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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城 镇化是否将成为最彻底的“山乡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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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历时6年记录重庆巫溪白马村之变：错落的山
谷变成中西合璧的“农村城市化效果图”；大片的农

读者评刊

地全 部 铲平，党委 书记帮着丈 量 屋宅；农民感叹种

@玎玲66：《美国的公司城—早期资本主

@苏有想-春华秋实：图书馆里的EL有好几本都

和参与者，我们每个人生于城镇，或感受着家乡变成城镇，或投身城镇，或来到一座新的城

义 经济中的工 业与城镇设 计》，这 篇文章

被翻散了……明天就去开始看！看完了那本同

镇，或在城镇之间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坐标，应该说，我们就是城镇的血管中不断奔流的每一滴

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系的教授

济百年校庆专题的《城市中国》，很喜欢里面

鲜血。因此我们影响着城镇化，城镇化也改变着我们。这项事业的意义堪比修筑万里长城，犹

Margaret Crawford女士写的，登载在《城

的几篇文章，但也很郁卒，我现在已经不住在

胜开凿京杭大运河，但却更加复杂和旷日持久—因为我们渴望的城镇，不是一座座严肃的烽

市中国》杂志上。文章里的大量内容值得阅

那个特小号城市里了，我很怀念它。@Miss_

@关尔lemo：【BBC中国城镇化纪录片 ：全球

火台，不是一段段喧嚣的航路，或是一幅幅时代气息与市井文化交织的图腾。

读。在今天的美国大地上，留存下来的公司

surie 上次我们看的那个十八梯乌托邦方案以

变化最快的地方】地处中国西部的巫溪县白马

城(American Company Towns) 已非常

一种非常可爱的形式在这本杂志里出现了……

村，千百年来 倚靠青山绿树，时间恍如凝滞 一

鲜见；它们是西方工业博物馆中的珍品。

3月14日 17:10 评论(4)

城镇化的进程，和我们每一个居民的生活休戚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镇化的见证者

透过编辑们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一个快跑中的城镇。新型的城镇化，如果继续将“效率”
作为第一准绳，诚然我们会看到更多鳞次栉比的广厦高楼、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甚至在脚下
头顶呼啸而过的地铁轻轨，但是是否会使“城镇化”渐渐驶入“城镇面貌千篇一律、环境破坏

地辛苦，夫妻两地分居，愿望是进城打工，子女未来
可以上大学……//@夏骏: BBC 纪录片：《全球变化
最快的地方》。

般，任凭外面的世界沧 海 桑田，这 里却鲜少改
变。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持续推进，白马村

5月17日 13:21 赞(1)

终于迎来变革的关键时刻。BBC历时6年见证

愈发严重、城镇文化根基缺失”的百慕大？如果继续以“土地的城镇化”驱使着“人口的城镇

中国式拆迁。http://t.cn/zHbSzEv @北村 @

化”，以政策代替双脚做出选择，是否会为了迎合这种人口的不断流动，而把城镇刻意塑造成

@方所文化：#方所·誌# 谈及心目中理想的

@大瓦匠dawajiang：《城市中国》这本杂志越

薛蛮子 @刘春

同一张脸孔，并伴随着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庆幸，我在一枚枚铅字里读到了人们对于这些问

城镇化，《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说：
“整个

来越不敢看了，当一些说真话的学者跳出城市

对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再思考

6月15日 19:44 转发(1248) 评论(103)

题深度的思维以及拳拳的赤诚。拜读了对北京、上海以及荥阳等中国各层次城市代表的不同

城市化的发展方向都是在抛弃村庄，农民

的小圈子，理性的剖析城市发展的规律时，会

新 世 纪 的 头 十 年，城 市 化 运 动 在 疾

维度的剖析，我倏地感到：也许，我只是中国城镇化巨幅油彩中不起眼的静态一景；也许，我

的选择更多是无奈之举。理想的是，城市和

发现地方政府或多或少的短视。政府的决策又

风骤雨中展开，为了更好更快的实现

也可以和诸位作者和编辑们一样，执起画笔和颜料，在这张画布上描上自我的一笔。

农村都很好，农村依然是农村。” 第58期

不能回避，我们怎样做下去呢？

《城市中国》以此为题，对中国城镇化模式

6月6日 10:28 评论(1)

新型城镇化

—余相龙 上海

城 市 与 农 村 的 平 衡 与 博 弈，国 家 出
台了一 系 列 政 策 亟 待 解 读。本 期 课
题将“新 型城 镇化”一 词拆 分为“新
型”“城镇”“化”三个关键词，分别指
向发展模式转变、城镇规模差异和发
展动力升级三个层次，通过专家、业界

旧城住区在经历了持续大规模的拆迁和商业化改造后，现已逐渐进入理性思考和提升阶
段，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经过了上世纪经济持续增长和财富积累，在实施旧城区更

7月12日 09:33 赞(1) 转发(15) 评论(6)

专家定位指导、企业居民参与的共生多赢机制，在遏止大拆大建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可持续更

@陈剑阳-规划-建筑-设计：如果有机城市

新发展模式。
@城市中国：我在这里：#同济大学瑞安楼#@上海译文 《再会，老北京》作者迈克尔·麦尔演讲，他的中文

人士和亲身体验者的观察和分析来了

保护和经济发展要素激活结合起来的旧城住区更新模式；打造了武汉历史街区的江汉路步行

非常出色，演讲中不时中英文兼用，逗乐全场的同济师生。麦尔谈到在北京胡同里居住、在小学里代课的

解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应在哪些环

街、哈尔滨市中央大街、上海市“新天地”、厦门中山路步行街、广州上下九步行街等旧城更新

时光，很多普通胡同居民的生活教会他理解老北京。这个城市新旧空间的彼此冲击的过程被他记录下来。

境中引发变革。

商业项目模式；全国各地旧城住区也积极开展了对商业街、观光旅游、居住区功能综合更新工

5月13日 19:04 转发(17) 评论(6)

程建设模式探讨。
@张松514：书写的更 好！建议 大 家还 是读下这本
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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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山居动物伙伴们》
作者：朱天衣
出版社：海峡书局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售价：36元
简介：台湾文坛地位显赫的朱家三姐
妹之三妹朱天衣钟爱大自然，长期从
事动 物保 护和山林溪 流 保育 志愿 服
务工作，并一直是一位优秀的童书作
者和教师。本书记录了朱天衣在迁居
山野后与大自然和动物朋友们共度的
时光。

004

作者：陈晓兰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售价：22元
简介：本书以跨文化的视野，比较分
析了古代中西 城 市 观 念 的 会 通与差
异。并着重以现代转型时期的伦敦、
巴黎和上海为中心，分析了19、20世
纪早期中西都市文学的反都市主义倾
向及 其 对于 资 产阶 级和大 众阶层 的
文学再现。

《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
作者：王玉德、郑清、付玉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售价：49元
简介：招商局自清末洋务运动后期至
今 一直 是中国重 要 的 金融与贸 易企
业。本书从唐廷枢自设保险招商局、
盛宣怀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讲
到 袁 庚 打 响“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第一
炮”和平安保险走向海外，全面回顾
招商局的发展历程。

是成立的，那么有机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自
然成长出来的吗？“城镇化是靠推动的”听起
来就像“拔苗助长”的行为是合理的。
@陈鹏caupd：确实不错，比较客观。几点观
感：一、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路

—沙田 重庆

作者：田川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售价：24元
简介：纪录片导演田川十年前留日学
习时写下这本小册子，他把日本视为
中国社会的镜鉴来观察和体会。东京
的丰富，含古盖今，田川用镜头记录了
一些普通的东京街头瞬间，用文字讲
述了一些有趣的日本人的故事，包含
了日本普通人的职业、生活习惯和思
维方式。

@ 猫 和 阳 光：这两年 小 城 镇 项目肯 定 特 别
多，兄弟们又可以捞一笔了。

新建设工程项目时，不再单纯寻求与开发商投资和专业的合作，而转向采用政府引导和投资、

《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

@杨保军：白马村的变迁，值得仔细看完，推荐。

进行再思考，探寻未来发展之路。

在实践过程中，以山西平遥、丽江古城、泉州古城等为成功案例，创建了将历史文化要素

《东京记》

6月19日 11:58 转发(106) 评论(2)

《造型的诞生》
作者：[日]杉浦康平
译者：李建华、杨晶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售价：49.80元
简介：本书作者是日本著名设计师杉
浦康平，他用“万物照 应 剧场”一 说
发 展出“宇宙学”观 念，从图像表 象
去解释形象和概念，研究人类文明的
发 展 历程。本书1999年曾第一次出
版中文版，就在设计和图像学界刮起
一阵旋风。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传》

径，没有之一；二、权利最终要靠自己争取，但
争取权利不如争取保障权利的制度；三、不可
能人人同心，但社会要和谐必须尊重每一个人

@parahebe要加油：早上刚翻完一章，要不要也去

的自由选择（虽然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因

租间平房体验下？

为在一个不尊重少数人的社会，谁都可能成为

@到里斯本看海：有什么情节值得所有人都来反复书
写？#那就是自己居住过的地方#

受害者。
@ 扑算子 4 5 4：相对客观吧，不确定的未来

@土纸儿：以我自身的经验，是作为外国人的观察角

大家都很恐惧，城镇化打破了稳定的生活，但

度更为直接与表面，因此比较好理解，你让他玄也玄

发展貌似一个中性词，难说好或者坏吧，只是

不起来的。

代表了未知。

@城市中国：#UACF2013城市建 筑文化论坛#同
济大学常青教授谈到乡土建筑和历史环境的存续之

作者：[英]詹姆斯·韦斯科特

路：诗经中的“风”相当于genius loci，即场所精神；

译者：闫木子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售价：48元
简介：前不久，
“行为艺术之母”阿布
拉莫维奇在不眨眼行为艺术中与恋人
重逢热泪盈眶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令
无数人为之动容。本书由OMA出身的
资深记者撰写，对阿布拉莫维奇其人
及其行为艺术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了详
细的介绍。

语族与建筑的区划也密切相关，相同语族中的建筑中
存在着一些相似性。
6月7日 10:52 转发(2)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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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
国际机场
Shenzhen
Bao’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香 港
Hong Kong

深 圳
Shenzhen

上水新市镇
Sheung Shui New Town

天 TIN
水 SHUI
围 WAI

大埔新市镇
Tai Po New Town

设计方：香港房屋委员会
Designer: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KHA)

元朗新市鎮
Yuen Long New Town

居住型城市：天水围

屯门新市镇
Tuen Mun
New Town

Shelter Cities: Tin Shui Wai

新界
New Territories

开发单位：天水围发展局：
Developer:
Tin Shui Wai Developments
现有人口：289,800
Current Population: 289,800

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促发了居住型城市的诞生，地方和地区政府要

九 龙
Kowloon

寻找新的策略解决农村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规划者往往采用以节
溢无法提供有效的分配方式。
“新城”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的

业主：香港市政府
Cli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荃湾新市镇
Tseun Wan New Town

文／Rachel Keeton 翻译／黄正骊[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制图／Tom Bokkers 摄影／Jeroen van Poecke
Text / Rachel Keeton Translation / HUANG Zhengli[UCRC] Maps / Tom Bokkers Photography / Jeroen van Poecke

点引导人口聚集的城市布局方式，因为单纯依靠原有城市资源的外

沙田新市镇
Sha Tin New Town

香港国际机场
Chek Lap Kok Airport

时间：1990~2006
Date:1990~2006
状态：已建成
Status:Completed

将军澳新市镇
Tseung Kwan O New Town

有效方式，成为钟爱“秩序”与“控制”的政治家们的新宠。对于那

地理位置：
22°26’53.11”N, 114°0’16.63”E

些为权力社会服务的规划师来说，新城可以有效地分配土地资源、
城里的住房基因往往决定了其社会结构，比如只有社会住房的社区
里占大多数的就会是低收入的社群，而相应地，在那些豪宅林立的
社区里，则主要生活着上流社会的人。本文原载于《崛起在东方：当

Location:
22°26’53.11”N, 114°0’16.63”E

东涌新市镇
Tung Chung New Town

产业与就业资源，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就此划分不同的人口。新
芝加哥高层集中区鸟瞰（图片／东方IC）

香港岛
Hong Kong Island

大屿山
Lantau Island

中国南海

代亚洲新城》一书，天水围是该书第六章“居住型城市”中的一则案

South China Sea

例分析，与之齐首的还有上海松江新城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达麦新城
（Bumi Serpong Damai）。

5km

Rising in the East: Contemporary
New Towns in Asia
Rachel Keeton
国际新城协会（INTI）研究员，注册
建筑师，曾在美国、英国与荷兰就
学。她是研究亚洲规划型城市的专
家，著有《崛起在东方：当代亚洲新
城》等著作，负责协调2012年由荷
兰借助学会（NAI）主办的“新城|新
界”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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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了亚洲最新一代新城崛起的惊人故事，从社
会、历史、政治、经济多个角度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
这 些 新城 无 奇不 有，有的平地而起，瞬间就成为了几
百万人的居所，有的神秘多舛，诞生于内陆腹地。他们
背后的故事令人兴奋，也体现了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亚洲
的城市化的多面向。

水体
water

建成区
built area

新市镇
New Town

公路
highway

天水围和香港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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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开发管窥智慧城市实践路径

之。这里提及的智慧产业并不单是信息领域阐述

反观实际，城市的开发以空间地块开发最为

制外，极为缺乏的合格材料供应商才是最大的瓶

的信息科技制造业，而是指以人的智慧为主要生

直接，这就要求在城市新空间上的智慧植入应成

颈。这种合格不在于质量本身，而在于工业化的生

An Approach Make Smart City Come True

产要素的产业类型，包含了文化、设计、信息、音

为智慧城市进阶的关键路径之一。城市规划与建

产与定制化且低成本的需求之间难以达到平衡，

乐等多种细分行业类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等同

筑设计当然不能忽略这种趋势，于是如何在一个

而这种平衡在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以及国内部分企

文／崔国[城道顾问]
Text / Gehry[Chengdao Properties Consultancy]

于“创意经济”的范畴。不难看出，智慧产业强调

相对成块化的空间内高强度地实现人类聚居城市

业中已经得以完美实现。如银河SOHO、北京昌

的是城市中个人智慧的生产与转化过程，强调个人

的根本目的需求，就是居民欢迎的、城市欢迎的，

平草莓博览园、广州歌剧院的各种立面设计都对

智慧的迸发与创造，强调开放式的全民创新与智

更重要的是，因由规划与建筑本身秉持的可操作

定制化低成本的材料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且完

慧参与，也就是将人自身的智慧激发出来，广泛地

性强的特征，在实践上，以地块范围为基础的“智

美实施。另一方面，智慧的建筑应该是集中智慧成

参与到城市开发、管理过程中，而非单纯意义上的

慧社区”建设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当然，首

果的殿堂。而智慧的集中可以从建筑一开始的建

信息技术研发与制造，亦非分类学意义上的某个

先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社区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社

设上便得以实现，如建筑绿色化、产业化一直是开

群体的生产创造与智慧演绎。因此，智慧城市应

区，而更像是我国的小区或者街道社区。

发者的梦想之一。当大多数人对于3D打印技术还

“智慧城市”这一提法的提出及流行几乎都是在中国，然而它到底具
有怎样的价值？又如何在现实中实现？是追本溯源的两个问题。

该是城市人的智慧。

Living labs可被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旨在综合新型技术手段，在多元、演进的实际环境生活中，透过感
知、雏型、验证、改善智慧生活的各类复杂解决方案。图为LIVING LAB LOW3项目（图片／CISOL)

从城市本源追寻“智慧城市”价值
The Core Value Of Smart City

根据前述智慧标准，按照开发建设的难易程

一无所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人将3D打印建筑

讨论到不智慧，从语言学上展开理解，表明

度，首先在社区中实现的应是智慧设施，这往往是

在现实中实现，相信未来批量化的实现这一创举

当前的某些做法不够聪明，也就是经济学衡量标

由地产开发商完成的，包括建筑智慧节能、空间

近在眼前。而3D打印建筑的实现，实际上是对建

准里的“不经济性”。这一点从绿色经济的角度来

集约多元、功能合理、设施共享等标准，总体上可

筑材料、打印设备、软件程序等多种智慧创造产业

看更容易理解。目前经济发展的方式对能源的依

以按照经济性与宜居性设计，这里不再赘述。其

的集中化利用、实现过程。实际上前述提及的定

赖有目共睹，而能源的浪费数量又十分惊人，例如

次，信息科技的运用是赋予基础设施叠加智慧的

制化建筑的实现过程中，产品供应商都对供应的

我国建筑的直接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30%，若加

步骤，主要由通信公司、物业公司等机构实现，包

外立面产品进行了重新设计，并为此设定了全新的

上建筑相关行业的能耗数量，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括水电煤等日常生活设施的信息感知及反馈技术

产品体系，蕴含了产品供应商的智慧内容。提出这

46.7％，这足见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本身“不智

的植入，网络信息科技的入户普及，生活订购等

一现状并不表明要求所有的相关企业都开拓这一

慧”的一面。因此，智慧城市还应包含城市设施本

物联网络的落实等。最后，是人的智慧性的实现。

领域，更多的意义在于表明材料的生产，产品的供

身由“不智慧”到“智慧”的转变。

本质上这一过程无法单独成立，而是贯穿于前两

应，已经越来越不仅仅是单纯的批量生产和原始

最后，才应该是智慧的信息。如信息的广泛

个步骤，主要表现为前两步骤中要重点布局开放

技术规模化的阶段，新的城市建设需求对于新型

感知，通信技术的运用，多元信息的共享以及信

式的设计。譬如社区开发与管理方面，通过智能

开发商、供应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只有顺应

息感知后的反馈等内容。

手机平台及通信科技，上传损坏设施的照片及具

这一趋势，才能在未来市场占得更大的先机。

至此，城市主体— 智慧人，城市客体— 智

体位置并同步到社区管理平台，管理部门进而做

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聚焦集中地块，在设

慧设施，看不见的城市流— 智慧信息，才最终能

出决断并派出修缮人员进行修理。这也同样可以

施、信息、人三级体系上与规划及建筑设计切实

够组成完整意义上的智慧城市。

扩大到居民对于不合理设施的建议方面等，这样

融合，秉承开放式端口设计的智慧社区开发，将是

居民不再是社区的被动接收方，反而成为社区的

当前智慧城市实践最好的切入口，必然抢得发展

路径依赖下的城市实践策略
Approach Of Urban Development

监督者和管理者，居民个人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

先机。

任 何 支 持 智慧 城 市 美 好 未 来 的人，都 在 一

中早已不再新鲜，且不乏诸多成功案例。Google

个根本点上具有共识，就是智慧城市以信息的泛

的开放源代码平台、Apple的iTunes App Store
都已成长为普通编程人员施展拳脚的成功平台。

得到实现。这种开放式端口的设计在网络运营商

要动力的城市更新运动，将城市发展的基础、形

商 榷 和 厘 定，而从城 市 发 展 模 式 的 根本 革 新 来

在化搜集与智能化处理为核心，其最终的便利与

态、规模都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奠定了3.0版城

讲，未来的城市应该是“全体人”的城市，每个人应

否，都将依赖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普及程度的高

开放 式设 计在城 市开发与运营层面尚属 新 生 理
念，但前景广阔且令人兴奋。

中国的城市发展领域时常会给人一种印象，

市的基础。反观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国内在过多

在城市中力图达到无差别地参与城市各种机能，

低，即在实践上要求信息获取点布局到城市的每

即有关流派的要素远比关于“流行”的要素要少得

地强调泛在化感知技术植入的同时，已经逐步走

让个人的智慧可以在城市中自由衍生、实践，才有

一个微小事物，大到城市整体，小到纽扣电池。若

这种开放式端口的设计对于开发商整合能力
的要求提升了，同时也对项目最初的材料供应商提

多。这不能成为佐证中国城市发展领域理论薄弱的

向了一个极端：即将大量的信息通信技术植入居

可能扭转1.0、2.0、3.0任何一个依托“物”之革

城市信息接收点以及反馈点的推广面无法达到一

论据，但绝对是“智慧城市”、
“数字城市”、
“未来

民的日常生活，在不经意间抬高使用门槛，增加了

新带来转变的城市版本，重新回归“人”的核心。

定的广度，则必然的结果就是无法有效地实现信

出了前所未有的定制化、高效化、科技化需求。智
慧的城市固态上以智慧的建筑表现最为直接，而

城市”等新鲜词汇交替在各级政府官员中流行的

更多的数据信息接收与处理过程，这反而可能致

或许这也 映 射出了智慧 城 市发 展 的 最 终 标

息的自动接收与智慧反馈的目标，智慧城市便不

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智慧城市仍然是一个值

使个人生活的不便和社会运行的不经济，相当于

准—是否真正实现了城市居民更加便捷、舒适的

可避免地停留于构想层面。况且，这还是在没有

智慧的建筑，首要一方面要建筑本身具有智慧的
反应能力，因此不少设计师开始考虑如何运用设

得期许的未来城市模式，然而目前智慧城市的字

是突破了在信息接受层面的“马切提恒值”。若如

生活方式，以及是否激发了人的智慧并有效地得

论及硬件投入的全面铺开将涉及到巨大投入与尚

眼见诸各大传媒，被大众熟知的同时，其内涵也日

此，智慧城市的锻造之路是否真的令人向往？基于

以现实回应—尽管智慧城市的初衷同样是为了

不明确的产出效益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目前可

计的手段、结构的技巧，使得建筑自我智慧。如运

趋模糊。这对于城市发展的具体操作者来说称得上

这一认识，我们不得不打消城市已经进入4.0版发

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便利。

以预见的结果是，智慧系统的植入较多以服务行

用结构设计使得建筑中庭成为一个热气上升、冷

绝对意义上的噩梦，因为这将直接导致城市投资

展轨道这一期望，因为与其说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

业的标准进行细分，如通信、医疗、交通，而各个

气下降的天然空调；再比如通过计算太阳的辐射

的机会主义泛滥。

是城市新型发展模式的探索，不如说是针对当前

领域之间的信息并不共享，造成驾驶证件、医疗、

角度与长度，将建筑本身的不同立面以不同材质、

房产、个人征信等信息库之间就无法共享，而多项

厚度、形状、颜色呈现，从而起到建筑整体减少辐

城市自出现起，农耕社会以农业经济背景下

各种3.0版城市病的应对策略，抑或无奈选择。

怎样才算“智慧”
How Smart Should Be

的商贸业为基础，孕育了城市发展的1.0版本；工

因此从城市起源的角度来讲，人们倾向于居

“智慧城市”一出，就必然产生了与过往的对

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信息之间的交叉性又是显而易

射量，继而减少内部空间空调使用量、建材使用

业革命之后以技术转化为主要动力的城市，标志

住于城市，在本质上是因为城市为一般人的生活

比。人们不禁试问：过去或者现在的城市是否就

见的。可以论断的是，需求与实践路径之间的不

量，提高使用者舒适度和经济性的作用。这种设计

着2.0版城市的形成及崛起，城市至此开始构成人

提供了散居不能企及的效果或者便利，任何偏离

不智慧，那么怎样的城市又才称得上智慧。在智

对应，使得当前城市管理方对于具体实现“智慧城

已经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得到有效的发展，然而国

类社会的基本框架；以信息科技的实践应用为主

或违背了这一“根本点”的发展方式都值得重新

慧城市提出之前，有关“智慧产业”的讨论早已有

市”路径的需求比任何人都强烈。

内推行较为困难的原因除开发方认知接受力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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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推出的FixVegas手机软件，使得普通市民直
接参与到城市维护与发展过程中。（图片／FixV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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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工厂城
《城市中国》53期《克拉玛依》中的《美国的公司城》一文给出了工厂城的定义：
“一个社区的主要居
民都是某公司或公司集群的雇员，并且这个公司拥有此社区大部分的不动产。”工厂城在当下中国的样式更
加特殊，但与美国工厂城企业办社会的基本含义是相似的。工厂城并非必然等同于工业城市或工业基地，
工厂城的定义处在一个更小尺度上。工厂城的“城”可以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而只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
闭的结构、管理单元和共同体，一个清晰的生产生活单位，一个工业城市可以包含很多个工厂城。所以本期
案例的着眼点是：一个工厂城其结构是否稳定？内部文化是怎样的？工厂城的封闭程度如何？和整个城市
的资源关系如何？人口怎样在工厂和城市之间流动？我们既在一个较小的尺度上研究工厂城，又从工业城
市的尺度考量整个城市的发展。
可以说，工厂城是中国在工业化阶段直至当下的一种必然产物。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工厂城这种方式
具有最强的动员能力，生产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在今天，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城形式仍然最受招商引资的地
方政府欢迎，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开发模式，可以有效吸纳就业。工厂城所谓的“造城”是各方配合、时势
打造的。所以在这期课题中我们要问：中国为什么需要工厂城？工厂城的必然性体现在哪里？如果说工厂
城是一种通向城市的过渡产物、将会坠落的共同体，为什么我们仍然留恋工厂城？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还将
持续至少10年，中西部已经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工厂城现有的市场使得讨论更具有意义。

产城融合：工厂城的可能性
除了正在崛起、进行中的工厂城，那些处于工业化末期或后工业时期的城市还需要考虑如何对待工业
化留下的遗产。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老工业基地的
发展重点转移为城市改造。在工业基地的基础上，工厂城必须走向城市性，这也许是一个工厂城走向消解
的开始。
所以我们的关注点来到产城融合。这一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人们的生活区仅仅是生产的居民点的状
况，意图回归城市的本源。今天的民营工厂城用宿舍来代替住宅，用员工来代替市民，用廉价的工业用地建
造宿舍，又走在了与城市化相悖的路上。对于规划者来说，要做的是在城市规划中纳入产业规划；对于地方
政府而言，并非产业规划决定了产业，而是城市本身决定了适合发展怎样的产业，而产业规划加速了引导
的过程。产业需要立体化发展，以往单一产业主导城市的工厂城模式也到了改变的时候。
本期课题循着这样的线索，从工厂城的具体形态出发，探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从政治、经
济、社会角度剖析工厂城的方方面面，当然还有空间形态具有的象征和实际意义。开篇总述中国工厂城的
蜕变，然后用经济学家的言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描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的工厂城怎样
被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产业转移浪潮所塑造。接着从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工厂城案例入手，从典型的华南
工厂城，到有着国有血统的工厂城，这些案例都切实反映出工厂城与城市的复杂关系。国外工厂城可以作
为对照，昭示着中国工厂城的可能性，让中国思考怎样避免城市衰退和收缩。接下来的产城融合部分更深
入地探讨产业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如何结合两者，也是规划者在城市案例中探索的方向，可以从中窥到工厂
城的一些新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拉动着中国的城市化。代工制造业把
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而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仍将持续下去，金
融危机之后，欧美试图复苏制造业的努力使中国的制造业状况
更加为人瞩目。制造业在中国落实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
工厂城，从国有单位工厂城，到民营代工厂工厂城，皆有着不同
于西方的基因。工厂城还在继续生长，本期《城市中国》试图描
绘其现状并呈现未来的趋势。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 李丹[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 LI Dan[U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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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图解

“富士康工厂”：
中国大陆之“城中城”
FOXCONN FACTORY:
THE NEWTOWN-IN-TOWN
IN CHINESE MAINLAND

富士康信息变化大，本图所列数据可能不完整，仅供参考。

052

深圳
富士康观澜厂区
规模：观澜厂区约有员工10万人（高峰期达到13万人）分南北中三
个区南区、中区和北区，中区是工厂集中地，南区和北区是生活区
所在地，北区将是最重要的生活区。
主营业务：主要负责Iphone手机的制造，原料加工，组装与包装
出货。

2007年
富士康沈阳厂区
1

2007年
富士康营口厂区

沈阳

2006年底
富士康廊坊厂区

2003年
富士康太原厂区
1

1

1

北京

秦皇岛

1

廊坊

富士康集团松岗厂区
规模：占地面积11公顷,现有员工13,000余人。
主营业务：从事软性印刷电路板(FPC)、高密度连接板(HDI)、硬式
印刷电路板(RPCB)及IC载板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专业厂商。

营口

2007年
富士康秦皇岛厂区

深圳富士康黄田厂区
规模：员工人数达到6000多人。
主营业务：专业生产电路电脑电路板。

3

天津

2004年
富士康烟台工厂

1998年
天津滨海科技园富士康旧厂

太原

1

烟台

2007年
富士康天津泰达厂区
2005年
富士康晋城厂区
1

晋城
2010年
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
2010年
郑州富士康经开区厂区

郑州

2010年
富士康中牟厂区

2009年
富士康成都厂区
1

1

2006年
富士康（南京）
软件研发中心

1

南阳

2010年
富士康合并统宝光
电(南京)有限公司

2006年
富士康武汉厂区

成都

1

阜宁
2

南京

昆山

2003年
富士康杭州厂区

杭州

2007年
富士康嘉善厂区

2011年
富士康电子(Foxconn Electronics)
长沙研发中心

4

上海

1

武汉

2012年
富士康大厦

2

1

重庆

1993年
富士康昆山城北
厂区

淮安

1

2009年富士康重庆
产业基地

2003年
富士康昆山城南
吴淞江厂区

2011年
富士康阜宁厂区

2006年
富士康淮安厂区

3

1
1

嘉善
宁波

2007年
富士康上海松江厂区
2004年
上海富士迈厂区
时间不详
上海奇美厂区

2010年
富士康奇美电子宁波厂区

1

长沙

1974年
鸿海集团

1

1996年
正崴-富港电子(东莞)有
限公司，收购时间不详

2006年
佛山普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并入富士康
2010年底
南宁富士康高新厂区、
江南区厂区
1

南宁

2011年
富士康黄江工厂

2006年
富士康奇美电子南海厂区

佛山 东莞
2004年
富士康中山制造处
国碁电子（中山）有限
公司2004年正式并入
富士康科技集团

2

2
1

中山

2007年
富士康龙溪厂区
1

惠州

7

深圳
1988年
深圳富士康黄田厂区

1988年
富士康观澜鸿观科技园厂区

时间不详
深圳富士康大浪厂区

1994年3月
富士康观澜宝源科技园厂区

时间不详
深圳富士康石岩厂区

2006年
深圳富士康松岗厂区

1995年
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

中山
富士康中山制造处，国碁电子（中山）有限公司2004年正式并入
富士康科技集团
规模：占地面积8公顷，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
主营业务：全国最大的生产手机射频放大器模块制造商。
惠州
富士康龙溪厂区
规模：占地面积51.2公顷，规划建设规模为16栋1－4层的大型厂
房，总建筑面积为约90万平方米，用工人数约2.5-3万人。
主营业务：新型手机产业制造基地，手机及其零配件，包括第二代
GSM和第三代3C手机。
东莞
正崴-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收购时间不详
规模：厂区10公顷，员工约1万人。
主 营 业 务 ：主 要 生 产 各 种 世 界 品 牌 的 手 机 配 件 ，包 括 苹 果
iPhone5的手机数据线。
富士康黄江工厂
规模：10万平方米的厂房。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中小尺寸触摸屏和平板显示器件。
佛山
佛山普立华科技有限公司2006年并入富士康
规模：占地16公顷，现有员工2万。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自动相机、数码相机、投影仪等光电子产品的
研发与生产。

2011年
富士康衡阳厂区

衡阳

深圳富士康大浪厂区
规模：占地面积约3公顷。
主营业务：精密电气连接器及其线缆与线缆装配等产品。
富士康龙华厂区
规模：占地面积约230公顷，现有约有员工33万人，历史高峰员工
数达40万。
主营业务：富士康集团的“全球运筹及制造总部”。已发展成为全球
最大的电脑准系统制造和系统组装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电脑游戏
机、伺服器、主机板、网路配件、光通讯元件、液晶显示器、精密模具
的综合生产基地，以及国内通路建设的整合规划与布建中心。

2011年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生产基地

2012年
富士康南阳厂区

富士康富顶精密组件（深圳）有限公司观澜厂区
规模：员工30000余人，厂房面积21200平方米，宿舍面积11000
平方米。
主 营 业 务：主 要 生 产 五代 苹 果 手 机 配 件，算 机、通 讯、消 费 性
电子 等3C产业的多个 领域 如P4SOCKET、 P5SOCKET、
M e m o r y s o c k e t、H e a d e r、S W I TC H、H I G H S P E E D、
F L ATC A B L E、W I R EH A R D N ES S、 F P C、BT B、I / O、
BATTERY&ANTENNA、SIMCARD等。

嘉善
富士康嘉善厂区
规模：一期占地116.67公顷，2008年先开发41.2公顷。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电脑、通讯产品、消费性电子、汽车电子及各
类精密模具等相关产品生产和研发，生产便携式电子计算机、消
费性电子产品及其构件。

秦皇岛
富士康秦皇岛厂区
规模：占地66.67公顷，目前在职职工5000余人。
主营业务：生产手机配件（电路板）产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富士康高端电子产品生产基地，北戴河清华·富士康纳米科技研
发中心秦皇岛分部和PCB(印刷电路板)研发中心基地。

昆山
富士康昆山城南吴淞江厂区
规模：规划用地166.67公顷，目前员工3万余人。
主营业务：主要生产电脑连接器及其零组件。

北京
富士康北京厂区
规模：现有员工1万多人，人员最多时达2万至3万人。
主营业务：富士康全球无缐通讯的事业总部，也是富士康全力打
造的无线通讯产品专业制造第一大厂，专注于新材料和新产品开
发、系统集成。

富士康昆山城北厂区
规模：占地93.33公顷，员工5万多人。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笔记本电脑外壳的生产及研发。
上海
富士康大厦
规模：占地1公顷，地上部分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
主营业务：富士康在上海的中国大陆总部，建成后将承担贸易和
科技总部的职责，制造总部依旧在深圳。
富士康上海松江厂区
主营业务：富士康在大陆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主攻PC产品和网
络产品的机构件、半导体设备、背光模组和其他外围设备。

1

2001年
富士康北京厂区

资讯／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设计／成国强
Info / DING Xinyi[UCRC] Design / CHENG Guoqiang

短短30余年，中国跃居世界制造业
第一大国。此间，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富士康
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
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
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国乃至
全球闯出了新路。
富 士 康 的内陆 扩 张 版 图 大 致 为：
1988年起的以深圳为核心华南片
区，1992年起以昆山为核心的华东
片区，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烟
台为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片区，始于
世纪之交的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
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片区。依
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整体经济发
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
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
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
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
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本图呈现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建设
状况：进驻时间、区位、规模、主营
业务，试图分析不同阶段“富士康”
的转移建设特点，并希望由此引发
讨论：大转型时期的中国梦从中国制
造到中国创造的升级道路上，
“富士
康们”将何去何从，如何影响中国的
生产力布局？步入“后富士康时代”
的中国制造业、工厂城、以及围绕工
厂城崛起的新城发展中职住平衡等
问题如何探寻新的发展道路。

台北
鸿海集团是全球3C（电脑、通讯、消费性电子）代工领域规模最
大、成长最快、评价最高的国际集团，前身是1974年台湾鸿海塑
胶企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现已成为专业研发生产精密电气连接器、精密缐缆及
组配、电脑机壳及准系统、电脑系统组装、无缐通讯关键零组件
及组装、光通讯元件、消费性电子、液晶显示设备、半导体设备、
合金材料等产品的高新科技企业。

1

台北

富士康奇美电子南海厂区
规模：占地80公顷，现有员工约2万人。
主营业务：专业生产薄膜液晶显示屏的后段模块。
南宁
南宁富士康高新厂区、江南区厂区
规模：占地167公顷，一期工程约50公顷，厂房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
主营业务：通讯网络产品、电子书、智能手机、GPS、高端路由、
高端网卡等电子产品。
宁波
富士康奇美电子宁波厂区
规模：奇美电子一期厂房2万平方米，员工3.5万人。
主营业务：生产薄膜液晶显示屏的后段模块。
杭州
前身是富士康科技集团1999年投资组建的宏讯电子工业（杭州）
有限公司
规模：占地56.67公顷现有员工10000余人，工程师3000余人。
主营业务：产品跨越手机零组件、机壳、模具、基站、电子软件等
多个领域。

上海富士迈厂区
主营业务：主要生产半导体产业及平面显示器产业相关设备、设
备模块、室内照明灯具、特殊照明灯具、户外LED显示等产品。
富士康奇美厂区
主营业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电视用面板、桌上型监视器与
笔记型计算机用。
南京
富士康（南京）软件研发中心
规模：员工约1000人。
主营业务：首期建设富士康（南京）软件研发中心；第二阶段建设
富士康（南京）科技园，主要开展软件研发和相关硬件的制造与集
成，并在第一期建设完成、人员进驻办公后形成2—3万人的研发
和生产规模。
富士康合并统宝光电(南京)有限公司
规模：占地101.47公顷,目前员工近8000人。
主营业务：生 产低温多晶硅 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面板(LTPS
TFT-LCD)的高科技产品。
淮安
富士康淮安厂区
占地760公顷，淮安园区现有员工42000余人。
主营业务：生产计算机连接器及零组件，产品涉及计算机、通讯、
消费性电子等3C产业多个领域，并布局进入汽车零部件、营销通
路、数位内容等产业领域。
阜宁
富士康阜宁厂区
规模：总规划面积1000公顷，500公顷的主产业区，300公顷的
配套产业区，200公顷的配套生活区，一期工程将新建12幢20万
平方米的厂房，引进进口设备351台（套），而正在建设之中的6栋
厂房仅占一期中的一半。2014，预计入驻员工4-6万。
主营业务：阜宁富士康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
天津
天津滨海科技园富士康厂区
规模：1998年建的100×100平方米生产手机电池的旧厂
天津富士康泰达厂区
规模：生产手机外壳的约200×200平方米的新厂。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生产基地
规模：项目建成后，员工人数可达到3万人，项目一期厂房建筑面
积约45万平方米，2012年初竣工投产；二期工程拟于2012年底
前开工建设，2014年竣工投产。
主营业 务：主 要 代 工 生 产 惠 普、I B M、戴 尔 服 务 器 和 存 储 器、
EMC存储器以及路由器产品。
烟台
富士康烟台工厂
规模：占地330公顷,现有员工8万余人。
主营业务：2005年7月正式投产，目前下辖10家独立公司，已形
成电脑、打印机、游戏机、PCB印刷电路板、手机、DVD、机箱、
LED照明、液晶电视、面板模组九大产品集群，致力于PC整机及
其零部件、移动通信、汽车电子、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及代工业务。
营口
富士康营口厂区
规模：占地300公顷。
主营业务：以生产印刷电路板的高端产品，高密柔性线路板和其
他相关电子产品为主，包括台式和笔记本电脑等。
沈阳
富士康沈阳厂区
规模：一期工程占地100公顷。
主营业务：对IT和电子行业用纳米铜及汽车镁合金零部件进行研
发与生产。这是富士康集团进入大陆以来首次进军汽车零部件制
造领域。

廊坊
富士康廊坊厂区
规模：总占地346公顷，一期占地73公顷。员工总人数将达到15万
人。一期占地1095亩，员工人数达到5万人。
主营业务：无线通讯机构产品,网络连接产品。
太原
富士康太原厂区
规模：占地200公顷，富士康共有ABCD四个区，总建筑面积218
万平方米，A区是做手机外壳的，D区的很多车间是空的，主要是
做苹果配件。厂区与宿舍区是隔开的，员工上班必须出宿舍大门
口，沿街走一段路后再进工厂大门。
主营业务：规划分三期实施：一期铝美合金及热传；二期精密工
业，铝美合金深加工；三期为汽车零组件。IDPBG（苹果保税区）
于2011年底开始投入试行，2012年正式扩招生产。主要从事苹果
iphone4和iphone4s的组装生产
晋城
富士康集团晋城厂区
1999年公司落户、2005年扩建厂区
规模：规划占地70.53公顷(分A、B两区建设，首期B区占地面积
533亩)。项目B区于2006年3月开工建设，业已建设8栋厂房、8
栋宿舍、餐厅、篮球场、集中浴室、网吧、超市等相关附属设施。现
有员工13000余人
主营业务：从事光学镜头模块、精密模具及光通讯产品之生产制
造，富士康集团的模具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模具制造、3C产品制
构件和光通讯元件的生产基地。
郑州
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郑州总部）
规模：规划占地1000公顷，建设400万平方米厂房、250万平方米
蓝领公寓，目前员工已逾十万。
主营业务：是郑州富士康总部，主要生产计算机、通讯、手机、消
费性电子等零组件、机构件及系统软件等。
郑州富士康经开区厂区
规模：建设24万平方米厂房、21万平方米蓝领公寓。
富士康中牟厂区
规模：建设5万平方米厂房、11万平方米蓝领公寓。
南阳
富士康南阳厂区
规模：厂区面积78万平方米，富士康（南阳）高级技工实训基地项
目规划占地40公顷，一期建设用地12公顷，将建成14万平方米的
职工公寓、实训车间和教学楼等，可容纳1万人进行专业培训，计
划2012年8月建成，2013年投产。
主营业务：富士康南阳光学合作项目、富士康LED南阳合作项目、
富士康（南阳）高级技工实训基地，CCPBG事业群主要从事投影
仪、LED等光电产品的研发与制造。
武汉
富士康武汉厂区
规模：全部建成后，厂区面积 超过1000公顷，员工总数达到15
万－20万人，在东湖征地1000公顷，其中产业园区占地579.5公顷
（含生活区93.3公顷），首期投资10亿美元，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
毕，二期正在建设中。
主营业务：生产惠普、联想等品牌的电脑机箱和奥林巴斯等品牌
的数码相机。
成都
富士康成都厂区
规模：厂区占地160公顷，总建筑面积171万平方米，整个厂区是
一个由B、C、D三个生产区域组成的环形车间链。据介绍，仅C区
生产车间就有11栋，总面积28万平方米（B、D区也分别拥有11栋
建筑）建成并完全投产预计将在2014年达到40万人规模。
主营业务：主要生产平板电脑，计算机显示器、电子显示面板制
造。
重庆
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
规模：占地120公顷（无生活区），员工规模10万人，于2010年5月
正式投产，预计年产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及配件。
主营业务：以电脑制造、应用电子产品制造、通信终端制造等为
主。部分项目为惠普进行笔记本电脑的代加工生产。
长沙
富士康电子(Foxconn Electronics)长沙研发中心
主营业务：研发3G、云计算等技术。
衡阳
富士康衡阳厂区
规模：一期厂房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主营业务：主要生产数码产品、先进光电及LED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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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宝钢

筑钢作城

CONSTRUCTING THE CITY BY STEEL
文 + 采访／袁菁 摄影／朱骞 图片提供／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Text + Interview / YUAN Jing Photo / ZHU Qian + BAOSTEEL

在长江边上的宝钢原料码头，我们得了一个绝佳的角度来看这钢厂。太阳只一刀，把这20平方公里的庞
大厂区从光线里剪出了侧影：厂房窅窅，烟雾披离，天地似动非动，一个钢铁蜃楼偏坠江流之口，孰轻孰
重，令观者有不胜之感。而当年对它的揣测也曾一样横流如江：当年的一号高炉竟有一个半国际饭店那
么高，上海的软土地基能否承载，甚至也人质疑：
“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所以，在上海沙质地基上
耸立起的这个钢厂，底下究竟埋下了多少钢骨；也只它们，才清楚将那不可思议的钢铁现代化化作无限承

宝钢总厂平面示意图
Baoshan Iron and Steel factory’floor plan

受时，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城·厂来了
The Factory Was Coming

建单位空降而至— 四川的“五冶”、山西“十三

还可以进入宝山钢铁总厂的后勤体系；不符合条

欧阳花苑、杨浦区“又一村”。

冶”、河北的“二十冶”，还 有建设 攀 钢的“十九

件的，则由宝钢提供一定补贴，让农民进入本地劳

“当时民用建筑设计院第二设计室对口宝钢

自1958年起，工业在上海城市规划中的身影

冶”，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二、三支队

务公司解决就业。但随着二期、三期的建设推进，

工程的生活服务区工程，陈毓时任设计室主任和

愈发显露出来。《上海市1956年～1967年近期城

来此建设宝钢，高潮时期近6-7万人。当时的月浦

宝钢厂区西北角、西南角预留规划用地，与月浦生

万俊良等设 计人 员，配 套建 设了商场、菜场、医

市规划草图》、《上海市1958年城市建设初步规

几乎听不到乡俚村语了，人人操着普通话，自足地

活区与日俱近，最终毗连。如今，月浦德都路较为

院、学校、宾馆、职工宿舍新村等。一期城区配套，

划总图》、《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

形成一个小社会。有意思的是，随着这批人的前

热闹的商业街离宝钢厂区咫尺之遥。

以万人为规模，以友谊支路为中心进行商业配套。

都逐步提出开辟“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

来，山西的威风锣鼓、四川的闹年锣鼓等鼓种，也

几乎同步，宝山县老城厢镇即今日宝山城区

由于有金山石化总厂的建设先例，宝钢的设计标

的概念，每个卫星城以某种专业为主，9大近郊工

随之进入当地并形成“月浦锣鼓”。此后随着二、

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宝山县志·卷十二城乡建

准比石化厂高。这两个大型工业厂区，建设时间相

业区主旨更为明确，如桃浦化工工业区、漕河泾地

三期建设的展开，四大冶建单位均落户上海。

设志》中提到“1978年宝钢在西部建设生活区，

隔6年，石化厂区与生活区当年靠近海边，仅有绿

区精密工业区、长桥建材工业区等等，皆意在以市

一、二期建 设中，也出现了早 年 的“农民 上

镇面积从原0.44平方公里扩大到1.68平方公里，

化隔离带作为分界，但宝钢的厂区和生活区路程

区为主体，形成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群体组合

楼”。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底，10年间征地

改建拓宽了友谊路，新建团结、牡丹江、密山、盘

较远，干扰污染相对较小”，娄承浩说。

城市。1972年的金山石化总厂、1978年的宝山钢

32676亩，其中一期工程征地29016亩，二期工程

古、漠河、樟岭、富锦等路，沿市河修筑驳岸，兴建

但宝钢和传统钢铁企业之不同在于，不再遵循

铁总厂也是在此规划指导下建设起来的。

征地3660亩。征地后大量农民住进月浦的盛桥、

大批居民住宅和配套设施，建设了以牡丹江路为

“企业办社会”的原则，基建投资完毕之后，交由

中心的商业街。”

地方管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化央企与区域

若刃发于硎，需建钢厂，冶建先行。宝山月浦

马泾桥等地农民新村。时任职上海市民用建筑设

一带，平畴农田的地貌即将发生彻底的改变。宝

计院档案科科长的娄承浩副研究馆员，认为这些

宝山 城 区也 是 宝 钢 职 工 的 主 要 生 活 区。自

也出现过平衡、博弈的势头：在最初宝钢职工建设

钢史志办公室 主任、《宝钢日报》原记者张文良

新村较当年上海市的统建工房标准为低。宝钢史

1978年始，根据宝钢一、二、三期工程建设，在城

配套住房时，宝钢新村中近三分之一住房交给地

1985年大学 毕业初来宝钢时，住在 宝山月浦单

志办原主任徐宪民则提到这些新村空间上的特殊

区形成了三个居住组团：宝钢一至十一村，宝林

方；也出现过某村通不了水、电，原因是没有兑现

身宿舍。
“当时的月浦只是一个农村小镇，老街上

之处，
“第一批农民新村的房子跟职工房型不太

一至九村，宝山七（部分）、八、九、十村。此外，还

住房。在宝钢一、二期300亿元投资建设费用中，

还有一些明清建筑”。其在2007年担任宝钢历史

一样，农民习惯大床，房间设计就适应农民的居

有靠近宝山城区的果园生活区（新大学生单身宿

配套项目费用占到20亿元。1970年代末至1980

陈列馆主笔，对宝钢30年间的历史做了一次全面

住习惯，当时甚至盛桥某些新村的厕所，还是蹲

舍）；市内也有一部分分配房，提供给原为市区户

年代初，宝山城区的道路、商业、居住随之奠定下

而系统的梳理：当时宝钢工程快速征地，四大冶

坑的。”此外，符合一定年龄和文化水平的农民，

口的宝钢职工，如内环高架旁的宝钢公寓、虹口区

未来的格局和走向，城市的肉身开始立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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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搬迁动员（主席台后方照片左侧为毛泽东右侧为华国锋）
At Baosteel relocation mobilization， behind the podium is
Mao Ze'dong&Hua Guo'feng in the photo.

友谊路职工住房
Employee Residence on the Youyi Road

马泾桥新村建成
Ma Jinqiao Community is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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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从60㎡～90㎡不等。等到1998年，较全国住
房商品 化 改 革 稍 早，宝 钢 的 分 配住 房 逐 渐 告 一
段 落，并进 行了最 后 一次 职 工住 房 调 整 —“分
配房”变为“福利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即
“货币分房”。职 工购房后，宝钢提 供一定 数额
的住 房津贴，职工仅需少量贷款，即可“一手交
钱，一手交房”。而现在，不少在市区内购房的宝
钢人仍然保留了离厂区较近的老住房，一来便于
工作安排，二来作为宝钢自管房，一年的物业费
相当于市内每个月的物业费，便宜已极。
而 现在，宝 钢 工 人 人手 一 卡，卡 面10 0 0点
至3 0 0 0点不等，可 在 宝山体育 馆、宝山体育中
心 以 及 全市各大体育 馆 免 费 扣 点（每点 约 一 元
钱）锻炼，在福州路书城以8折优惠购书，上宝钢
“好生活网”订票看昆曲折子戏。当年很多犹豫
着 要 不 要 把 家 搬 到 偏 僻 的宝山八村 的 职 工，现
在则特别享受这种方便。一步之遥的体育场上，
灌 篮的男孩子和上千 个翩翩起 舞 的老阿姨各自
友谊路与牡丹江路口的宝钢商场
Baosteel Mall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Youyi Road and the Mu Danjiang Road

为阵，热爱 健身的人绕着圈，忘情地暴走。某期
“中国好声音”的录 制夜晚，夜间12点半，出租
车司机们列队成行，殷勤地守着，浮在尚未散去

城·变化
Change Of The City

龄、岗位决定。作为硕士毕业生，甘菲芳刚来时工

的喧哗边上。
长江边的原料码头
The raw materials dock near the Yangtze River

资450元，之后甜头不断。
“随着三期建设开始，

能源介质部的刘必 银1983年来到宝钢。他

那几年，基数每年往上涨，全厂开职代会总是讨

在家中排行老幺，初来时爸妈打诨他：
“你去宝山

论基数上涨的问题，人人充满了干劲，但后来就

‘插队落户’”。“但宝钢也有优势，是当时上海

停了”。1998年，宝钢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

专车接 送职 工 上下 班的先 例，在闸北、虹口、普

司、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

厂·宝钢的道路
The Road Of Baosteel
2013年5月，上海工业展览会暨第五届宝钢
学术年会上，徐匡迪院士发表了有关钢铁产业与

陀、人民广场都有接驳 点，金山石化那时候，职

当年甘姑娘周末想进城逛个南京路，发现没

宏观经济的数据分析，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顾问

工还只能乘火车去。”晃晃悠悠的小刘们搭着巨

个三小时，到不了。
“要么就是宝月线，过吴淞，换

黑 木启介探讨了新日铁 八幡 制铁 所 利用闲置 土

龙车，瞄一眼车厢，也没个姑娘的影子。“上班路

101、106倒腾好几趟车到人民广场，要么就是走

地，并进行社区共建的话题。而国内外大量技术研

上有人看书、瞌睡，下班路上把靠背拆下来，下象

彭浦那条线”，回来继续拼命挤公交。尽管现在轨

发人员则围绕着材料、冶炼方式、还原技术等展

棋，打牌，真热闹”。1991年，刘必银不再早出晚

道交通3号线铁力路站出口就是宝钢，但宝钢研究

开细致的分论坛讨论—钢铁不是“傻大黑粗”，

归，安家了。冬日晚上六点刚过，热闹的友谊路已

院的甘高工已经有了自己的车。
“当时还有传说要

而是先锋的、敏锐的，即便隔行如山仍然能感到

经行人寥寥，两口子窝着就看宝钢电视台放映的

让‘宝钢人人均1万美元，每家有一套房，有一辆

钢铁工业的延展性及关联度远超一般想象，广泛

外国警匪片，
“当时这种片子还很新鲜咧，蛮有味

轿车’，我们简直都不敢想。”

又复杂。

而“宝龄”在25年以上的职工，大凡都搬过

当年宝钢的建设决议同样占据时代先机，甚

1993年，甘菲芳来的正是时候。但当时她很

三次家。在一期工程配套房的“宝钢某村”时，

至早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此后也经历误

奇怪为什么宝钢是这样的。蕰藻浜横流过境，将

他 们 大 多刚 结 婚，居 住 面 积 多为2 0 ㎡-4 0 ㎡，

解、挫折：1980年，高达128亿元的宝钢一期建设

宝山分成南北两部。1992年，横跨蕴藻浜、黄浦

面 积以一室 户、二室 户为主，没有厅、甚 至 没有

费用以及外界的议论令全国人大代表对冶金工业

江交汇口处的吴淞大桥正经历第五次改扩建，它

独 立 煤 卫。几 年后，有 了子女，就 搬 到“宝林某

部提出质询，引出一场宝钢“停缓建”的风波。但

也是宝钢通往市区的咽喉要道。但在初来者甘菲

村”，房 型 更 多元 化，以 二室一厅居 多，居 住 面

100亿元已经投下，如何下得了马？1981年，赵紫

道的。”

芳眼里，当时看到的却是各区域间无法连缀成片，
蓼花农田，荒凉一片的情境。大学刚毕业，她对鞍
钢的情况也很熟悉：鞍钢像香饽饽一般，人们宁
可进鞍钢而不愿去鞍山市政单位；钢城里有农场、
矿山、医院……
“吓，你要不问，我差不多已经把当初的样子
全忘了，变化太大”。此后几年，逢时之感与日俱
增：1991年宝钢一、二期建成，隔年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1993年原“结构工资制”调整
为“岗效薪级工资制”，基数全厂统一，系数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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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8年起，工业在上海城市规划中的身影愈发显露出来。《上海市
1956年～1967年近期城市规划草图》、《上海市1958年城市建设初
步规划总图》、《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都逐步提出开
辟“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的概念。1972年的金山石化总厂、
1978年的宝山钢铁总厂都是在此规划下建设起来的。但宝钢和传统钢
铁企业有所区别，其中很明确的是：不再遵循“企业办社会”的原则，基
建投资完毕之后，交由地方管理。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化央企与区域
也曾出现过平衡、博弈的势头。

宝钢2050热轧厂里燠热非常，但气魄惊人
Baosteel 2050 Hot rolling Mill is high-temperature but Astonishing v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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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1134226 03200M”的热轧卷诞生，它颜

午餐时分，从二炼钢下来了，吃着传说中宝钢

值钢、硅钢生产的往返次数更多：正常出一炉钢，

色深黑，缝里透着点紫，微热的，和1989年的“热

午饭，和金德阳站长闲扯起来，却没想到彼此竟

一个铁路司机拉4次，但硅钢和高附加值钢要往

轧第一卷”灵魂相同。

来自上海城郊的同一小镇。我俩停了筷，瞪着对

返10次。

厂·当好“老虎钩”
Tiger Hook Spirit

宝钢运输部铁路站金德阳站长
Master Jin Deyang, Baosteel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Railway Station

老金在宝钢铁路站30多年，没挪过窝，从基

立马又用乡音考我：
“玉露桃啥辰光可以吃了？”

层的机 车司机做 起，再是调度 员、作业长、副站

为这，他腾了点时间给我。

长、书记、站长。按他的话说，
“除工会主席没当

太阳黄热，草丛干燥，远处的杨树叶子发亮，

“您上午忙什么哪？”老金眼布赤丝，
“非常

过外”，站里各岗位 挨个轮一 遍，职 业信念 很 坚

近100公里的铁路盘根错节在厂区里，显得芳草

忙。很多人觉得宝钢收入不错，其实还是比较辛

固，会开火车头不说，现场管理有一套：用“老虎

萋萋。二炼钢区域，一名司机小伙正用一台无线

苦的”。宝钢最新工作时间表已由原八点上班调

钩”团队精 神 带 好 队伍；推 进“指唱确 认”抓 好

遥 控 发信 机 控制机 车，他要将车钩，俗称“老虎

整至现在的八点半，但老金每天7点10分左右已

安全。但他自谦，也算直言，
“别人来这站里，可

钩”稳稳地套进鱼雷罐车，运送至下一个工位点。

到铁路站：把昨夜作业长反映的信息梳理一遍，

能一下子管不太 顺，而我离开这个岗位，也做不

一千多度的鱼雷罐内都是铁水，靠近一米以内，

该处理的，该下指令的，还要预判管理。8点半，

了别的”。

烘人。一天下来，轮子碾压轨道 接口的“哐当哐

老金去宝钢运输部开早会，短则半小时，长则近一

1992年宝钢体制改革，金德阳正处于基层的

当”，机车打风装置的“咚咚咚咚”，机车开动前

小时。回来后处理一些公司和部里文件，上通下

管理者，直接体验到了什么是改革。
“改革，最简

“风笛”一声锐叫，都揪住他的耳朵不放。

达。空下来，随时到现场转转：24小时“四班三运

单的就是减员增效。”宝钢一、二期4.5万人，产

三十三年“零违章”的标准化作业代表周辉

转”的现场，有作业长负责现场管理，但站长还是

钢量700多万吨，三期后产钢量1500万吨，全厂

师傅在现场不断提醒我们注意安全，一边又在鱼

要以自己的方式查看现场是否有隐患，是否有工

人数不到1.5万人。铁路站的人数当年也是这么精

雷罐车与机车完成挂钩时，解释什么叫做标准化

作要协调。现场也是一刻不得闲—宝钢铁路站

简下来的。一、二期人数最多时800多人，体制改

作业“指唱确认”：手指口呼，将食指、中指合并，

负责四座高炉、六个转炉、四个电炉铁水、钢锭及

革后470人，维持运行至2000年，检修人员分流

在每 一次的操作环节完成前，指向对 象— 有点

部分钢成品铁路出厂的运输工作，共有100多个工

变为服务宝钢，成为独立检修公司，人数精简至

像歼-15导航员的“走你”手势，但比他们低调得

位点，单以每天170余次鱼雷罐车的运输量计算，

250多人。目前，铁路站定岗、定编208人，实际人

多，因为只是自我提醒。

往返共计17000个工位点的作业量。再如高附加

数196人，负责将铁水安全送到转炉，也负责将钢

周辉师傅和当天作业长蔡新宇
Zhou Hui and Leader Cai Xinyu

阳总理亲自来宝钢视察之后，在一份关于宝钢情

而此时，我们正走在宝钢厂区的道路上，像深

况的报告上批示：
“宝钢一期作为续建项目，不要

入禁地的观光客。宝钢厂区约20平方公里，厂区

再犹豫了，请计委早日定下来。”宝钢由“停缓建”

道路之宽，介于一级道路和二级道路之间，17米，

在 离 地 两层 楼 高 的 参观 线 上行 走，工 业 观

改为“续建”项目。

2车道可相当于城市3车道使用，以适应特种车辆

光 客 们 被 这“ 地 狱 变”的 场 景 吸引，手 掌 贴 着

烟雾如涌，
“唰嚓嚓”只听高温和低温在扯，过轧
处溽热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

三十多年间，宝钢经历了1985年投产、1992

通行；大凡以南北走向为经路，东西为纬路，一期

50°C～60°C的铁栏杆而不自知。钢坯几次三

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钢铁主业与非

建设时期的道路命名以厂为属性，如“二冷四路”

番过了轧机，喷淋降温后，钢坯表面跑跳着一层

钢辅业“主辅分离”的改制转型，以及1998年的

是冷轧厂，
“二热一路”则是热轧厂。眼见车窗前无

黑烬，但 又很快 被喷除— 钢铁在 高温下的氧化

“上海地区钢铁企业大联合”。徐宪民提起一件小

数的管道、输送线、高大的建筑物，工业肺腑上缠

“皮”。如不除却这种杂质，会对钢材基质构成瑕

事：1986年12月，他负责接待并参加上海市委政

藤爬蔓，杂花生树，一片琳琅。

疵。深长的流水线上，能见到的工人不过2、3人。

策研究室“宝钢现代文明进程考察”课题组，
“他

热 七 十 路上，宝 钢 热 轧 厂门 外 布告 栏 几 行

一个身着卡其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沉默地走在离

们前来专题研究宝钢是如何走出这条现代化道路

大字：
“我不伤害他人、我不被他们伤害、我不伤

热轧流水线3～4米开外、敷着绿色地皮的作业区

的？当年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感觉是很神秘、

害自己”，底下印着“治安、火灾、急救、煤气、报

里，这区间又用强劲的黄亮色勾勒出来—他一步

遥远的、高不可攀的，宝钢在搞现代化，工业现代

警”电话。刚进热轧生产线，起初是只是闷热，四

一步，走在这个相对但并非绝对安全的界面里。

化又是中国四化建设的第一化，如果宝钢碰到各

下雷动。一百来号参观者，带着猩红的安全帽上了

在遭受了一系列快意恩仇般的热轧、喷淋，

种问题能够解决，现代化探索能够成功，那么就

热轧线“观景”平台— 这红很刺激视神经，新疆

热轧、喷淋，钢坯已经越发薄韧稳实，可以随意成

等于是别的企业也能搞现代化”。市委政策研究

克拉玛依古尔班通沙漠里油田工人的制服也是这

为厚度1.2毫米-25.4毫米，宽度600-1900毫米

室试图通过研究宝钢，给“现代化”这个词去魅。

个颜色。深不见头的产线中央卧着碧绿色的连轧

间的成品。出轧时刻一到，一道长槽，几百个轴齐

“此外，宝钢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

机组。未见其形，声音先到了，有人在边上大气不

齐翻滚，近千个微小的喷头泄水如狂，极热的钢

放行不行，尤其是国有企业搞市场经济行不行。

敢出，压着嗓子说：
“来了来了”— 钢坯，一条通

卷终于降到人体、眼睛可以近距离直视的范围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要搞市场经

红的舌，红得内部发亮，迟疑前进。它在第一段滚

但那名青工早就熟悉这一切了，戴一顶白色安全

济，作为国有企业的宝钢是否能走出一条具有中

轴上犹犹豫豫地走一段，等到过轧时喷淋冷却水

帽，手套除在一边，在一个极小的操作台边用机

国特色的道路。”

大肆而出。这高温的板子，刹那像遭了一阵激灵，

械装置将那刚“出炉”的轧卷推送走。我们目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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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站长马上捏了汤盆，
“来来来，干一个”。但

运送铁水的鱼雷罐车与负责运输的小伙
Torpedo tank and the drive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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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送到厂外。但对于厂区而言，铁路站只是一小

但他却没有意愿以个人角度来谈论历史，
“美誉如

在筹建小组里，德语的精确又回来了。笔译效率

块，运输部的运行繁如血管：汽车运输分管原料、

花开花落”，他很谨慎。

很高，大量德文操作手册被译成中文，便于技术人

钢成品运输，马迹山港、原料码头保证接卸煤炭、

李翻译则彻底刷新了我对宝钢人的印象。去年

原料矿石，成品码头保证钢成品水运出厂，工程机

夏日，她佩了一串珍珠项链，一身普普通通的棉布

械管理铲车运送等等。

团花连衣裙，华发如银。听众人夸赞，她引颈向上

“当年冶金部副部长黎明在宝钢时说过，在这

道：
“好看伐？”微微舒展手臂的动作，令人难忘。

员、工人使用，《武钢译丛》里也有她的译笔，这
些都为她后来去宝钢打了基础。
1977年底，宝钢筹建工作开始。冶金部又是
一纸调令，向武钢“借”德语人才。她来到宝钢，

里吃饱没问题，但要吃好的就回到家里去。不知两

李翻译的书房兼佛堂里，书柜里摆着各色名

“这里还是一片田地，车子很少，到人民广场观礼

位吃饱了吗？”那伙食其实胜过CBD人群的胃福

目的词典：《德语机电词典》、《汉英词典》、《中

台后面的市人大办公楼里报到”。等到1979年10

利：毛豆炒蛋，蛋很嫩；洋葱肉丝，一块大排，一碗

德双语词典》。我又看了看那排橙色原版书的书

月，开始准备与德国各大财团谈判的具体事项，没

番茄蛋汤，勾了芡。
“别客气！”老金丢来高邮咸蛋

脊，《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和她严肃又颇

想到浦江饭店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只得去上海万

和榨菜。餐后的苹果恁甜—宝钢后勤餐饮有一条

为婉转甜美的性格一样。

体馆进行谈判。
“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年，返回武钢

专门供应的系统，必须确保厂区人员的食品安全

她是66届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
“我

的时候，他们说‘你瘦掉一层壳’，真是掉了18斤。

问题。但吃饭，又恐怕是最匆匆的事情。金站长随

那时候看了《居里夫人传》，读书很用功，当时想：

隔行如隔山嘛，像当时非常鲜见的计算机科技，外

时准备处理突发的事务，铁路司机则时刻等着鱼

‘她是波兰人，留学法国，那我以后可以去哪一个

国人像吃饭一样随便说出来的，我们完全不知所

雷罐车，滚滚铁水一出，立即要将铁水拉走，一刻

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嗯，德国。”在她心里，德

以然。有时候听到一些特定的词汇，真是‘以其昏

都不能耽误— 把高炉—转炉链接起来，确保铁

语是从事科学事业的敲门砖。

昏使人昭昭’，所幸有一些中方人员是懂个中意思

水生产顺行、铁路运输安全是宝钢运输部铁路站
的第一责任。

人·李翻译
Translator Li

但1968年姚文元的“四个面向”让李翻译和

的。但也有不懂的时候，德国人就继续给我们作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滑了个趔趄。自毕业那年起，

深入解释。工程技术员真是如饥似渴，在谈判中

西语像卞和的璞玉，无人赏识，但又注定与她行

做了大量的笔记。德国人后来说：我们来谈判，就

行重行行的理想羁绊在一起。1968年，从广州韶

等于给你们办了一期学习班。”

关火车站，一行人骑行9公里，山路十八弯来到韶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德国人说，世界上最先进

每年秋天，宝山城区的晨练队伍里有一群人，

关冶炼厂。这冶炼厂里有来自上海、北京各大外国

的‘玩意儿’都集中在你们宝钢”，
“Spielzeug，

穿着GAP款式的运动卫衣裤，一身嫩灰；冬天，

语院学校的西语系毕业生，不下十人，葡萄牙语、

德语的意思是‘玩具’，但你不能直译为玩具，玩

那些人套件海苔绿的厚冬服，脖颈上镶个咖啡色

西班牙语、德语，百花齐放，百无一用。冶炼厂没

意儿比 较合适。”两年以 后，李翻译正式调入宝

的 假毛 领 子；夏 天 他 们 穿 着 商务风 的 水 蓝 色衬

有正式投产，能说外语还不如拿起锄头上山坡种

钢。“有人说宝钢远，但我兜了半个中国，怎么会

衫，反而不太好认。他们都是宝钢人。

花生来得更好。最初几年，李翻译放下翻译，专心

觉得它远呢？终于回家了。来宝钢等于就是回到

“你有家属在宝钢吗？”当初我很质疑这种逻

在冶炼厂的子弟学 校当李老师，一人教5个年级

家。”她到韶关的头一个晚上，在“干打垒”的床

辑：我只是恰好住在那里，宝钢是党中央精心选

的语、数、音、体育。“没什么难的，语文课上《毛

上，她落了泪，又冥 冥之中存信于“不会永远 如

址的。点开地图查一下，长江边上的宝钢离宝山城

主 席 语 录》、
‘老三 篇’，音乐课唱‘敬 爱的毛主

此”。这种存信，或许和筚路蓝缕的“干打垒”精

区还有3公里左右。但每天的早6点和晚9点，吹号

席’，体育课呢，山沟沟里连只球都没有，跳忠字

神一样了不起，一并还原了岁月中的苦闷和荒诞，

声如约而至，宝钢厂区的保卫系统武警七支队于

舞罢，手臂这么挥来挥去！”“还有一个小姑娘，

直到老了，她还是那么好看。宝钢的李翻译与中国

厂外驻点，在宝林某村小区里。

湖南人，硬是要把六喊成‘漏’！漏就漏吧，小姑

钢铁工业现代化的机遇照面了。

几 年间，我无意中遇 见了各色的宝钢人，他

娘蛮可爱的！”

们都出现在宝林路上一家小有名气的素食馆里。

但事情仍然没个消停。知识分子继续向工矿

比如老吴，快八十了，一身正气，手疼时会念几句

深入，李翻译去了韶关以北的乐昌，当了两年刨床

人·伟仔
The Story Of Wei

扬州口音的“南无 观世 音菩萨”，进 店门总要朗

工。之后又返回韶关冶炼厂继续当李老师。1974

伟仔的专业很有意思，就叫做“炉子”专业。

声问：
“《劳动报》来了伐？”他也会 看《宝钢日

宝钢厂区鱼雷罐车、除尘塔等工业景观只是20平方公里的一个片段。
Torpedo tank, dust towers and other industrial landscapes are only several stuff of the Baosteel' 20 square kilometers.

钢种是杂质，有些是改善钢材性能的必不可少的

案的谈话，突然一个急刹。
“那里的山，起来又起

了一辈子旱烟”，
“他一辈子攒下几千块钱。1980

元 素 杂 质，钢材产品五花 八门，比如有 板材、管

来；山与山之间有平地，村、镇、河流，地形精致”，

年代时终于攒到了几百块，1990年代时又添了几

材、线材、型材等，太丰富了！得有上万种，因为

“我看到华东的平原感觉很平淡，但你们看到山，

百。但现在那几千块贬值实在厉害。养老是个难事

材质有不锈钢、碳钢、硅钢等 等。钢铁 是 整个国

可能会惊奇”，他自豪道，又补了一句，
“大山很安

儿，还好我爸妈在照顾他”。而以他自己的经验来

民经济各大工业的最基础的原材料，相当于工业

静、稳重”。“我读初中那会儿，学校里还没有电

说，城镇化后村里的孩子少了，学生生源少了，村

的粮食。”

铃，校长的妹妹拿个锤子敲一根铁轨—这个也是

里的学校合并或关停，等到进了大学，发现农村的
学生也越来越少。

年，悲 伤与 转机俱来，李翻译回沪吊唁父亲，却

这专业名称后来改名，显得深沉而忽悠人：
“热能

报》—即便退休以后，这份年发行量7万份的报

得到冶金部一纸调令，武钢从德国西马克引进了

与动力工程专业”。每年的人才培养量很小，使得

我终于大致明白了焦炉炼焦，高炉炼铁、转炉

型钢，
‘铛铛铛’上课了。”不期然地，他一点点把

纸，每天按时投进信箱。这老头儿记性太好，如风

炼钢，伟仔负责设计轧钢用的加热炉和热处理炉。

自己勾了出来：从村到镇，再到市，最后进到一线

“9岁我搬到镇子前，我什么都会种：黄豆、玉

1.7米轧 机需要大 量德语人才。李翻译提着那双

工作对口狭窄。
“全国几大设计院，北京钢铁研究

过牛毛根根分明，每次遥想当年，就会抖出一地

从上海带去的好看拖鞋，离开那个令她怪讶“为

设计总院、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院，还有鞍山、马

“平时都干些什么呢？”“现在已经变得有点

风流：邓小平、华国锋，地点宝钢一期工地，如何

何人人都光脚穿拖鞋上班下班”的中原百越交汇

鞍山、重庆、包头，一个院里的炉子专业，以及各

两点一线了，最多加上食堂。现在手头上5、6个项

或许连轴的工作与孤身一人在城市有关。在

等到城镇化后，田要在什么季节种，怎么种，年轻

如何，又参与过金山石化建设，在金山海边搭棚

之地。八年德语一朝回。
“到了武汉，等于和上海

大钢厂下面的小设计院，就算加上私营企业，也

目，我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24小时待命，手机全

城市，工作能力直接与人的价值划等号。
“你在农

人都忘了。城镇化让年轻人离土地远了。”他哥正

屋、抢建，与苦咸海水相伴，他以为“宝钢一期建

‘共饮长江水’了，我很满足。”李翻译当年的住

有可能是这师兄那师妹的。全国目前的‘炉子’专

开。现在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安静点，但也就是

村懒到不工作，还是会有人给你饭吃。但你来到

在当地从事精细的农业生产，栽一种从台湾引进

所是武汉16大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之一，红钢城。

业可能也不过只有数千人。”

个睡觉的地方。”。

外地，没有人管你，收入多少会影响到你在城市的

的青花梨，费了几年时间终于掌握了技术。
“农业

当他继续对我深入讲解加热炉究竟如何运作

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工作和生活之余，人际关

就是—该什么时候剪枝、怎么剪？拉枝、施肥，

时，我忍不住打断，
“不妨谈一点真实的自己嘛。”

系毕竟单薄，不过他还帮同是宝钢系统的邻居修

花朵太多怎么疏？一棵树多大，该留多少果？这是

但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他目前的生活里全部充满

过电脑。
“他们年纪挺大的，不太懂这个。”

一个很精细的东西。我哥做农业，技术含量一点

设哪里算得上苦？”总之，往事被他呼来又喝去。

所以，他回不了柳州。那里没有合适他的那碗

进入日常，你对“宝钢人”的想象就不会像牛羊拴在柱子上一样，仅在钢
铁的范围内画圈。他们的履历和宝钢或钢铁工业叠合在一起，但他们也
能以此为基点，有一番出人意表的见解：如李翻译一点都不以为宝钢有
多偏僻，因为她已经兜了大半个中国；而伟仔，也不会傲慢地认为工业
炉的技术含量比哥哥种梨的技术要显得更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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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饭。但像宝钢这类特大型的钢铁厂就可以。
伟仔专业做“炉子”，但也博闻强记，连说带

城市的成长路径。

米、水稻、地瓜、芋艿、四季豆、包菜、卷心菜。但

一 会儿，他反问我：“李总 理说的新型城 镇

不比我做工业炉的技术含量低。”就这么聊着他

于是 继 续听120 0°C的加热 炉设备如何 耗

化，我不 很 清 楚他说 的究 竟 是 基 础 建 设 的 城 镇

童年曾经无比熟悉的土地和劳作，他不再是刚刚

量 元 素，但 炼 钢 的 时候 必 须 除 去 一 些有 害的杂

能，但不知怎么的，话题 拐到了柳州的山和华东

化，还是人的城镇化？”又谈起了爷爷。“爷爷是

那个因为工作过于繁忙，担忧自己的感受力都已

质，否则会影响钢材的质量。但有些元素在某些

平原 上，方才充满业务导向、逻辑 分析、解决 方

民国人，抽不惯我从城里带去的卷烟，因为他抽

磨掉的技术员了。

画：
“含碳 量小于2%的是钢，超过的是铁，纯铁
很软，就像纯金也是软的；钢里有硌、硫、磷等微

着这个，技术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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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戚墅堰

铁道城镇戚墅堰

RAILWAY CITY QISHUYAN
文／里斯本
Text / Lisbon

工商业城市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ty

长达103年的原戚墅堰火车站移位改造，新戚墅堰

现在的常州BRT2号线东端的终点站。1993年12

站今日每天有十余个班次的高铁列车往来南京和

月14日，江苏省政府批准该开发区升级为省级开发

上海。在戚墅堰站下车，到曾经火爆热闹的戚大街

区，并更名为戚墅堰经济开发区。2002年7月1日，

每一个安静的城市背后，都有一段沧桑激荡

（今延陵东路）上逛逛，与街平行的铁轨几乎每隔

戚墅堰经济开发区与潞城镇合并实施管理。

的故事。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有百年工业史，是

五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全国各地的资深铁道迷

改革开发带来的企业经营模式和城市开发模

中国近代工业的明星城市，作为京杭大运河南段重

也因此把戚墅堰作为拍摄火车照片的最佳地点之

式的变化，使戚墅堰的居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要转运码头的历史更久。《戚墅堰区志》大事记载，

一。不过，与《戚墅堰区志》中1990年代的戚大街

更多的外地人开始来到戚墅堰工作、居住。1980

“宋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率部扎营淹城，分

照片相比，今日的延陵东路人气并不旺，沿街的很

年代出生的人们，现在则先后迈入毕业、工作甚至

兵马伏师于戚墅堰桥南迎战金兵。战捷，金人溺河

多店铺亦不复当年雄风。

三十而立的时节。在他们的眼中，戚墅堰现在的人

死者不胜记。”这是戚墅堰最早有确切历史记录的

延陵东路与京杭大运河之间的带状区域中，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曾是京杭大运河上繁盛的货运码头，自20世纪初开始出现近代民族工业，并在

事件。运河南岸圩墩遗址公园发掘出的马家浜文化

有黄色的戚机厂工房三期，据说当年是戚机厂领

1930年代由于上海吴淞机厂迁址至此而成为中国铁路工业重镇。建国以后，戚墅堰是一个典型的国营工业

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则距今5000-6000年，有“常

导层居住的房屋。东面的一整片棚户旧房历史更

城市，集体时代的生活印记与诸多苏式工业建筑和工房（员工宿舍区）一起留存至今。作为城市支柱企业的

州第一村”的美誉。

长。《戚墅堰商业志》中的1937年戚墅堰区商业

气不如以往，引人回忆的元素越来越少，这里对青
年人的吸引力在持续减弱。

戚机厂与怀旧元素
CSR Qishuyan Co.Ltd
And Nostalgic Elements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平稳发展至今，但随着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变得安静而略显寂寥。这里

跨越千年，近代的戚墅堰除了农业生产有所

网点布局示意图，记录了京杭大运河沿岸西街、

既有与传统国营工业城市相同的城区形态和社会系统，又有与改革开放后发展的经济开发区相似的土地蔓

发展，近代工业取得长足进步，在交通、文化、教

中街和东街上密布的店铺、货栈、粮行，最西端的

延开发和缺乏人气的特征。记录并回顾本地悠久的工业历史，重塑人气和活力，在产城融合的浪潮中寻找到

育方面均有建树。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蒋

大星面粉厂有一条运输用的小铁路与沪宁铁路连

戚机厂又简称为戚厂，这款两个字的简称足见

适合本地的发展方式，成为戚墅堰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

大伦等建造跨运河的木桥跨塘桥，1821-1850年

接，这段小铁路现在已经变成一条小路，路牌上仍

戚机厂对戚墅堰来说有多重要。作为国内目前生产

（清道光年间）多位里人捐资改造该桥为石梁单

叫“小铁路”。

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的龙头企业之一，戚机厂归

孔拱桥，更名为惠济桥。1991年9月30日惠济桥改

与此对照，《戚墅堰商业志》中的1983年戚墅

属南车集团，与专司车辆工艺研究的戚研所一起，

造为一孔钢筋混凝土下承式杆拱桥，当时被誉为

堰区商业网点示意图上，西街、中街和东街上的货

在飞速发展的中国铁路事业和对外技术出口中有

“常州第一桥”。

站、粮行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但百货、五

重要地位。戚机厂原为上海吴淞机厂，1936年10月

不止这些文化和建筑遗产，戚墅堰在工业历

金、门市仍是一家挨着一家，可以想象80年代的戚

2日因淞沪会战迁址戚墅堰，1937年2月更名为戚

史上也堪称“常州第一区”，并且是上个世纪以来

墅堰人到这里来买食物和日用品的时候，在并不宽

墅堰机厂（简称戚机厂），主要业务为机车修理。

中国铁路工业的重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戚

敞的巷弄里，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应该经常会看

机厂三个字就是与戚墅堰相等的。戚墅堰的兴衰

到自己的工友。

1957年6月，同济大学派出30多名师生到常
州协助规划编制，提出戚墅堰工业镇的规划方案。

变迁，与戚机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现南车戚

商业变化的背后是人的变化，改革开放及其

这标志着戚机厂为核心的戚墅堰工业城镇的发展

墅堰机车有限公司）、戚研所（戚墅堰机车车辆

推动的城市发展逐渐改变了戚墅堰，这个安静的

方向确定。1990年3月20日，常州市政府批准实施

工艺研究所）的发展息息相关，区内的主要居民

工业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滚滚洪流。一直以

由区政府和常州市规划院（室）于1987年编制的

曾是大批外迁而来的铁路工业科研人员和工人。

来，戚墅堰的主要居民是戚机厂工作人员和周边农

《戚墅堰区总体规划（1988-2010年）》，是为戚

1955年10月9日，戚机厂火车头队在全国第一届

村的居民。1984年，戚机厂被铁道部、常州市选为

墅堰第一个城镇建设总体规划，提出把戚墅堰建

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获田径男子团体总分第一

试点单位，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配套改革，推广多

成机车、电力、微电机及相应配套的机电轻纺工业

名。在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戚墅堰人

种现代化管理方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戚墅堰区北

和常州地区东部的经济交通城镇。1989年7月编

的确很有力量。

部也开始变化。1992年11月2日，市政府批准成立

制的《常州城市规划充实调整方案（1989-2000

时光穿梭至2010年代，今天的戚墅堰安静而

常州东方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4.85平方公

年）》指出，戚墅堰位于常州“一城四翼中的东翼，

略显寂寥。沪宁城际铁路2010年6月通车，服役期

里，选址就在现区政府所在地原潞城镇，这里也是

以戚墅堰为中心，与周围地区统一规划，尤其与横

戚墅堰既有与传统国营工业城市相同的城区形态和社会系统，
又有与改革开放后发展的经济开发区相似的土地蔓延开发和缺
乏人气的特征。因此，对戚墅堰来说，走产城融合的道路，完成
十二五规划打造“东部核心区、特色产业区、现代新城区”的目
标，应为必经之路。

段前路附近的一段通往戚机厂厂区的铁轨岔道口，一位壮汉骑山地车穿越铁轨。（摄影／黄立源）
A man biking through the railroad tracks near Duanqian road to CSR QIshuyan Co.Ltd. (Photo / Huang 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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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机厂工房三期，属于戚墅堰现存的老工房区域之一，当年专供企业管理者居住，是国营工业时期生
活方式的代表。（摄影／里斯本）
CSR QIshuyan co.Ltd Dormitory third, belonging to the old studio area Qishuyan existing
one, when designed for business managers residence, is representative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ra lifestyle. (Photo / Lisbon)

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的戚墅堰居民人数
Six Times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Qishuyan Census

区，布局重点向运河南、铁路北发展。”

年份

常居户数

人数

男性人数

女性人数

1

1953

3609

17511

9979

7532

2

1964

7018

37221

20999

16222

3

1982

11529

45927

25019

20908

4

1990

／

79567

41682

37885

5

2000

27972

89438

46704

42734

6

2011

／

105124

／

／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园（摄影／里斯本）
Changzhou Railway Vocational Technical
School campus (Photo / Lisbon)

戚机厂厂门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貌，但上下班时间工人骑自行车潮水般出入厂门的场景已很难再见。（摄影／黄立源）
The gate of CSR Qishuyuan Co.Ltd. still remains untouch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Nevertheless, it is difficult
to witness the scene which workers keep flooding into the gate by bike.(Photo / Huang Liyuan)

林紧密联系，共同组成常武地区东部经济综合发展

人口普查次数

段前路戚墅堰车辆工艺研究所大门口街心环岛上有一尊神态坚
定的铁路工人雕塑，其形象取自1949年铁路大罢工时的参加运
动的工人。（摄影／里斯本）
Anterior segment Qishuyan vehicle entrance boulevards
roundabout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as a strong
air of railway workers sculpture, the image taken from
the 1949 railroad strike when workers participate in
sports. (Photo / Lisbon)

脱胎于集体主义美学的雕塑少女，在老戚墅堰人的眼中，是那个“回不去的时代”的缩影。（摄影／黄立源）
Being born out of the collectivism,the sculpture girl is the epitome of that "vanishing era" in old
people's eyes.(Photo / Huang Liyuan)

与国内很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叱咤风云的工业

园中的教学楼、大礼堂、体育馆、花园绿地却还保

延开发和缺乏人气的特征。因此，对戚墅堰来说，

常镇各地市当中比较，优势并不明显。虽然戚墅堰

如前，码头的贸易模式和文化也不复存在，大运河

城市一样，戚墅堰也曾有企业办社会的大锅饭年

存着当年的风光，爬山虎占领了楼宇，黑板上写着

走产城融合的道路，完成十二五规划打造“东部

的房价等居住生活成本并不非常高，但本地的文

沿岸已经不是戚墅堰区的发展核心和景观中心。

“学习雷锋好榜样”。

核心区、特色产业区、现代新城区”的目标，应为

化娱乐服务功能已经非常依赖常州市甚至无锡市

一些本地人士努力尝试用照片、文字、史料、访谈

必经之路。

的辐射。大量的戚墅堰青年人也在常州、无锡和邻

等方式，把近几十年的戚墅堰历史记录整理，致

近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居住，他们主观上

力于让戚墅堰人记住戚墅堰的过去，这是一种很

回归戚墅堰定居的欲望并不强烈。

有益的努力。

在戚墅堰，我们已经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向运

代，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体制上已

河南、铁路北发展的趋势。在京杭大运河南岸，圩

经开始转变和突破，但在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上，

墩路一带有戚墅堰区政府的部分行政机关办公场

人们还处在传统的关系当中。出生于1980年代的

所，有戚机厂工房新区和一批居住小区及工业企

戚墅堰人也都留存有在厂属中小学读书的记忆，一

业，邻近运河还有环境整洁的村落。铁路北的空间

些人还沿袭子承父业的原则，进入戚机厂及其附

则更加广大，缓步经地道跨越铁路，首先能看到的

属机构工作。

产城融合前景几何
How About The Future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人气不旺有多方面的原因。国营工业时期，戚
机厂作为产业中心，能吸引来自全国范围的人才，
计 划经济杠杆 保证了以 戚 机厂为核心的工 业 组

对普通居民来说，戚墅堰最吸引人气的部分

仍居住在戚墅堰的老戚墅堰人对本地都有深

戚墅堰虽然是有百年历史的城市，但作为常

团蓬勃发展。现今戚机厂在铁路机车制造和研究

是“工房文化”，这是一种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相

厚的感情。曾几何时，大批来自上海等地的青年人

是传统的戚机厂工人宿舍区工房九区和花溪公园

当年的戚墅堰少年到高中阶段就要去常州市

州市的郊区，它的规模并不大，仍属于依附于常州

方面仍保持着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南车株洲和北

结合的工业遗产文化。然而，当前各地都围绕着

在戚机厂参加工作，共同居住在工房区，使工房区

等地，这些地点对老戚墅堰人来说都是最有亲切

的高中就读。一些学生初中毕业后进入铁路职业

市区发展的东部卫星城，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

车集团的一些企业都是戚机厂的竞争对手。多地

工业遗产打造创意产业，艺术区成风，戚墅堰目

形成了以上海话为主的“工房话”。现在这个普通

感的。只不过，最老的工房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并

技校，学习职业技能后进入戚机厂工作。现在随着

期，戚墅堰并不能单独依靠戚机厂、戚电厂、戚墅

域、跨区域的人才和技术竞争，对同行业各地来源

前并没有形成强大的文化艺术创作环境，借助这

话和南腔北调的时代，
“戚墅堰人”这个概念已经

不多，一些工房的外立面已经看不出集体主义时代

常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进展，已更名为常州铁道高

堰开发区及一些工业企业发展。戚墅堰既有与传

的人才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吸引人

一特色促进文化气氛形成有一定的困难。另一方

不再那么确切了。城市安静从容的表象之下，曾经

的色彩。工房区当年熙熙攘攘的浴室、菜场、供销

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铁路职业技校考分居高不下，

统国营工业城市相同的城区形态和社会系统，又

才来到本地的动力，往往是城市能否提供丰富的

面，戚墅堰是传统的大运河运输集散地，现在仍

的荣耀与未知的前途将如何承接，还有待各个阶

社、礼堂等等如今都变了样。

成为香饽饽，地位超过当年。但铁路职业技校校

有与改革开放后发展的经济开发区相似的土地蔓

消费选择和文化娱乐生活。如以常州在苏南苏锡

有不少船只在大运河上运输货物，只是规模大不

层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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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Glocal Architect

张雷：反学院建筑师的建筑之道

Zhang Lei:Anti-academic Architect’s Design Logic
采访 + 文字／李娟[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肖像摄影／朱骞 建筑摄影／Iwan Baan
Interview + Text / Li Juan[UCRC] Portrait Photography / ZHU Qian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 / Iwan Baan

一袭黑衣，一副墨镜是张雷的标准行头，正如他的建筑作品一样干净，逻辑清晰。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
留学于瑞士苏黎世高工，之后张雷回国留校任教。南京大学于2000年成立建筑研究所，张雷去了南大，并
成立了个人建筑工作室，之后在2009年成立了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
出身于高校，张雷对于建筑设计原本是以一种半职业建筑师的状态而进行的，而后他慢慢转向职业建筑
师。张雷说自己是个不喜欢做研究的建筑师，他更愿意用实践的方式去体验建筑的社会价值与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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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学·Street Roaming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老上海自然博物馆终章
The Memory of the Wilderness

Coming Home of Shanghai Natural History Museum
文／袁菁 采访／袁菁 + 李丹[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摄影／朱骞
Text / YUAN Jing Interview / YUAN Jing + LI Dan[UCRC] Photos / ZHU Qian

那是一些非常遥远的生命，从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一路演化
下来，你移动一小步，在他们那里要走上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但这里头
有一些不能磨灭的精神，比如鱼类的颌骨正为了生存之须不断调整、进
化，一些细幼如蝌蚪般的鱼群，正在冷硬荒寒的地层中逍遥地作一个转
身。呼吸虽则在此停滞，种群却依然奋进，为后来的进化铺路、佐证。然
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这里门庭冷淡，人际阒杳。延安路高架某
段，像一截粗壮的蟒，盘住了它。上世纪80年代的繁盛荣光，早已踮着
脚，从这里退了出去。上海自然博物馆何止鬓尘满面！但每思忆之，其仍
闪烁一种绿色、平和的幽微光亮—不仅仅是因为这栋英国新古典主义
建筑有着绿色的木质窗棂，或是从一楼人类陈列馆望出去，有一大片油
绿水杉，更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所有从低等到高等的生命体内部的挣
扎、蜕变，和死亡相连的生之快慰和死之平静。在自然博物馆的晦明的光
影中，充满了一种洞穴般的回归感，剥制术轻轻伸手挽住了死亡，填充物
撑开了它们转瞬即逝的姿态，而那些配色雅致的图表、景箱让更多的人
知道，他们如何来，怎么活，并肯定所有生命的价值，那些根本的、珍贵
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在这里，老一辈自博人，从专家到美工，为上海，为
自然世界，精心、尽情地编织了一个最美、最无暇的进化童话。

植物标本绘画图来自《中国植物志第61卷》，动物标本绘画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展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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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一层，天花板虽有剥落，但建筑构件仍然精美细致，并不灰
颓。天棚将日光滤过，大厅里变得明晦，一入其间顿时有一种宇宙洪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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