模

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购买公共服务的投资被稀释，

在有一些试点，包括嘉兴模式、成都模式、重庆模

式，有市场推动的特点，它的难度在于发展到一定

享受不到以往那么好的公共服务水平。

式、广州模式等。

程度以后，没有重大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

究，一般强调发展孤立的特大城市，认为人口越多

第四，垂直城市。城市规划有功能混合的概

越有利于集聚，对社会发展变量和资源环境变量

念，这不仅是一种形态上的概念，更应该强调是

考虑较少，比如提出上海应该做到3000万甚至更

一种生活质量概念。因为功能混合的城市既节约

另一种选择是去中小城市。现在有人大力呼

城市当然有等级，但是中国的城市不是按照

推动，难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吸集更多的人气。

大的规模。环保学者强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认

土地空间，又能创造更高的生活质量。我一直认

吁建设小城镇，但实际上农民工不太愿意去，小

经济能力分等级，而是在按照行政资源分等级。

改革开放后的所谓苏南模式就是这种类型。由于

为大城市模式有严重的城市病，不可持续，中小城

为，如果说世界是平的，那么就应该强调城市是尖

城市很容易落户，但就业机会少，社保条件一般，

从北上广等直辖城市依次往下到副省级城市、省

小城镇的人均占用土地高于大城市，往往没有规

镇才是首选。我的观点是中国不可能搞孤立的城

的，需要通过功能混合、立体发展提高城市发展

医疗和教育条件跟大城市相比差距太大。我认为

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

模经济效益，因此也容易导致另一种类型的土地

市开发，简单地说中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是

的效率和效益。例如，我们应该重视地铁、高铁等

存在第三条道路，就是在大城市旁边发展中小城

获得的政府资源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条件好。

城市化。

不合适的。未来3-4亿增量人口，如果都进入中小

轨道交通站区上盖开发的战略意义。我们现有的

市。这些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依托，户籍容易解

这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是按照行政的力量来

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模式中，浙江也许是发

城镇，其就业能力、公共服务、投资需求和环境压

城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城际轨道交通车站、高

决，同时又可以得到大城市公共服务等的辐射，能

配置资源。体现在财税制度上，就是新型城市化

展比较好的事例。这些小城镇先是依托市场化的

力都将不可想象。最好的模式是以特大城市为中

速铁路车站等，常常孤零零的远离居住中心和城

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这应该是解决未来十年大

如何解决2亿常住人口的市民化投资。目前的制度

块状经济发展起来，然后与能级大的上位城市之

心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城市集群模式。中国

市中心。而日本的城市发展却形成了地铁、高铁等

城市人口过度密集问题的一个方向。对上海而言，

性问题是中央有财权、地方有事权，基础公共服

间形成网络状的联系，成为一个大型城市区域的

需要建设7-10个城市集群，如果平均规模1亿人左

轨道交通为中心的城市综合体，其中包括就业、

市中心再怎么做大也无法承载这么多进城人口，

务由地方提供，但有关资金却由中央掌控。当各地

组成部分。因此，我的基本看法是，自上而下的政

右，就可以满足7-10亿人的城市化需求。过去30

购物、休闲、酒店、换乘等功能，一个综合体可以

就需要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溢出到

仅仅按照户籍人口的规模规划、建设和提供公共

府推动应该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结合起来，在

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的发展，展现了

服务二十多万人，也节约了土地。如果我们对每个

嘉定、松江等周边二级城市，这些城市比小城镇和

服务的时候，就出现了常住人口得不到公共服务

大城市一小时快速交通的范围内，把有一定人气

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匹配的集群模式，符合

站点的开发都应用这套思路，实现交通、居住、购

乡下的条件要好，制造业工作岗位多，购房和消费

的空缺。实际上，与人口有关的政府服务和资金应

的小城市做大，也许是比较合适的道路。这是包

十八大确定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原则。

物、就业四种功能一体化，城市的土地就可以有

成本更低，这些城市也会因为农民的进入而逐渐

该随人口一起转移，流动人口到哪里，相关的中央

含以上两种模式有利因素的第三种道路。上海旁

非常可观的节约效用。

发展起来。

资金包括转移支付就应该到哪里。如果一个农民

边的昆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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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售价：32元

The New-style Urbanization:
choices and paths

Author: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Publishing House: Truth & Wisdom Press
Publishing Year: 2013
32Yua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课题，邀
请来自全国各地多个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目
前情况下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报告包括总报告和九
个分报告。总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坚决推行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是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以转移农业人口的市民化为重点、追求公平、着眼于转型
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

入水平也较高，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您如何看待

把更多城市布局在胡焕庸线以西。从汶川地震到

第三，生态包涵。目前，生态城市的概念被泛

《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

《空间的力量》
作者：陆铭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
售价：35元

The power of space

Author: Lu Ming
Publishing House: Truth & Wisdom Press
Publishing Year: 2013
35Yuan
本书运用空间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区域发展和经济
增长方式，将地理因素作为决定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核心因
素，并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作为扭曲城市发展和城
市体系形成的力量。本书提出，通过土地、户籍等一系列制
度变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自由流动，能够使区
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

《新政支点》
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4期

The fulcrum of the New Deal
Caijing China's reform Magazine
4th.2013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研究员撰文指出，要
使中国城镇化“去伪存真”，提升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和相应
的城镇化发展质量，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贾康、丁元
竹等专家在关于温州改革创新发展的笔谈中指出，深化政
府改革、促进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在深化城市
发展、推动转型方面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033

中国式造城
管窥中国城镇化路径
CITY-M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CHINESE
URBANIZATION PATH

黑龙江
2013.04 黑龙江
国家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吉林

资讯／丁馨怡 + 张宜轩 + 车洁舲[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设计／许天宇[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 刘恒+宗瑞
Info / DING Xinyi + ZHANG Yixuan + CHE Jieling[UCRC]
Design / XU Tianyu[UCRC] + LIU Heng + ZONG Rui

“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因后者有利于拉动

2009.08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沿边开发开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2012.12
天山北坡经济带
向西开放门户

新疆

地方经济和增加税收，故地方政府更愿意优先实施土地城市

辽宁

化，并辅以失地农民进城、行政区划调整等被动式的人口城市

甘肃

化措施。所以城市规模扩张往往是政府预先设定，而非由产业

2009.07 辽宁沿海经济带
中国沿海地区新经济增长极

河北

内蒙古

扩张来推动。因此，从“中国式造城”一定程度可以探寻中国城

2006.05 天津滨海新区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镇化的路径。
1999年高考扩招始，中国许多大学采取“扩招— 扩建—再

2010.03 青海省柴达木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

扩招”的普遍运转逻辑。大学城成为地方政府城市经营思路下

青海

进，以及住房制度改革带来的商品房市场的飞跃式发展，全国

2010.12 山西省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0.12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宁夏

拉动城市经济的“新项目”。进入新世纪，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

2009.12 甘肃省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

等各种新兴城市形态不断涌现，并更多地承担了大城市空间结

陕西

构的重构的角色，成为实现区域快速增长、重塑大城市竞争力

四川

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的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

山东

二、三线发展阶段的16个城市，从新城、大学城、生态城、中央
商务区、智慧城等不同新兴城市形态的占地面积、启动开发建

重庆

湖北

2013.04 嘉兴市嘉善县
科学发展示范点
2011.03 义乌市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2007.12 武汉城市圈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9.1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

设时间来分析城市扩张规模和时序，探寻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湖南
贵州

2005.06 上海浦东新区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安徽

2011.12 湖北荆州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011.02 重庆沿江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由于本图所列新兴城市形态规划范围变动较大、启动建设时间统计口径不同，
本图所列信息可能不完整，仅供参考。）

2013.02 昆山市
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

江苏
2010.01 皖江城市带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013.03 四川广安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中阶段特征和过往总体路径。

2011.06 江苏连云港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

2013.03 郑州市
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

2007.06 成都市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06 重庆市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验区、37个其它门类试验（示范）区及获批时间。选取处于一、

2011.01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2012.11 中原经济区
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河南

西藏

本图呈现国家战略中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

2009.12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2012.05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山西

2013.03 甘肃白银-兰州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009.06 关中-天水经济带
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

范围内大学城、工业城、新城、生态城、金融科技城、智慧城市

的工具。

2010.04 沈阳经济区
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浙江

江西

2012.09 福建省
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

福建

云南
广西

2011.01 广西桂东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008.02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2012.07
赣南（原中央苏区）
全国革命老区扶贫
攻坚示范区

广东

2012.03.28 温州市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2009.05 海峡西岸经济区
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

2007.12 长株潭城市群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1.01
湖南郴州（湘南）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011.02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

2011.11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台湾

2012.12 泉州市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2011.12.21 厦门市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2.07 珠江三角洲
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
2009.05 深圳市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12.07 深圳前海
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南海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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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2009.12 海南国际旅游岛
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试验区

2011.08 广东省
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
2009.08 珠海横琴
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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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沈阳

《北京十一个新城规划（2005—2020）》规划11个新城，承担疏解中

沈阳市“十二五”规划提出依托蒲河新城、新城子新城、法库新

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的任务，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

城、康平新城、铁西产业新城、近海新城、浑河新城、细河新城、

地区。
“十一五”期间全面启动顺义、通州和亦庄三个重点新城建设。

沙河新城、永安新城、胡台新城、新民新城等推进沈阳经济区

总体上，11个新城在2008年以前为前期准备阶段，2008年以后为全

建设。康平新城将建成辽北地区最美丽宜居的县域生态样板城
市。永安新城欲打造沈阳市的装备制造配套产业基地、工业物

面启动阶段。
/智慧城市

北京长兴国际生态城是北京第一个生态城。2007年起规划，2011

流基地。胡台新城将建设东北最大的包装印刷产业基地。辽中
近海新城2010年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沈

年开建。门头沟“中分生态谷”是包括25座展览馆和会展中心的“数

抚新城地处沈阳与抚顺接合部，为沈阳经济区同城化发展的先

字、低碳、生态”的新兴城市，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城”。
/智慧城市

东方大学城位于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1999年10月奠基，是“中国

导突破区。浑南新城定位为2000万人口城市圈的中央商务区。
2013年浑南新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区试点名单。

大学第一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提出建设北
京商务中心区的战略构想,1993年《北京市商务中心规划》规划朝
阳CBD范围，1999年《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朝
阳CBD约3.99km 2的范围，2000年启动建设，2009年实施东扩约
3km 2。2013年未来科技城和丽泽商务区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名单。

天津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规划建设11个新

上海

城。其中，汉沽新城和宁河新城要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共享，共
建芦汉新城。蓟县新城定位于“文化古蓟州、京津后花园、健康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规划11个新城，是以区
（县）政府所在城镇或依托重大产业及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发展而成

产业城”。

的中等规模城市。

2013年中新天津生态城、津南新城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

1996年,国务院提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配合洋山深水港建

区试点名单。京津新城位于天津市宝坻区, 是一座现代化国际移

设实现港、区、城的联动发展，临港新城2002年启动建设。2012年

民卫星新城，起步于2001年，正式建设从2003年开始。滨海新

临港新城主城区正式更名为南汇新城，规划面积约为74km2。

区中心商务区主要包括响螺湾商务区、于家堡商务区、解放路商

松江大学城位于上海松江新城区西北角，是目前中国规模较大的大

业区、大沽宜居新区、蓝鲸岛五个板块。小白楼CBD由小白楼商

学园区，2005年基本建成。

务区、天津金融城、南站商务区以及和平路、滨江道商业区、南

2009年7月10日设立的虹桥商务区是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区

京路商务商业带等功能区组成。海河东岸CBD将建设成为集金

域，涉及闵行、长宁、青浦、嘉定四区。上海中央商务区由浦东小陆家

融、商务于一体的国际化商务中心。解放路（天碱）商业区将成

嘴（浦东南路至东昌路之间的地区）和浦西外滩（河南路以东、虹口

为滨海新区最具活力的商业中心、文化中心。

港至新开河之间的地区，核心区由淮海路、静安区、人民广场地区组
成）组成。

广州

武汉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致力
打造东部山水新城和南沙新城“两个综合性现代化新城”， 2012年

《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提出重点建设11个

广州市规划局正式公布了这两个新城的详细规划。南沙新城将打造

新城。武汉“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将建成以主城区为核

东方“新加坡”，包括南沙区和番禺区在沙湾水道以南地区，近期重

2010 山水新城 683km

点建设103 km2的明珠湾区，其中起步区33km2。东部山水新城规划

心，辐射东部、东南、南部、西南、西部和北部6大新城组群。

2

阳逻新城是武汉新港的核心临港新城、现代产业新城。盘龙航

2005 萝岗区 393.2km 2

定位为国家级创新中心与高端产业聚集区，珠三角的休闲旅游示范

1999 珠江新城 6.44km

区和广州东部宜居新城区，承担服务珠三角的区域高端新兴职能。

2

2013 广州国际金融城 7.5km 2
2002 广州大学城
2013 广州国际创新城 73km 2
2004 广州新城 200km 2
2000 番禺区 529.9km 2

广州国际创新城定位为“广州智谷”，广州国际金融城将打造具有岭
南特色的国际性区域金融中心、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引擎。1993

空城 是 武 汉临空经济区的核心地区。蔡甸后官湖新城 是 武 汉
市“两型社会”建设重大功能区。北湖新城建成后武汉将成全
国最大的塑料制品供应基地。11新城中豹澥新城资料不详。武
汉光谷新城位于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集研发、

年，珠江新城开发建设正式启动，1999年重新确立了建设包括珠江

孵化、生产、物流、行政、居住为一体的生物产业新城。江岸区

新城在内的广州市２１世纪中心商务区（GCBD21）的目标。2013年

2013年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2001年开建至今，已有30

萝岗区、番禺区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余所大学搬到了黄家湖、流芳、藏龙岛、汤逊湖、大花岭一带。

深圳
《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之新城规划》提出发展“新城”
建设计划，包括光明新城、龙华新城、大运新城、坪山新城四个组成部

南京

分。光明新城将成为一个“田园”式的高新技术新城。2007年深圳市总
规定位龙华新城为城市副中心，2010年随着“二线关”排除在外的关

2001年《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调整提出
2009 坪山新区 168km 2

外区域迎来规划建设的高峰，龙华新城 作为最近深圳CBD的关外区

规划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洲、永阳、淳溪7个新城，南京

域，将开启未来都市的CLD (中央生活区)。2012年大运新城总体规划

“十一五”规划提到重点建设“三城九镇”，
“三城”即雄州、淳

定位为“活力新城，创业特区”，将成为继龙岗中心城后龙岗区的“第

溪、永阳三个新城；2010年新南京行动纲要提出建设八个新城：

二中心”。坪山新城2010年定位为生态型现代先进制造业新城。罗湖

雄州、龙潭、桥林、板桥、滨江、汤山、禄口和淳溪。龙潭新城位

蔡屋围金融区将建成“深圳华尔街”。《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

于栖霞区，将打造国家级江港和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汤山新

2020）》首次提出“前海中心”的全新概念，将之与福田中心并立成

城是南京近郊建设中的三个卫星城镇之一，将建温泉新城。浦口

为深圳未来的“双中心”。前海CBD倾向于成为世界级的物流CBD。

大学城是南京最早建设大学基地，从1987年南京大学浦口校区

2013年坪山新区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建设开始。2013年河西新城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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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郑州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构建“一城、一轴、

《郑州市森林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规划郑州全域6新

一环、多中心”空间布局，一城指主城区，
“多中心”为主城区外

城。巩义新城重点发展光伏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旅游和现代

围中心城镇，包括四个组团，三个新城（临潼、阎良、泾渭），四

物流业。新密新城将打造成新密现代化工业基地、高新技术产

个县城（蓝田、周至、高陵、户县）。泾河新城建设西安国际化大

业集聚地。中牟新城建成中牟县行政文化中心、新兴商业服务

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和循环经济园区。秦汉新城定位为西

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及宜居生活区。

咸新区北部中心和大西安生态田园示范新城。沣西新城为未来

登封新城由中心城区、新区和天中旅游新城三部分组成，全力打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综合服务副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沣

造禅武医国际教育交流、功夫动漫、星级酒店群、影视拍摄、休

东新城建设“区域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和体

闲养生等产业集群，建成现代宜居旅游名城。新郑新城以综合

育会展中心，大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引领区，未来将建设成为

服务、现代高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为主，建设宜居商务城，成

具有东方人文特色的生态化国际新城”。浐灞CBD定位为西安

为郑州后消费生态旅游休闲城市。航空城打造成国际化综合交

国际化大都市金融核心区，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服务支持基

通枢纽、临港型新兴产业园区、低碳型生态宜居新城，建成郑州

地、中国西部区域金融创新试验区。

都市区发展的先行区。郑东新区CBD是郑州市的中央商务区,也

2009 新郑新城 22km 2

是郑东新区的核心区。

成都

苏州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提出将以中心城（外
环路以内）为核心，沿放射道路走廊式轴向发展（即沿放射道路

苏州工 业园于19 9 4 年2月经国务院 批准设 立，行政区划面 积

两侧发展），同时打造六个城市组团（新都－青白江、龙泉驿、华

288km2，常住人口约70万。累计建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20多

阳、双流、温江、郫县），重点向南、北、东三个方向发展。

个、国家级创新基地20多个，国际科技园、创意产业园、中新生

天府新城与中心城区构成成都“双中心”。牧马山新城建设综合

态科技城、苏州纳米城等创新集群基本形成，成为全国首批“国

性临空型生态山水新城、天府客厅、智慧高地。双流新城重点发

2006 温江区 169.7km 2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全国首个“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区”、全

展运动娱乐产业、健康型驻龄产业、数字商务型产业，形成南部

2010 武侯新城 17km 2

省首个“两化融合示范区”。2012年成为“中国服务外包十强园

园林城市。洛带新城恢复展示、祭祀和社戏的文化功能，形成一

2003 牧马山新城 18km 2

2001 昆山张浦镇 109.4km 2
/ 智慧城市

区”。
“十二五”期间将打造苏南高端人才、高端产业、高端商务

2006 双流新城 28km 2

座巨大的博物馆建筑群。新繁新城重点培育“中国家具之都”的

的首选地，积极争当苏南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区。

区域品牌。光华新城以“休闲商务中心、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体验

平江新城为苏州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和市域次级商务商贸中

地、国际品质的时尚购物目的地、西成都CBD”为定位。2013

心。苏州工业园区CBD即苏州CBD。

年温江区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昆山花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目标是建设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卫
星商务城，2013年和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张浦镇一起入选首批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青岛
《青岛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提出“依托主城、拥湾发

长沙

展、组团布局、轴向辐射”，重点建设中心城区和胶南、胶州、
即墨城区以及外围的平度城区、莱西城区，科学规划建设滨海

《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提出“一主两次四组

沿线的琅琊组团、鳌山组团、田横组团。胶州少海新城建设“宜

团”城市空间结构，一主指河东主城市区，两次指河西新城和星

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服务型景区。即墨新城突出“高端、新

马新城，四组团指高星组团、捞霞组团、暮云组团、坪浦组团。

兴、蓝色”特色。平度滨河新城建设平度新的人口聚集区、临港

2010年修订，重新划界并增加黄榔高铁组团和黄花空港组团。

产业新区、综合制造业基地、特色精致农业示范区。鳌山湾滨海

望城滨水新城全境已纳入长沙市都市区范围和长株潭“两型”社

科技新城构建“蓝色硅谷”的智慧中枢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区。

动力源。董家口新城建设现代化国际新港城。空港新城成为发

星沙与马坡岭连片建成星马新城。空港新城定位为“知识型现

展蓝色高端经济的重要载体，建成山东半岛区域经济动力中心。

代服务业生态城”。麓谷科技新城是湖南省和长沙市重点建设

新河生态科技产业新城承接青岛外接企业转移。莱西姜山新城

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和生态新城的样

以高端化产业发展为主导。西海岸朝阳山CBD是西海岸公共服

板区。大河西先导区定位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务中心和金融商务中心。

先导突破区、长株潭城市群战略整合核心承载区、长沙市提升主
体功能区。河西滨江新城是大河西先导区的核心区和主要驱动
引擎。2012年梅溪湖国际新城成为国内首批“绿色生态示范城
区”之一。2013年梅溪湖国际服务区入选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

杭州

点名单。

2008年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提出要建设20个新城和100个
综合体，在市区沿钱塘江规划湘湖、之江、滨江、钱江、城东、钱
江世纪城、空港、下沙、江东、临江10新城，余杭区和五县（市）

东莞

沿江沿路规划临平、南湖、塘栖、凤川-江南、坪山、洋安、东洲、
锦南及富阳创新创意产业新城、青山湖科创新城10新城。

《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15）》及《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

大江东新城由江东新城、临江新城、空港新城、前进工业园区等

（2006-2015）》提出按照中心城、副中心城、重点镇和一般城镇

“三城一区”组成，位于萧山东北部的沿钱塘江区域，区域面积

的四级等级序列，加速发展东莞市区（中心城）和虎门、常平两个

500km2。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是杭州乃至全国规模最大、产业

副中心城，以及石龙、塘厦、长安、厚街、樟木头等重点城镇。

基础最优越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青山湖科创新城打造浙江

南城国际商务区（简称东莞CBD）位于由东莞大道、环城西路、

硅谷。

三元路、宏图路所围合形成的黄金区域，承载东莞现代服务业的

钱江世纪城CBD与钱江新城共同打造未来杭州CBD中央商务

集聚发展，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与

区。2013年上城区成为国家智慧城市第一批试点。下沙高教园

引擎、实现城市高水平崛起的新平台；南城国际商务区是提升大

区是目前浙江省最大规模的高教园区。

市区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将会成为东莞城市建设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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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转变：
从增量向存量的关注
Planning Transition: From Space
Increment To Those Space Stock
回 顾 过 往，我 国 的 城 镇化 进程 总是 伴 随 着
大面积、长距离的人口迁徙。然而到目前的这个
阶段，大 规模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人口流 动已

未来的“城”
“镇”
“村”，
社会学意义的褪去
‘CITY’, ’TOWN’ AND ‘VILLAGE’,
THE FADING SIGNIFICANCE
OF SOCIOLOGY
文／李继军 编辑／车洁舲[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Text / LI Jijun Edit / CHE Jieling [UCRC]

规划的实践：
既有城镇体系规划的再构
Planning Practic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ystem Plan

促进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农村自治
Planning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The Self-Government Of Rural Area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几乎所有文化上的
峰值、世界地位的峰值都出现在农耕文明最鼎盛

关于urbanization一词，以前我们习惯称之

的 时 期。然而伴 随着 产业 的 转 型与 现代化 的 深

南 方地区 产业 结 构 的 转 型、产业布局的 基 本完

为“城 市化”，而 现在 我们更 多地 称 其 为“城 镇

入，如今的我们越来越轻视农耕文明，曾悠久而

成，城 镇化 对 劳 动力的 需 求不 再像 以往 那 样呈

化”。在我国文化的含义 里，城 市化似乎 是 要做

灿烂的农耕文明正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慢慢消失殆

现出“峰-谷-峰-谷”的变动状态。从 人口输出

大，而城镇化更关心中小城市，关心以前那些阴

尽。纵观全球地区间的竞争，无论国家还是城市，

地流出的人口已颇为有限，而沿海一带及南方地

影、盲点里的存在。

最终都体现在文化上。世界是多元的，每一种文化

区能 吸 纳 的人口也 很 有 限。因此 在 这 样 的 背景

我国现有的城镇体系一般分为中心城市、重

都有自身的特色，我们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文化

下，将 会孕育新的规 划思 路，总体来说，我们应

点镇、一般镇、村等几级，然而在实践中发现，按

传承并在世界立足。作为规划师，我们希望通过空

将 眼界放 宽，除 增 量 之 外更 多地 关 注 一 些 存量

照传 统意义的城镇体系规 划划分，
“重 点镇”和

间来承载经济，再通过文化反映出来，这是新型

土地。这些存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城

“一般镇”在当地几乎看不出差别，而且总体来看

城镇化非常重要的责任，即帮助各地慢慢修复、培

里的存量，目前来看，我们对待这些存量常用的

镇的发展非常迷茫，尽管我们冠其以“工贸型”、

育一些地方文化，包括以地方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手段有退二进三、综合利用等，例如上海虹口、

“旅游工贸型”、
“农业工贸型”等定位，但依循

属于这个地区的现代文化。

杨浦等地都 在实践的对滨江两岸工 业 用地的综

市场经济的规律，资源总是向资本集中的地方集

从学科角度来看，我们对农耕文明的研究与

合使用等；另一方面是村里的存量。同样是在上

聚，工贸将自然选择区位的高地，流向更靠近城

保护相对较弱，社会学意义的村庄实际上已不复

海，由于级差地租满足不了对资本追逐的欲望，

市的地区发展，因此这些镇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资

存在。从前的村庄分阶级论资排辈，富农有大院，

村里许 多工 业 用地已被改 成超市 等其他 功能，

源，所谓的规划定位无法真正成形。我们可以看

中农有小院，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需告老还乡，那时

而原有 的产业 则继 续 往 劳 动成 本低 的 地区流

到，在很多地区，既有的城镇体系规划已无法指导

的村庄具有归属感与领域感，那时的社会状态在

动，这一 部分 的 存量 未 来 何去 何从 同 样 值得 我

当地的发展，有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效果。

空间上有真实的投影。然而现在的村庄大多都呈

因此，我们目前的规划实践正尝试作一些突

现均质化的状态，每家每户几乎都是同样的三合

一直以来，城市-乡村、市民-农民的二元对立

破，例如在非核心城市、非特大城市，我们选择将

院两合院，空间肌理已全然改变，传统的农耕文

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我们总是习惯于硬性地

一个地区包含城、乡、村的整个范围划分为三级：

明已被彻底瓦解。所以需要思考，如今的农村除了

“指定”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却忽略了它的发展

中心城市、镇（不分重点镇和一般镇）、村。其中，

那些仍然在为农业服务的物质空间，我们是否还

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生长进化的自组织机制，它

再把镇分成两种。一种专门为农村社区及农业产

应将一部分实体保留下来，将其作为农耕文明遗

应是内在的、自生的。各地的实践证明，一个被硬

业区服务，而乡村则成为未来农业产业就业的集

产加以保护。如果我们能把原有村庄的状态适当

派搞工业或硬派搞农业的城镇很容易丧失热情，

聚区，乡村是城市的一种空间状态而非社会状态。

保留并结合到新的发展中，相信无论从脉象上还

在面临产业的一个又一个周期之后，在转型之时

由于农村社区比较分散，无法使每个村的科教文

是视觉上都会比现状发达地区千篇一律的6层楼

就会显得迷茫。而如果它们一开始就和一产二产

卫体都配得齐全，因此往往选择将交通中心或是

房新村更为优化。

牵在一起，就有产业依托、就业岗位、正常的社会

产业中心设 立在 镇 上。这 样 的 镇 和 村 的 结 构类

在城镇化发展的前期，集聚是一种可行而具

结构与正常的年龄结构，这对其以后的发展异常

似，年轻人向中心城市大量转移，人口结构以老年

有意义的手段，在最短的半径范围内，以最低的

重要。

人为主，镇主要负责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为下一

社会成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解决所有的问题，

城市规划的思路与管理方式需要发生改变。

层级即“村”服务。另一种镇主要依托产业，这些

效率最高。但是论及现状及以后，相信集聚和分

按以前规划编制的思路，我们一直沿袭的是总体

镇的周边一般都有工业集中区、产业集聚区，镇作

散将极有可能同时存在。所谓的改善城乡二元对

规 划-控制性详 细规 划-修建性详 细规 划-建设

为产业的腹地存在，为劳动力提供生活环境与服

立并不代表把乡村变成所谓城市，未来的农村或

在土地资源日渐紧缩、地区人口流动趋于平衡的背景

项目的脉络体系，规划师作为专家系统的代表被

务设施，通过植入一种健康的社会结构，使其发

许仅是一种空间属性，而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

下，近些年的规划实践走势正逐步从大规模的新城（新

地方政府聘请，为其做社会发展在空间投影的参

展进程能拥有良好的基础。

社会属性。当它变成一种空间属性的时候，只不过

李继军：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从事城市规划
行业二十余年，曾游学新加坡与法国。高级规划师，历任上
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室主任、所长至今。获得国家级
及省部级奖励30余项，出版及发表专著、专业文章十数篇。

区）开发转向城市既有地区的改造与复兴。在这一过程
中，传统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城镇体系层级划分都面
临着新一轮的转型。本文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的专业背
景与丰富的小城镇规划经验，从各地实践中涌现的现

谋，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与思路引导。然而从现

因此综合而言，镇一定是一个第三产业的中

是另外一种城镇的状态，或许是一个200户家庭、

在来看，这样的模式本身就是欠妥的。在一个城

心，区别在于：一种为第一产业服务，以农村社区

60 0人集 聚的社区，甚至可以更小。它分布在它

市的发展中，规划的责任非常重大，规划师不能

为典型；另一种为第二产业服务，以产业集聚为

的设施农业、产业农业等就业岗位的周边，保持

一直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而应在整个过程中发

典型。

着良好的生产与生活运转。同理，伴随着未来农

所以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落实到城镇体系

业的产业化，我们称呼从事这个产业的人为农民，

规 划作为所有 政 策以 及社 会 经 济地 理 文化

这个层面，需要从规划的编制、规划的研究等角

这时的“农民”只是一种职业，它在本质上和“教

治系统、农民本体现代化、城镇村空间系统网络以及城

等 各种 元 素在 空 间 上 的 综合投 影，它 的 本 质 是

度进行重新梳理，要从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采用新

授”并无差别。

市规划学科方法论构建等重要议题为基础，展开了一

一 个 物质 空 间 的 载体，我 们 需 要 对 其 进 行显性

的规划方法，扁平化城镇体系及镇村体系，建构新

下一阶段的城镇化，除了镇，对村的关注应

场关于“规划该如何思变”的综合性探索，亦呈现了一

的 梳 理，将 隐 性 的 逻 辑 外 现 化。通 过 对 城 市 空

的三级系统：中心城区、镇（服务型的镇）和农村

是一个明确的重点。我们希望通过规划自上而下

种对“新型城镇化”的独到认知与解读。

间分布、空间组 织、交 通 系统 组 织、功能布局等

社区，这样它们未来的发展才有明确的方向。

的介入，帮助农村建立一套真正的自治系统。控

状问题出发，以城市存量、新型三级城镇体系、农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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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意图与未来的愿景。

明显减缓，人口分布的状态正趋于平衡。伴随着

们关注。

郑州机场附近还有不少农田，农民在距离跑道很近的地方耕种。（摄影／朱骞）
There’s a lot of farmland near Zhengzhou airport, farmers framing very close to the runways. (photos / Zhu Qian)

规划的介入：

内容的部署，传递给社会各种信息，甚至包括改

挥更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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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村庄规模即是其中一种典型的空间手段。我们

现 现代化。即 使 让农民 们 继 续 生 活在 村里也无

以前的发展模式以空间扩张为主，从某种程度来

妨，但关键是要让他们能真正融入社会，只有这样

说，集约能促进经济成本的高效，但也很有可能

他们才有条件、有能力享受城镇化的红利。

导致社会成本的低效，因此到现在这个阶段，我

未来的城镇村：

们更该考虑规模增长的边界是否需要控制以及怎
样控制，必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农村发

紧密联系而各司其职的空间系统网络

展。我们在辽宁做过一个村的规划，该村受地形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In Future:
A Space System Network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ir Own Duties

限制不易扩张，最后经过商讨与设计，很多具有文
化意义的建筑组群被保留了下来，而新的组团则
离散式地在各个山谷里出现，变成一个簇群。这

以往我们总是关注大城市胜于小城镇，而现

样一来这个地区既新增了现代化的服务功能，同

如今必须打破这一局面。在当前所有信息都已扁

时也有农耕文明物质空间的体现与传承，规划从

平化的背景下，只有将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

整体上将其引向了一种良性的未来发展。

城市置于大的空间网络之中，安置于合适的位置，

纵然规划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规划的

给予合适的关注度，让它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有

平台上，所有的元素都将落于空间投影。一旦通

机，未来才能更好地生存。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我

过规划的介入构建起农村的自治模式，那么在它

们在加强关注中小城镇的同时，一定不能放弃对

的引导下，农村就拥有了自主进化生长的能力，整

大城市的关注，因为它们往往是资本的集聚地，

个发展过程也将变得更为顺利而持续。

是城市系统运转的发动机。城镇体系的意义就体

《农村公社、
改革与革命》
作者：金雁、秦晖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售价：49元

Rural Commun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Author: JIN Yan, QIN Hui
Publishing House: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ing Year: 2013
49Yuan
这是一本“以俄为鉴”的经典之作，作者为长期研究苏东历
史的秦晖、金雁夫妇。本书主要谈的是俄罗斯近代改革与
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1861年改革后的俄罗
斯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状况非常相似，对其农村公社与
市场机制的矛盾及政治体制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非常有
助于思考当今中国的城乡发展问题。

现在，所有的城镇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任何一个

规划的革新：

小城镇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关系巨大。（摄影／林舒）
Developments of those small towns are closly linked to the support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photos / Lin Shu)

浙江省萧山市宁围镇打出“钱江世纪城”的口号，这是一个安静的小城镇，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摄影／林舒）
Ning Wei Town, Xiaoshan, Zhejiang Province. Rely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peaceful town has a great slogan, ‘Qianjiang Century Town’. (photos / Lin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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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都没法脱离和周边的关系单独发展，而未来

实现农民主体的现代化
Planning Innovation: Attention To
Farmers’ Modernization

这种彼此间的联系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我的理解中，城镇化无所谓新旧，学科上

的整体，关注这个由多层空间共同架构的系统网

也没有如此的界定。之所以提出“新”的概念，更

络。城镇村未来都很有可能成为一种空间状态，

多地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的意图与经

突显其空间属性，弱化二元对立下的社会属性。

济的诉求。过往的城镇化实践存在很多盲点，对

比较一 个2400万人的上海与另一 个240人的城

城市以下层级的空间关注较少，技术辅导也远远

市，后者很有可能在经济状态的竞争下，成为另类

不足，未来我们应该着重加强对这些空间的关注

资本集聚的地方。但是从本质来看，它们的社会地

与引导。

位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因此未来我

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号角已吹响。在新形
势下我们更应以一种全局的视角，关注城、镇、村

关于农村地区的统筹发展，有两个问题值得

们所能看到的景象即是，各式各样的城镇散布在

关注。一是 户籍问题。在以往的实践中，城镇化

不同的空间领域之中，它们生长、进化，彼此间保

率 数值的上涨很 大 程 度倚赖于政 府为农民或是

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各司其职。

农村地区的人换户口这一行为，将原有的蓝印户

规 划 始 终 是 一 个服 务系 统，而 不是 一 个 纯

口换成城市户口，随即在计算指标时把他们归为

粹的指令系统。张庭伟老师说过，规划师的武器

城镇人群，然而事实上他们即使拥有了城市人的

是妥协，但妥协是有底线的，这底线就是规划师

身 份，却依然从事着农工的工作，其主体远未实

的职 业 道德。因此 规 划这个 专业 对价 值 取向道

现真正的城镇化与现代化。二是效率问题。当大

德取向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学科最早仿效的是

量的农村人口集聚到城市后，由于缺乏参加技能

苏 联计 划 经 济 的 分 配制，从 总 规分 到 控 规 再分

培 训 与 提高 素 质 的 渠 道，也 缺 少对未 来 职 业 生

到下面地块，后来又借鉴美国的自由主义…但实

活与经济状态取向的知识储备，这些人很难在城

际上我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现在正是

市中生活下去，最后只能继续向生活成本更低的

一 个 非常 好 的 时 机，可以 建 立 真 正 属于中国 的

地方迁移。当这样一批失去土地、也欠缺就业竞

城 市 规 划学 科 的方法论 和 道德 价值 判 断。所 谓

争力的人群集聚到一定规模，将极易引发社会问

新型城镇化，其实肩负着一种承前启后的责任。

题。而若要真正改良或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我们

当我们反思过往社会 经济文化发 展的空间路径

需要的正是城市规划等技术手段的介入，将这些

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问题，于是开始思考未来的

现实的矛盾与困境 反映 到城 市物质空间的规 划

规 划还能 做 些 什么，这种反 思 对 学 科 的发 展 是

之中，将其转化为对未来空间状态、空间模式的

个很好的机会。规划不该被沦为一种工具，只有

理解与追求。

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不断地拓展、丰富、改善和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仅为农民换户口是
不够的，现阶段核心的任务应是让农民的主体实

提升，才能真正 顺 应“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与发
展方向。

《都市中国社会学新探》
主编：周大鸣，刘林平，梁在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售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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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集中探讨中国都市问题与未来发展的论文集，
是中山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两校共同合作的
成果。书中所选论文大多将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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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范畴、价值意蕴、逻辑体系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与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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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合多地的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调查，提出城郊农民市
民化合理的应对视角，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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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城镇化一元思维
访《出梁庄记》作者梁鸿

Re-examine Monist Thinking
of Urbanization
采访 + 编辑／李丹[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摄影／梁鸿
Interview + Edit / LIDan[UCRC] Photos / LIANG Hong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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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
文津图书奖”等。

Q=城市中国 A=梁鸿

庄，不想回就不回，可以自主选择。这是两种完全

们应该留在农村，或者应该进入城市，从没让他们

Q：您心目中的城镇化愿景是怎样的？您书中很多

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现实状态。

自己选择过，只是被动的迁徙。

历时2年，走访10余个省市、340余人，梁鸿写出了城镇化进程

人表示还会回到梁庄去，种地、盖房、养老，梁庄

中的梁庄人进入城市务工的故事，他们是中国近2.5亿农民工

似乎无论现实的还是象征的都是一个可依赖和撤

Q：您能介绍一下梁庄目前的城镇化状况和存在

Q：您说到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仍然复制着乡

大军的镜子。河南穰县梁庄是梁鸿的故乡，非虚构作品《出梁庄

回的故土，但乡村的结构又在瓦解，您认为新农村

的问题吗？

村的关系，好像把一个村庄挪到了城市，人们之间

记》是上一本《中国在梁庄》的扩展和掘进，后者在2010年的出

该以怎样的形态存在？

A：梁庄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城镇化，尚未规划完

的恩怨很难理清，您认为旧的的宗族关系在城市

A：农民并非因为热爱故土所以回梁庄，而是他们

整。之前的规划不知为何停了下来，周边都处在

化的今天的利与弊分别在哪里？

不得不回梁庄。很多人在说到农民和村庄的关系

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定

A：说实话，我自己也很难完全梳理清楚，我只能

时进行了美化。如果农民在城市里能获得各种机

要经历城镇化，那么怎样城镇化就是一个非常重

从我的观察来思考。我在书中提到“扯秧子”：一

会、正常的身份和尊严，就不会想要回到乡村。正

要的命题。今天的城镇化太快、太仓促，没有想好

条根扯出几十号人，这几十号人往往是错综复杂

是因为城乡存在很大差距和剧烈分裂，农民才想

我们要建怎样的城、怎样的镇、怎样的村。今天的

的亲戚关系，干的活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

回家，才会对梁庄更加依赖。整个城市化的发展

思路大多是把一个村变成一个镇，没有考虑到当

词形象地说出了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及相互交

何迁徙？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是否

方向都是在抛弃村庄，农民的选择更多是无奈之

地原来的山川、风物，工厂、集市，只搞统一化，以

错的存在。今天农民在城市依靠的不是现代文明

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

举，城乡并非二元而是一元。理想的是，有一天城

为一条街一些楼就是一个镇。农民拆迁上楼这个

的结构，他们的精神、身份、尊严还是靠原有的结

史形象，他们的身份，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

市和农村都很好，农村依然是农村，拥有山水等自

问题也很复杂，政府让农民上楼时有没有考虑过

构才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原有

来的？梁鸿用个体生命叙事来回答宏大的社会问题。

然状态，但是又具有活力，农民想回梁庄就回梁

农民的主体性？只是告知他们应该上楼，告知他

的熟人社会结构就是落后的，它给农民带来很大

版使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乡村问题和非虚构写作上。梁庄的打工
者在城市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
之程。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对
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梁庄人的足迹西至新疆、西南
至边境、南至珠三角、北至内蒙，从事的职业形形色色，他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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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校传动轴的向学正在和机器对抗
In Inner Mongolia, Xiangxue calibrating the transmission shaft is fighting against the machine

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它是梁庄人留守在
梁庄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
“梁
庄”生命 群体的另外重要一 部分，进城 农民，
还没有被书写。梁庄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时间
最长的有超过30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
程。《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51位，51位中，外
出务工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有26个，外出务工
时间10年以上的有15个，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
16.7年。本书记录了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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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慰藉和存在感。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而不是一

格、较大容积率、较近距离容纳那么多包括年轻

对传统的去蔽化是很有必要的。这一去蔽化既包

味否定。反过来说，城市并没有在结构上帮助农

打工者在内的农民工。这并不是说城中村就好，而

括对传统神秘知识、信仰的去蔽，也包括对本土文

民进入，所以这个城市化是虚假的。

是说它从现实层面解决了农民工的生存和生活问

化、生活方式的去蔽。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有许多

题。现在“城中村”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改造的

还是有它的价值。老村落建筑、老街道和其中的

Q：那么您认为农民抱团的方式有可持续性吗？融

方向无一不是变为高楼、超级商场、高档小区，它

生活方式、互助文化都是值得珍惜的。原来的农

入城市毕竟会成为原子式的个人。

不包含普通平民，更不用说农民工居住的地方。

村，一家盖房很多人帮忙。这种方式会带来金钱交

A：为什么农民要以另一种方式融入城市呢？以熟

这些农民工只能迁徙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我们城

割上的麻烦，但是大家族的感觉让人十分怀念。

人社会也可以融入城市，城市应该包容这种存在

市的建设是以中产及以上为出发点的，是不考虑

才对。我们应当逆向思维，农民在宗族社会生活

这些平民的。城市更干净、更整洁、更明亮当然是

Q：您脑海中理想的乡村图景是怎样的？

得很好，可以把农民好的生活方式吸纳到城市中，

好事，但是那平常而卑微的、参与了城市方方面

A：我们今天不知道什么样的乡村是理想的乡村，

而不是一味要求农民按照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城

面建设的农民工该去哪里生活？所以，我在《出梁

我们要建设自己的乡村，依据每个乡村的山水风

市化。亲族、老乡可以很好地慰藉一个人，为什么

庄记》中写道，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城

物，而不是一个大统一的乡村理想。每个村庄该有

这些关系不可以重新在现代生活中激活？

市是奥斯曼式的，直线的、大道的、广场和主旋律

每个村庄自己的形态。

的。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
Q：如果要您给您书中外出打工的人做一个粗疏的

机的、还没能达到所谓“现代的”和“文明的”存

Q：您记述的个人故事都非常动人，您没有过多使

分类，您会怎么分？不光是收入，还有位置和心态。

在和生活。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的、

用宏大叙事的视角，而是在记录个体生命的过程

A：外出务工者可以有很多种分法，比如青年、中

卑微的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

中穿插了一些理论观点，想问问您在观察和写作

年、老年，这是一种通常的相对有效的分法。但也

一步，甚至无数步。”

的过程中社会学和城乡研究的阅读起到了怎样的

可以从地域、是否融入了城市、是否获得了尊严

作用？您受到了哪些观点的影响？

和幸福等角度去分。很多出去打工的农民并非赤

Q：您的书中记录了很多外出打工者的伤残和死

A：我在调查之前就读过很多社会学、人类学的

贫。他们是赚到一些钱的，但付出了什么才赚到这

亡，以及对死亡和身体一定程度上的淡漠，令人震

著作，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专著我都有，还包括

些钱，是我们需要考察的。在电镀厂当工人的农

撼。怎样把这样残破的身体意象转移到有保障的

费孝通的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还有政治学著作

民付出了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在一般工厂流水线

生产者的语境中，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得不关注的

《弱者的武器》等等，非常多。社会学、人类学、

上的人付出了青春、悠闲的时光、恋爱的时间，甚

话题，您对农民的身体观有怎样的看法？

政治学著作能够让我从整体的、宏观的层面进行

至连聊天的时间也没有。早年的农民付出了他的

A：作为旁观者，我们谈论那些死亡会非常令人震

思考，会多一重思维的维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尊严，只要能赚到钱就行；新一代的农民工则很

惊，你无法面对这样普遍的伤害。但他们就处在那

《出梁庄记》是文学作品而非社会学著作。我的

不一样，他们所接触的电视、电影、网络都是一个

样的生活之中，经常面对死亡、疾病，不可能整天

写作是从人的层面、个体的层面出发的，采用讲故

光华的世界，也懂得尊严、平等和权利，但他却被

哭哭啼啼，生活还得继续。这是我们无法设想的。

事的方式，夹叙夹议。第一稿有38万字，我嫌议论

迫过另一生活。这里面有很多不甘，也酝酿着一

他们对生死的淡然是因为经历得多了。我以为，

太多了，后来删成了32万字。我希望有故事把生

些新的反抗。

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必须对人和人的身体有更多

活的多元、丰富甚至暧昧呈现出来，保持开放的状

的尊重。它的规章里面，工人身体的健康应该是

态，让读者来思考。故事是形象化的，而理论侧重

Q：出梁庄的人们虽然给梁庄带回了钱和新观念，

最基本的被保护的对象。这涉及到工厂的保护措

于结论。我会引申，但一直在避免下结论。

但是离开还是意味着“破”，梁庄的“立”看似很

施、工人工作的时间强度和劳动强度、工人的精

渺茫，这种离开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神问题等等，多方面的重新建设。

A：一个没有人的村庄肯定是在败落之中的。今天

Q：您下一步有怎样的采访和写作计划？
A：接下来我会对乡土中国话语的生成做一些纯

我们在谈论乡村时模糊了很多概念，乡村已经不

Q：您在描写算命者时并不完全认同他的知识体

理论的梳理。我会回到现代化之初的晚清，从思想

是原来的乡村了。多年来，乡村在国家层面和社区

系，那些知识看上去有迷信落后混杂之嫌，那么在

史、文化史思考乡土中国的概念是怎样生成的。我

层面都处在被遗弃的状态。它的内部结构已经坍

乡村和过去被迅速摒弃在身后的今天，您认为乡

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晚清的留日学生办了很多杂

塌了，不再是一种整体的生活，而是以各种碎片化

村的什么是最值得保存的？

志，都是以地域命名的，如《河南》、《云南》等。

的方式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碎片化往往

A：自现代性以来，传统一直是被否定的。乡村算

他们谈的是乡村自治，方言问题，
“黄河流域怎么

是以负面的形象存在的，人们会更加觉得乡村不

命者也一直以腐朽的形象出现，我们已经和传统

办”、
“教育应该怎么样”，等等。在他们的观念，

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知识完全隔离。但是，从“南阳”这个农民算命者

乡村与现代生活是相互融合的，是包容、开放的状

身上，我看到某种遥远的光亮，它穿越历史的迷

态。我要问的是，
“乡土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观

Q：您在进行访谈前后是否有发生变化的观点？

雾和过去的时间来到我们面前。这个人能在现代

念中变成了前现代的、愚昧的、落后的，变成了我

A：写作《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之前和之

生活中可以有如此开阔、清明的神情，正是因为他

们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摒弃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都

后，我的很多观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拿城中村

回到了传统之中，这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也就是

是这样的一元思维，在这个逻辑下产生了今天的城

来说，以前我的直觉印象是脏乱差，影响了城市

说，传统的神秘的知识仍然可以慰藉心灵。这个算

镇化思路。我想回到现代性之初，回到思维诞生的

的市容和观感。经过这几年的调研，真正进入他

命者对待这些知识的态度其实也是很含糊的，甚

源头，重新分析、澄清一些混杂在其中的东西，看

们的生活之后，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学

至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们经过层层遮蔽，看

看我们今天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
“乡土中国”意

会了从另一角度看问题。我意识到，幸亏城市里面

起来不伦不类了。但他仍然开朗，仿佛获得了某种

义的流变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这样的话语梳理会

还有这么一个“脏乱差”的城中村，它能以较低价

庇护。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年轻的农民提醒大家，

是很有价值的。我会花几年时间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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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者的正屋和他的笔记本
The fortune teller's principal room and his not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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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Glocal Architect

佚人营造
中国乡村新民居实验

Anonymous Architecture
Experimental Houses in the Villages
采访 + 编辑／黄正骊 [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 摄影／朱骞
Interview + Edit / HUANG Zhengli[UCRC] Photos / ZHU Qian

王灏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2007年开始，他在家乡宁波春晓做了一些小型的建筑实
践。和大公司的大型项目比起来，这些小房子起初不怎么引人注目。然而，随着当年
“种”下去的小房子慢慢开花结果，一幅新的图景逐渐打开：在一个地区的农村进行
系统地创作，对于中国的建筑师是一件新鲜事。他不仅有机会系统性地积累对建筑结
构、材料的认知，而且几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深入参与农村生活方式改变的社会
进程。长期在城市人—农村人之间的角色转换促使他对城市化的课题进行思考，这种
思考进而反应在他的作品中。今年4月，王灏的实践在网络上引起关注，一个建筑设计
的小问题，延展出了农村与城市二元对峙、甚至是关乎居住梦想的大问题。

王灏
同济大学建筑学学士，斯图加特大学建筑学硕士，曾就任于同
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德国Benisch 事务所、Kauffmann &
Theillig Partner 事务所和Archmedialab 事务所，2010年开
设佚人营造建筑设计事务所，其自宅获德国BAUWELT（建筑
世界）杂志2013全球处女作奖住宅类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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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Glocal Archi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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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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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刻怀疑这样的做法。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屠宰

慢的施工，每一次都必须花费同样的精力、财力。

图纸很详细，我的工作中仍旧要花很大一部分时

场用的是无梁楼板、蘑菇柱，这种做法比现在的

还有一种是可被大量复制的、工业化的。我们现

间来和他们沟通磨合，要让施工的人理解你的意

框架体系漂亮好多。框架体系并不一定更经济，它

在做的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住宅，在这里有空间来

图，这在施工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是从规范化的角度考虑的。如果是一个级别较高

进行新材料的尝试，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有比

的房子，你可以考虑这些因素，但是乡镇的私宅设

较大的说服力，推广到更大型的建筑中去。

计中其实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更重要的地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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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人营造2007~2013项目列表及分布
可以看到事务所在该地区的工作集中而又多样（底图为宁波春晓地形图）。
01. 宁波春晓库宅（2006-2009，建成）／02. 宁波春晓自宅（2010-2013，建成）／03. 宁波春晓柯宅（2011-2013，建成）／04. 宁波柯力博物馆（2010-2013，建成）
05. 宁波上阳胡宅（2011-2013，建成）／06. 上海南汇赵宅（2012-，在建）／07. 宁波春晓俞宅（2012-，在建）／08. 安徽青阳2000人宿舍（2012-，在建）
09. 安徽青阳四合院（2012-，设计）／10. 春晓镇合宅大会堂（2013-，在建）／11. 春晓镇菜场（2013-，在建）／12. 海口大村综合楼设计（2013-，设计）
13. 春晓邵氏二十三宅（2013-，设计）／14. 春晓粮站改造（2013-，设计）／15. 青阳四合宅设计（2011-，设计）／16. 宁波春晓自宅二（2012-，在建）
17. 外来人口住宅区（2013-，设计）

Q=城市中国 A=王灏

结果都不会差。

Q：您曾在设计院工作多年，其间做了一些规模相

Q：在农村做这样的住宅，看起来的确不可思议。
您在这里的工作和在设计院里、在城市里做建筑具

比如一个住宅的打桩，因为地质条件并不是特别

Q：过去从没有建筑师在一个区域的农村进行这样

体不同在哪儿？

好，我们就用木桩，水泥桩，用一 些符合当地习

系统的建造，最初佚人营造为什么来到农村工作？

A：我想我们的核心价值，一方面是坚持我们对于

惯的、同时造价可控的施工，来保证这个房子的

A：首先我们现在城乡二元分裂的大环境，实际上

结构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绕开了比较复杂

建造性。这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因地制宜的“土办

把 农村放到了“城市边缘”的位 置，但 正是因为

的城市环境，而在一个平淡的、不起眼的环境里

法”，不应该照本宣科。

它的这种受漠视的状态，反而在这里充满各种可

面做工作。当然它也不同于那些建筑实验展、建

我希望营造一种独特的结构空间，它有别于

能；其次现在有很多的所谓“新农村建设”造成不

筑艺术公园里面的东西，我们是赤手空拳在跟观

六七十年代西方的那种结构主义— 一种过于强

可收拾的局面，把农村弄得像兵营一样，简单采

念搏斗。在农村里人们对现代建筑没有什么概念，

调逻辑的状态。我们希望结构本身是非常自由的，

取重复营建的模式。我们作为建筑师，做出的选

和他们打交道、对他们进行说服，这跟同开发商

也就是说，乍一看结构之间可以没有关系、或者关

择和市场的选择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介入农村

打交道完全不一样。我认为短期内想要让这样的

系是松散的，但是它必须就有两个主要的任务：一

在这里做专业性的尝试，我非常相信我们这一代

建筑思想在农村被普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随

个是房不会倒，第二是通过它来塑造多层次、有趣

人以后会在农村有所作为，我想我们是起到了一

着现在农村的财富来源的改变，年轻人逐渐开始

味的空间，并且保持自己的朴素性和原始性。我们

个先锋的作用。当然，我在宁波的农村工作有一个

认同这种新的建筑方式，慢慢地他们会认为这样

对材料的考量和选择非常明确，手工预制、简单、

重要原因，毕竟我就是在这里出生，我的亲戚好

造房子是正确的。我的一个作品边上就是村里的

造价较低。比如我们有一个住宅设计中，尝试采

多都在这里。所以对于镇上的人来说，我在这里

一个祠堂，一旦有什么红白喜事，就会有人来打听

用纯粹的砖做结构，玻璃砖承重、使用搭梁关系，

做工作也是为老家服务。春晓镇本身也具有一定

“这个房子谁设计的”，尤其是年轻人都非常感

最下面用的是混凝土砌块—它有点像多孔砖，但

的地理特殊性，它位于宁波城市通往海边的路上，

兴趣。我们要找到能接受这种理念的客户，他们

是模数和多孔砖不同。楼板也是混凝土砌块，砌

而且连接着区一级的新城，新区建设也吸引了不

往往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略大一点。

块之间拉钢筋，用扁钢作为受力构件。它的空间是

少移民，这样就带动了他里面的村子的发展。现在

说 到 在农村工作 的 好 处，就 是 人们 对 专业

均质的、结构本身是很特别的，这才是我们追求

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我看到了我的工作所具有

建筑师的信任度比较高。如果和开发商打交道，

的空间和结构一体化的作品。如果抛开这个房子

的社会学意义，在同一个地方、由一个事务所设

他要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比如市场是否需要、

的功能、地点、以及公共性与私密性的问题不谈

计的建筑可以形成一个“群像”。回头看看我们在

投入是否有效等等。相对来讲，农村里的决策者

的话，这就是建筑上最为纯粹的一些东西。

春晓镇所做的工作，自己也感到很诧异—农村

要把握的事情相对比较简单，而且只要预算把握

的接受程度这么高，有一些开发商都未必能接受

住，他会尽量听建筑师的意见。所以建筑师的工作

的概念，在这里却造起来了。

自由度比较高、可以发挥。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

Q：您对砖的偏爱和兴趣体现在很多设计中。您觉
得这种材料的潜力在哪里？它与您的结构性的工

一个大会堂，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共建筑，基

作哲学有什么样的联结？

Q：事务所的工作图纸都是周全而有详尽的细部，

本上农民开会、红白喜事都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么

A：对于砖的研究我们也做得比较多了，也做了一些

这样的细部设计不仅是对设计师的考验，对建造系

重要的一个建筑，我提交方案的时候，没有遭到

宅的时候有些建筑上的问题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任何反对的意见，全票通过—我自己都很诧异。

的自宅相隔几十米，但设计的跨度非常大。在做库

尝试。比如说我们有几个项目中用了玻璃砖，它是

统的要求也非常高，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农村是可以

当的建筑，是什么促使你独立开业、回到小规模的

Q：您几年前做的“库宅”，外观非常张扬，引来了

比如如何运用结构的语言、表皮的语言，对空间

一种介于玻璃和砖之间的材料，具有双重特性，并

实现的吗？

住宅设计上来？

很多讨论甚至质疑。当时对于那样的建筑形态是

的封闭性、对材料的认识也处于试验的阶段。到

且可以控制它的模数。有一个在建的小住宅，我们

A：我认为阅读一个房子应该是像山水画一样，远

Q：所以说现在除了小住宅外，事务所也开始参与

A：在设计院，做一个几万平方米或者几十万平方

如何考虑的？

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比较清晰了。

现在在做一种夹心砖，尝试用两皮砖的做法代替

看是一个美景，慢慢进入山中细节逐渐增多，不仅

公共建筑的设计工作？

米的房子非常正常，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建筑师也

A：这个形态其实是基于我们对于农村的理解，它

构造柱，同时把墙的厚度做到460或480左右，中

有合适的气氛，树种、动物也要丰富得体。一个好

A：的确，我们的介入是从私宅开始，建立了一定

许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看的外皮，但是根本上这个

的逻辑很简单。过去农村要造房子，一般采取横向

Q：可以看到您的住宅设计地理位置和规模都相

间可以做保温或空气层。这种做法实际上取材于当

的建筑设计应该这样，从1:1000的图纸看整体关

的基础之后现在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我们有一个

房子是浮着的，很难产生进一步的阅读。年轻建

发展的趋势。我们设计时一定程度上被库哈斯的

近，但空间、塑型上是彼此独立的。他们的特征很

地农村老房子的砖墙构造。在有的上百年的民居里

系，再看它1:100的图也是非常精致的，然后1:5

博物馆马上要建成了，现在在做一个菜场、一个大

筑师往往对结构、建筑的基本组织关系还没有完

思想所影响，就反问如果要在农村营造出一些戏

明显的反映在一种比较严谨、单纯的结构和构造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两皮砖的做法，木结构框架和

的图纸也是精心设计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主

会堂。这样的房子比起小住宅来，要求一点都没有

全建立起来，这时候凭什么去建一个几万平方米

剧性，是不是可以往空中发展？我们就采取了农

逻辑上，您是如何建立这种逻辑的？

墙体是脱开的，彼此用小构件连接，这样来实现它

要是考验建筑师对人体尺度能感受到的细部的控

变少，对于总价的控制、施工方法的当地性都要求

的房子？这是我当时对自己提的问题— 所以我

村最典型的双坡屋顶的房屋原型，在平面上正交

A：建筑的结构中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可以被讨论

的结构刚度，但同时又保持墙体的完整性。

制，在中国要达到很高的层次还不太可能，关键是

很高，但是面积变大了，工作量也会多一些，但是

就决定去做小房子。

了一下，变成了一个三层的房子，最后就形成了一

的，而太少的中国建筑师从结构角度来考虑房子。

我们也尝试很多其他类似的材料，比如陶土

要看缺陷是否在容忍的范围。当然现在很多中国

它的辐射也变得更加有效。其实新农村的问题，一

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

个有些反讽的外观：在农村采用城市的逻辑造房

我们认为结构是自由的，一定要把一种框架的思

瓦是小的材料，我们希望厂商可以做到比较大的

建筑师做不来就去抄国外的建筑师作品，根本不

个是农民房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公共设施的问题。

情，其实不是这样，欧洲和日本的建筑师基本上

子。不过我现在回过头反思，那时的我们心态和

维方式打散，要完全突破设计院那一套“规范”

陶土瓦，它是一种传统的构件、但是形成的建筑

考虑我们在工艺上是否能够达到那种水平，这也

原来农村的公共设施比较差，菜场、养老院、图书

都是从很小的项目开始做的。我认为造房子没有

现在不同，喜欢做比较张扬的东西，现在看来一点

的做法，从结构本身的需要出发。我们从柯布西

效果是新的。我们在规模小的住宅中试验这种做

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王澍先生

馆，这样的设施以前农村几乎都没有。我们事务所

太多高深的东西，房子不分大小，关键是建筑师本

都没有必要。因为农村和城市人是如此不同，首先

耶那里继承了一种框架的体系，在结构师眼里最

法，因为它的代价还不太大，而且成功的话以后可

用有限的精力做了一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

介入农村建造的时机比较好，现在国家对农村这一

人要建立自己的核心工作方法。什么叫大师？大师

他们非常有信用，其次邻里关系非常融洽，另外他

简单的就是这种框架结构、多米诺体系。现在的

以成为一种工业化的原型。我们对于结构有一个

传统的建造比较好地与现代的材料和建造体系结

块的资金的分配有了一定的起色，所以当务之急

们往往有一套非常不错的工作方法，如果可以照

们也非常务实。所以我现在觉得库哈斯的那些说

框架体系，梁可能会比柱子小一点；如果要做个砖

理念。我们认为任何的原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

合、用一种可操作的方式继承下来。我的项目在

就要把这些关系到民生的公共设施建起来，要把

搬他们的方法，比如说柯布西耶或者密斯，做出来

法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库宅和我

墙，非常多的构造柱，这样的房子构造感特别差，

是不可被工业化的，非常独特或昂贵的营造，缓

农村施工时都是找最普通的施工队来做的，尽管

这些城市人看起来很正常、但在农村过去做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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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随意的场所纳入到现代设计的的范畴。这方面

师介入的机会。

们希望能够把这种结构体系、通过各样的方式经

的工作也没什么利润可言，而且工作量可能会非常

我们为什么把工作室叫做“佚人营造”，就是

艰巨，但我们认为非常值得做。在国内，过去从来

因为我们农村里有太多的建造工人，四五十岁的

没有出现过有设计感的菜场，但是在国外却有很

泥瓦匠，都是从非常严格的师傅手里出来的，所以

Q：在中国快速建设的大环境下，我们很关心的就

多很好的案例，我们现在所做的菜场就希望通过

有非常严格的培训过程。我们希望我们做的单体，

是您这样精细化设计的工作方式，究竟在市场上是

结构赋予它内部空间一个非常强的逻辑性。

最终都可以被简单放大，形成一个非常松散的组

怎样的生存状态？能赚钱吗？

团关系。我们正在研究怎么形成更大规模的结构

A：我们现在的工作方法是对项目进行总包，不收

Q：参与到公共领域的工作，实际上加强了建筑师

体系。既不是欧洲的那种街区的方式，也不是城中

设计费，几乎不可能赚钱。扣除建造成本的那一部

对农村文脉的影响。您脑海中的农村建设的未来图

村、贫民窟那种不受控制的，它的单体都是经过精

分盈余只能是作为设计项目的运营开支，但是没有

景是什么样的？建筑师在这里能有多少作为呢？

心设计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灵活的。最重要的

利润可言。我不太赞同建筑师是一个“中产”的行

A：过去农村是被设计市场遗忘的地方，那个时候

一个概念是非常精密的考虑的单体，但他们之间

业，我也希望自己的工作状态和社会诉求达到另一

农村的建造主要还是自发行为，而自发行为的主

的关系有许多中排列组合，可以根据周边的环境、

个层面。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比较清苦的状态，而且

体的品味决定了这个建造的结果。如果这个主体

功能等等来进行组合，这和中国古代的建筑方式

我们如果选择做这样的事，就必须要接受这样的

是有品味的，那么这种建造就是有细部的，否则的

是类似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系统性的工作过程是

生活方式。很多人走进我的自宅，都会觉得那是一

话，对于个体品味比较一般的，建造后形成的整

这样的：现在通过小住宅单体，一方面是开发新的

个清教徒式的房子：家具设备都很简单，厕所—

体可能是美的，但一般都是缺乏细部的。所以说

结构体系、完善我们的结构施工做法，另一方面也

有但是很简陋。在大众的观念里它可能是不合理

这种自发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个里面有建筑

完善我们对这个材料、结构的理解和评判。以后我

的，但这是我认可和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过排列组合形成更大的东西，放入新的环境中。

宁波春晓自宅 2010-2013

宁波春晓库宅 2006-2009
从各个层面来看，库宅是个彻底的城市主义
的建筑，放在一般气质的宁波农村，反而获得
一种难能可贵的隐喻。毫无疑问，“库宅”是
中国乡下农村做工最出色的民居之一。她背
后反讽的当下城市与农村之间空间和建筑形
态上的深刻矛盾就如这个房子与周边民居之
间形成的既统一又排斥的复杂关系一样，充
满了多样性与单一性之间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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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师自宅是“自由结 构”探 索的第一 步，
线性的梁柱关系完全游离于框架体系以外。
古建立面常见的搭梁，托柱处理手法随处可
见，这些不遵循常理的结 构处 理，从根本上
颠 覆 了 西 方 建 筑 所 限 定 的 框 架 关 系。建 筑
师 认 为，一 切 结 构 必 须 在 符 合 一 定 力 学 原
理 的 基 础 上被 赋予 新 的 美 学可能 — 一 种 看
似随心所欲控制的诗意美学。此宅亦被称为
“半宅半庙”，寓意是希望最 终 空间能够以
“枯”“残”“悲”“寂”等字眼来形容。劳苦
的心智，极低标准的居住要求，原始而朴素的
材料，艰苦费力的结构探索，极具特色又残
破不全的家具器皿，这些正是这座建筑力图
达到的高度。这些空间体验是把生活当成一
种文人的精神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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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柯力博物馆 2010-2013
宁波春晓柯宅 2011-2013
柯宅是一座“二分宅”，共四个开间，两间为一
户人家。柯宅的内向化是一种天然选择，与环
境的边界最好状态是恬然而平和的。建筑师所
追求是如所有中国传统民居所那样幽深的内
部世界，因而采用了简单直接的墙体。这个住
宅采用了内所的结构做法，外部最大的标志就
是取代原梁柱位置的玻璃带，一方面倡导了一
种“光的结构”，另一方面亦是对内部空间氛
围的控制。线性的采光使得房屋的光照充足而
均匀，这是一个将对光的运用放到第一位的住
宅，为了贯彻立面的“无窗”效果，在一些必要
的通风窗处都做了水泥板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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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柯力博物馆被建筑师称为“白描建筑”，
意 思 是 建 筑 除了 轮 廓 线 就 是 结 构 线，任 何
“面”或“体”都是“透明”的、可被替换的。
这种体系下对结构的组合和断面要求很高，
任何梁柱关系都被放大。这是在一个正常的
工厂生产的场所，为了抵抗紧张的空间关系，
建筑师采取了约翰弗里德曼式“空中城市”
的思路，一层变 成了工 厂花园，地下室为展
厅，二三层为一般办公或者加工车间。
这个建筑将结构工程师的大部分工作纳入到
建筑师的体系下，回到了辛克尔年代建筑师
的状态。建筑师追求一种结构直观的“朴素”
美学，并采取与朴素的结构体系相配的朴素
的填充材料体系，如玻璃砖，水泥砖，石，石
灰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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