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城市主义”与城市人口调控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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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理解城市人口调控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承认这个问题所包含的空

间性,以及这种空间性具有的时间维度.借助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本文探索了意

识形态中所包含的一种“反城市”观念,尤其是它与变动不居的城市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过程之间错综复杂的时空关联,并由此发现“反城市主义”是一个复数的概

念———它在我们的城市时代变得更加隐蔽、微妙,但却发挥着与以往相比更为突

出的作用.在人口调控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和时间矛盾性地凝聚在这种具有自身

历史和地理脉络的“反城市主义”观念之中;这一观念通过特定的空间图绘方式合

理化特定的知识,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机制,而人口调控就其本质而

言只不过是新的社会—空间排序过程的一个基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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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４０年的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境况.我们能够从宏观的政治

经济维度对这一巨变进行分析,比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政策在宏观

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也可以

５９



在日常生活里,通过崭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巨变进行直观

把握.在当下的历史—地理节点上,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将新的城市经验与既往经

验完全切割开来———毕竟,重工业立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连同那时捉襟

见肘的城市生活一起.但是历史的延续并没有被空间的巨变彻底掩盖,在新的城

市经验的很多维度上,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既往城市经验/政策的影子.

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维度便是旷日持久且日趋激化的城市人口调控问题.

与计划经济时代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不同,进入城市的大量所谓“流动人口”构

成了最近４０年城市巨变的核心推动力,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却屡屡遭遇名

目繁多的“调控”和阻力,并由此而引致了王春光 (２００６)归纳的“半城市化”现象.

在这个维度上展开的最新案例来自北京.

在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范畴内,对“流动人口”及户籍制度等相关话

题的讨论已经相当丰富.在早期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所做的研究 (李

培林,１９９６)的基础上,目前的主流观点已经注意到歧视性制度所造就的本质化身

份 (陈映芳,２００５),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我们转换分析视角,通过过程化的公民权概

念来实践“承认的政治”(王小章,２００９).在近期一项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调查

中,杨菊华 (２０１５:６１)发现流动人口总体融入水平仍然不高,并且“制度约束和结

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程度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这

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广义的制度约束(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是如何限定“流动人

口”的城市经验的,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些制度约束背后又遵循着

什么样的逻辑.

毋庸讳言,前述一系列调控人口的政策/制度本质上都是城市政策,它们的核

心目的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按照某种默认的城市观念重新进行社会空间排

序(socioＧspatialreordering).在城市观念和社会排斥实践之间,空间变成了具有

媒介作用的关键词,并因而可望成为我们理解制度逻辑的一个切入点.但空间应

该如何定义和分析呢? 在人文地理学文献中,对空间的界定多样并且动态,几乎

无法穷举 (文军、黄锐,２０１２),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空间与社会是相互形塑的,作

为社会过程的中介物(intermediary),空间也同时被社会过程塑造和重塑,因而内

蕴着政治性 (Harvey,１９９６).在多琳马西看来,空间概念和内涵的多样性

(multiplicity)对应着政治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所以我们思考空间的方式直

接影响着对政治问题的探究和对新的社会过程的构想(Massey,２００５:９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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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空间放置在分析框架的核心位置,我们便可以从可见的(visible)城市变迁

出发,去探索城市政策的主体(subject)及其能动性(agency),进而借助空间视角

对制度逻辑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在人口调控问题上,空间的在场突出体现在那种

默认的城市观念上:到底何为城市,何为首都? 为何特定的产业可以被归类为“非

首都功能”并加以疏解? 为何城市的总人口要施加如此严格的上限? 除了语焉不

详且争议颇多的水资源限制这个理由外,我们至今依然不清楚,指引着这些政策

制定的理想城市状态是什么模样.这个默认的城市观念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只是

一种空间想象,但是它与城市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勾连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这一知识与权力联结的过程中,空间图绘(mappingspace)在话语层面合理化了

特定的知识,从而服务了特定的权力机制 (Harvey,１９９６:１１１ １１２).

通过分析空间想象与社会过程(尤其是人口调控过程)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

和地理动态,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城市时代的意识形态,构想和实践别样的城

市空间,从而更有效地争取并重构城市权(therighttothecity)(Harvey,２００８;

Lefebvre,１９９６).这一分析要求我们同时推进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方面,我

们要将城市议题空间化,通过空间的维度去思考和反思社会实践及政治经济框

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将这一空间机制历史化,通过融入时间性的视角来识别空

间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惯性和断裂.为了同时关照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

我在这篇文章里将借助福柯的谱系学方法 (Foucault,２０００)去解析当下城市境

况的意识形态动态———具体来说,我将讨论城市观念背后的空间图绘是如何生成

和演变的,以及它的断裂和延续反过来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与政策,最终不断

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二

在引言中已经提到,目前政府对待大城市的态度(以及相关的规划、方针和政

策)是受着一种默认的城市观念指引的,那么这个观念———或者说是绘制空间的

话语———是什么呢? 为了更好地界定它,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视野,在更广大的

地理和历史语境中搜寻答案.在一篇发表于１９７６年的文章中,旅美地理学家马

润潮总结了当时中国的“反城市主义”(antiＧurbanism)政策 (Ma,１９７６).通过对

中国半殖民地历史和革命历程的介绍,以及“下放”和“上山下乡”政策的梳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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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策略事实上建立在反城市(antiＧurban)的基础上.一方面,工

业发展过程中要求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事实上严格控制和阻止了城市空间

本身的扩张;另一方面,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方针

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向农村转移城市资源(其中包括知识青年等人力资源)而得以

推进.“反城市主义”这个概念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①.

城市和现代性在社会学研究传统里常常是成对出现的概念.比如,在«大都

会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将大城市中人们情感生活的紧张归咎于从劳动分工和

现代文明中日益发展出来的一种精神 (geist),这种精神遵从市场原则,受一种理

性计算的经济利己主义(economicegoism)支配,将人的个性贬低得毫无价值.

最终,现代文化中的客观精神压制了主体性,作为个体的人也被化约为了可被量

化的“客观”的存在 (Simmel,１９７１/１９０３).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斯继承和发

展了齐美尔的观点,他在后者描述的城市个性的精神分裂(schizoid)特征的基础

上,提炼出了支撑城市主义理论(atheoryofurbanism)的三个基本属性:人口规

模膨胀、高密度社区,以及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异质性 (Wirth,１９３８).与齐美尔不

同,沃斯并没有对这种城市主义的状况进行规范性评价,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新的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物理结构、生态秩序、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个性的集合.换言之,

城市主义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个体性被劳动分工化解为诸种范畴、“均质

人”(averageperson)等社会现实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激起的若干浪花.

如果说沃斯的生活方式论为２０世纪早期对城市主义的社会学探索设定了一

个规范议程,那么齐美尔的担忧与愤懑则更加接近“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态度.

迈克尔汤普森将这一观念/态度界定为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保守反应:面对被

城市空间加剧的原子化和失序生活,人们开始探索别种空间资源以拒斥现代形式

的生活和意识,并由此而构建起有别于城市主义的情感意识、生活形式和社会联

结方式 (Thompson,２００９:１０ １１).在日常生活中,“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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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反城市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应用,学界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陈金永(Chan,１９８８;１９９２)认为

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市精英的利益.柯克比(Kirkby,１９８５)则把焦点放在工业

化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当时的城市政策是由工业政策主导的,因而并不赞同从西方学者的田园牧歌想

象出发构建中国的“反城市主义”概念.柯克比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林初昇(Lin,１９９８)的支持,后者强

调当时城市政策中对于管控性(manageability)和军备方面(militarypreparedness)的考虑.另外,郭彦

弘(Kwok,１９８７)对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城市过程的经验分析也初步揭示了当时对“反城市主

义”的反对.但是,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我将借助经验材料证明前述研究,尤其是郭彦弘的转折说,对

于中国城市政策和态度的前景过分乐观了,而“反城市主义”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优

势.



德自我(moralself)的追寻常借用非城市 (nonurban)的生活形式和传统道德信

条加以表征,并通过特定的空间过程进行实践.“反城市主义”观念最常见的话语

表达是对田园牧歌的怀旧式追忆,这在罗伯特博勒加德对美国郊区状况的历史

考察中有着鲜明的呈现 (Beauregard,２００６).在他看来,托马斯杰斐逊可被称

作美国的第一个“反城市主义”者 (Beauregard,２００６:７３),后者在写作中对大型

聚落始终抱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认为工业化和资本竞争不仅会伤害农业社会的

根基,而且会最终导致自由的败坏.这一立场在１９世纪晚期的美国逐渐演化为

一种对城市郊区的迷思:作为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郊区可以被发展成为所谓田

园城市(gardencity),从而能够兼容城市生活与个体之中内蕴的保守价值.但是

最终,与郊区兴起相伴随的是美国内城的衰落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状态 (Massey

&Denton,１９９３),而面向郊区的逃遁也只是讽刺性地造就了一种千篇一律的低档

建成环境,在那里的人们发现自己再也无处可逃 (Mumford,１９６１:４８６,引自

Thompson,２００９:２４).

但田园牧歌和郊区化并非“反城市主义”唯一的话语表达和空间机制.汤普

森注意到,虽 然 “反 城 市 主 义”这 一 意 识 的 起 点 是 对 自 然 (natural)和 人 造

(artificial)所做的区分,但是它的焦点和具体表现随着历史和地理境况在不断变

化,并因此产生了多样且动态的政治效果.换句话说,“人类思想和行动事实上是

镶嵌于(embedded)空间之中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思想和意识的主体间属性

(intersubjectivenature)受制于空间与社会联结状态(association)之间的关系及

其属性”(Thompson,２００９:１３).为了理解中国的城市和人口调控状况,我们不

得不进一步发问,马润潮在１９７６年揭示的那种社会主义“反城市”策略受制于什

么样的空间和社会联结状态? 这一策略经过什么样的机制才终于把阴影投向了

当下的城市进程? 面对这一问题,前述社会学传统的不足立刻凸显:他们通常将

“反城市主义”等价于对城市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反动,却忽视了一支在相反的、革

命的方向扛起“反城市”大旗的力量: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维与城市»一书中,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城

市观念做了精彩的述评 (Lefebvre,２０１６).通过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

城市实在(urbanreality)的段落,列斐伏尔发现城市状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

论构建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后者那里,一国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导致

了工、商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区分,这进一步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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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立 (Marx&Engels,１９９８:３８).立足于这个论断,列斐伏尔回顾了从古代到

中世纪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城乡关系演变,然后在这一历史主义框架中推出了他

自己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哲学一般性上的抽象论断,而是建基于

对欧洲当时被忽视的城市历史的重新发现 (Lefebvre,２０１６:３２).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城市生产出了历史的能动性,并成为历史的主体(thesubjectofhistory):

一方面,城市生产了诸多物品(“生产”的狭义层面);另一方面,城市生产了工作、

观念、语言、灵性(spirituality)等一切构成社会与文明的事物(“生产”的广义层

面)(Lefebvre,２０１６:３４ ３６).正是在城市中,资源、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愉

悦得到前所未有的聚集,市政管理、警察、税收等事务(municipality)成为必需,作

为整体的政治成为可能,劳动分工被进一步推进,并造成了广泛的异化和阶级的

生成———所 有 要 素 一 起 构 成 了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革 命 纲 领 和 行 动 的 前 奏

(Lefebvre,２０１６:３７ ３８).

但是城市在他们的革命纲领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却是完全负面的:消灭资本主

义和消灭城市被视作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为什么会这样? 为了更好地说明

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短地回顾恩格斯在工业革命时代切身经历的城市问题(马克

思对城市经验的论述则相对有限).１８４５年,青年恩格斯根据他在英国城市(以曼

彻斯特为主)的见闻写就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尝试通过对城市状况的

勾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性质 (Engels,２００９/１８４５).面对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

肮脏拥挤的贫民窟之间鲜明的对比,无比震惊的恩格斯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

工业大生产造就了资本和人口的高度集聚,不仅导致了恶劣的城市环境,而且通

过“竞争”的话语促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agaistall)的社会战争(social

war).列斐伏尔总结道,城市空间在恩格斯那里被视作一个压迫的空间———资本

主义秩序(order)导致了城市状况的混乱(chaos),反过来又用种种空间手段对贫

穷和混乱加以分隔和掩盖 (Lefebvre,２０１６:１０ １１).换言之,原子化、异化、贫

困、空间区隔———这一系列城市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资本主义问题,其根源在于资

本主义劳动分工所引致的人口集聚和城乡分割.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观察不仅一直影响着他的后续写作,而且最终导向了他

对城市空间的乌托邦构想.在发表于１８７２年的«论住宅问题»中,他将反思和批

判的对象转向当时德国国内热议的“住宅短缺”现象 (Engels,１９３５/１８７２).针对

普鲁东主义者们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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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所谓住宅短缺,和曼彻斯特的贫民窟一样,都是

资本主义造就的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

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因此,住

宅短缺问题应该被视作城乡关系这一中心问题的次生结果,或者说,这一短缺只

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制度(necessaryinstitution)(Engels,１９３５/

１８７２:４６ ４７).为了克服诸如贫民窟和住宅短缺这一类现象,必须首先找到办法

消解城乡对立.

这个问题随后在«反杜林论»(Engels,１９６２/１８７８)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分

析.面对杜林所谓“城乡分割是社会之固有结构”的观点,恩格斯大加挞伐:这两

者之间的对抗性绝非内在于事物的性质之中,而只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外在表

现 (Engels,１９６２/１８７８:３９８).也正因为此,杜林对城市空间的改良主义设想(根

据技术和社会需求重新分布城市人口)并不能解决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

的问题.与之相对,恩格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获得了别样的思

想资源.两位乌托邦思想家都坚信,克服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建立在取消劳动分

工的基础上,而取消旧有劳动分工的首要前提就是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

(antithesis),代之以将人群以１６００到３０００不等分组,然后点状分配在大地上

(Engels,１９６２/１８７８:４０２).这一系列乌托邦思想资源帮助恩格斯巩固了自年轻

时便树立起的信念:城市终将消失,城市必须消失,继之以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平

均分布 (Lefebvre,２０１６:１０３;Engels,１９３５/１８７２:５４)

通过借助这一革命的“反城市”脉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马润潮在１９７６年总

结的“反城市主义”政策.那时的社会主义空间策略本质上是上述乌托邦构想在

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实践,而其中介则是斯大林 (１９７１:１９ ２３)对城乡、工农和脑

体三大差别的论述①.尽管目前的政治议程已经与当时大相径庭,但是这种“反城

市主义”理念似乎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城市观念和政策.为什么会如此? 这个问题

也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关切.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个困惑,我想从两个角度入手:第

一,“反城市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和地理机制;第二,这一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

所接受的契机和逻辑.以北京为例,我将在第三节中对第一个角度做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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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美在１９世纪以降发展起来的“反城市主义”有着工业大发展和城市迅速扩张的时代背景,苏联和东欧

则部分地受到了同一进程的影响,同时又因为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对城市与自然的融合有着一

定的迷思(Kopp,１９７０).这两种反城市的态度都植根于本地的历史地理状况之中,而中国的语境与之

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更深入地讨论.



而第二个角度则构成了第四节的主要内容.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反城市主义”作

为一种观念和态度,可以与迥异的城市政策挂钩,我所关心的并非某项具体的城

市政策如何延续至今,而是在不同的政策背后为何会耸立着相似甚至相同的观

念.这一延续和断裂的辩证需要我们对历史地理过程作更为详细的讨论,而这也

是我采纳谱系学的原因———“[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

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为了离析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那些场景”(Foucault,

２０００:３６９)①.

三

“反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两个维

度的基础.一方面,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特征不仅为民族精神添上了救亡图存的

底色,而且也成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书写基础.在这些救亡图存的话语里,大城

市(及其囊括的诸多租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所提倡的重工业优先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也成为制定

城市和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这两方面因素交织

在一起,共同为“反城市主义”态度和政策提供了根基.本节讨论从一个简短的救

亡图存史开始,力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和城市(人口)政策放置在中

国城市与现代性的历史脉络里.然后我将稍加论述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中国工

业和城市政策的主导性影响,并将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要素放入到北京

城市规划的案例中去,通过经验性材料说明“反城市主义”态度在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空间机制与社会效果,从而为接下来在第四节剖析当前城市人口调控的内

在逻辑奠定基础.

通行的中国近代史论说均把鸦片战争视作“近代”的开端.这是资本主义世

界市场将中国裹挟其中的时刻 (Marx,２００７:２７ ２８),也是“理性化进程从外部

将中国人的生活带入普遍历史之中”的时刻 (李猛,２０１０:２４).从那时起,如何救

亡图存便成为整个民族的中心议题,并鲜明体现在种种对“现代”的追寻之中 (汪

晖,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在陈映芳 (２０１２:５ ６)看来,多重且动态的“现代化”目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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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句译文参 考 了 朱 苏 力 的 翻 译,参 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１７０１０．html(最 后 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



鸦片战争之后便成为驱动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自由、民主等理想.在这一根本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之中,相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城市和工业文明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

后者因为其自身与现代性的内在勾连而成为承载着“现代”观念的核心地带 (李欧

梵,２００１);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也是民族屈辱最为直接的表征———毕竟,帝国主义

扩张在中国最鲜明的空间表达就是设立于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区 (Murphey,

１９７７).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城市化的错综关联很快便激发出大相径庭的文化解读

和城市观念.根据苏珊曼 (Mann,１９８４)的综述,有三种对待城乡关系的态度

盛行于２０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第一种是乡土主义(nativism),以«中

国家庭问题»的合著者易家钺为代表.借助顾炎武著作和当时大众文化中的反城

市思想资源,他声称中国人的“民性”忌讳城市———作为农业人口,我们的历史和

情感全部都寄托在乡土之上.第二种是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以董汝舟

及陈子诚为代表.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资源,他们将讨论的重

心放在了快速城市化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的长足进展)以及城市中跟

不上时代步伐的制度结构等议题上,并借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对“真民治”的呼

吁,强调城市的顺利转型将足以造就新的文化渊薮和乡村枢纽.第三种则是乐观

主义(positivism),这一派观点集中反映在吴景超１９３３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之中.

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是超越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一步,并将有望由此加入英

国引领的社会进化历程之中.发达的城市和交通通信设施不仅能够提高生活水

平,而且最终能够帮助国民摆脱对饥饿的恐惧和对小农经济的物质与精神依赖

(吴景超,１９３３).

对待城市的迥异且彷徨的态度事实上反映了追寻“现代”的中国人的一种怀

疑精神(ethos).在这里,对“现代”的追寻本身内蕴着对“现代”的质疑.借用汪晖

(２０００:５０)的术语,这体现的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具体来说,“帝国主义扩

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

境”———这一语境与追寻“现代”的终极目标一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

思主义这一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历史条件(汪晖,２０００:５０ ５１).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受半殖民地经历影响的民族精神及其城市观念与马克

思主义包含的反城市态度交汇并合流,然后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过程而深刻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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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城市体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城乡关系

和城市观念首先是历史性地生成的空间再现,其次才是受政策指令影响并服务于

这些政策的空间机制.

具体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农村逐渐被开拓为革命

实践的前沿地带,“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取得主导地位 (毛

泽东,１９６６;１９３０),并成为建立新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和

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一起,助长了一种将革命的乡村与保守反动的城市相对立的观

点(Meisner,１９９９;１９７７:７６ ７７).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真正让“反城市主

义”深入政治经济实践的是引自苏联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政

策.以“一五”计划及其中作为核心的苏联援建项目为标志,中国人迅速接受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一种时空观念,并且模仿苏联,将重工业迅速

发展视作走向“现代”的根本途径(胡绳,１９９１)①.置身于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

里,城市的属性和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城市与革命如何联结是苏维埃政权建立早期一个被热烈争论的话题.苏联

的革命者们深受前述恩格斯之乌托邦观念的影响,坚信社会主义城市在物质形态

和社会秩序上一定会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而且城乡之间的差别一定会被消灭,

但是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陷入了分歧.根据阿纳托利  柯普

(Kopp,１９７０)的记述,苏联当时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分裂成“城市主义”

(urbanists)和“去城市主义”(deＧurbanists)两个派别.“城市主义”者建议在城市

中大规模兴建有充足交流和休憩空间的高层公社大楼(communalhouses),这些

每幢能够容纳５０００名居民的建筑本身可以构成城市空间的中心节点,核心和边

缘的区分在这里也便无效了.“去城市主义”者们则走得更远,他们遵循着恩格斯

的教诲,计划根据资源布局、工业基地建设和交通设施的发展将住宅平均地点缀

在整个国土上,从而使人口回归自然,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与去城市化、中

心与去中心、固定与移动之间的对立.当然,这两种乌托邦都没能变成现实.

１９３０年５月,苏共中央做出最终裁决:“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只有把资源最大

限度地应用在迅速工业化上才能够为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创造物质基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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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接受和模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照抄,而是加入了对自身状况的考察与反省.尤其是在１９５６年毛泽

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以及同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我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反省得到进一

步推进.但是这样的动态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和下面将要详细论述的“反城

市主义”的政策与态度.



有害的乌托邦方案一旦实施,必将导致资金的浪费并打乱我们对生活方式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Kopp,１９７０:１８６)

苏共中央的这一指令不仅表明了重工业优先方针的确立,而且也标志着城市

空间在政治纲领中的地位被彻底降格.在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眼里,城市不再如

恩格斯所述是取消劳动分工、克服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而是沿着一个新的脉络

展开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空间容器———如此才足以构成最终解决城乡对

立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这一近期任务和远期目标的区分具体

地表达在了城市规划的官方定位上:作为综合性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只不过是将经济计划部门的决策给落实在图纸和大地上

(Kopp,１９７０:１６４).就这样,城市规划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被取消,成为服务于

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的类“后勤”部门.这样的政治经济安排变换了观察和使用

城市的视角,但是不变的是对城市本身的漫不经心与排斥态度.毕竟,工业发展

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树立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与引进重工业优先方针同步,中国也很快将苏联的这种城市观念和实践融入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之中.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重点

建设城市的方针»的社论,其中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城市所赖以发展的物质

基础最重要最基本的乃是工业因此,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然

要从属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速度必然要由社会主

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来决定,这个客观规律是决定我国城市建设方针必须是重点建

设、稳步前进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１９５４)这一体现了苏联影响的城建方针随

后迅速与“一五”计划同时应用到实践之中,指导了重点工业城市的新建和扩建以

及一般城市的“维护”工作 (万里,１９９４).为了使资源和资本被最大限度地保留

在生产过程之中,城市只被视作承载资本积累和循环以实现工业化目标的空间载

体.因此,城市建成环境(包括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等)被归入非生产性领域,并

陷入长期投资不足的窘境 (Wu,１９９７:６４９ ６５０).这一系列措施相叠加,最终形

成了高工业化速度和低城市化水平并存的局面 (Kirkby,１９８５).

在北京,城市与工业的关系相对更为特殊.一方面,地缘政治的考虑影响了

中央在北京发展大工业的决心;另一方面,首都的性质和地位也引起了对“大城

市”特征和预期人口规模的争论.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上报中央审批的北京城市建设

规划草案中,首都建设的总方针被确定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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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人民服务”(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１９).但是直到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

关系»的报告之后,大工业才在北京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指导１９５８年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的草案核心关切 (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３３ ３５).同时,有关城市人口预测

和基础设施规模的争论也在北京市委和国家计委之间爆发:前者认为北京的工业

发展需要城市在２０年内达到５００万人口,为此需要将道路红线拓宽,为未来留有

余地;后者则出于控制城建投资的考虑,认为人口应该确定在４００万,道路应该缩

窄(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２１ ２５).两者之间的争论促成了苏联城建专家工作组对北

京城建总体方案为期两年(１９５５—１９５７)的业务指导.但是政治的影响力并没有

在这些专家面前消散.彭真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０日的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发言:

我们中央从来就是说要学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说过让大家学习苏联

落后经验嘛! 不要受教条的约束.从实际出发就是考虑了可能与必要

这两条.人口规模问题,就要看看现在和将来.要高瞻远瞩,要考虑一

千年一万年以后的事,要留下将来发展的余地,不要把子孙的手足捆住.

[我们说]市区远景城市人口提５００万人左右.毛主席说:“不要一千万

人? 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问题很简单,就这两句话,我们实行法

西斯也不好.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５００万人左右,远景要

到千把万人.(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５６)

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北京的城市规模因为工业化的进展而不可能很小,但

是城市过大了也不好,必须加以控制 (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３５).彭真的发言和苏联

专家的草案相结合,生成了１９５８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的基本内容:第一,把

规划范围从６００平方公里的市区扩展到８８６０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郊区和农

村),市区人口控制在５００~６００万人;第二,为了避免市区人口过度集中,采取“子

母城”的格局发展一批卫星城镇,地区总人口在远期(５０年)达到１０００万人口或

者更多一些 (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３５).“１０００万”这个人口目标似乎就是在这样不

经意间出现在时空视野之中的,而它的使命要到改革开放之后才会充分显现.

上述草案完稿于１９５８年６月.当年９月,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北京

市委便立即着手修改草案.方案修改的核心是消灭三大差别,因此在城市布局上

提出了既要有合理的集中,又要有合理的分散,采取“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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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规划的地区范围被进一步扩展到１６８００平方公里,总人口仍控制在１０００

万人左右,而市区的地理范围不加改变,人口目标则从５００万调减至３５０万(这个

数字接近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为了进一步取消工农与城乡之间的区分,新的

方案还规定大工业以后全部放置在远郊区,市区则要星罗棋布地发展小面积丰产

田,从而使城市和农村相结合 (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３９ ４１).

这是北京第一份被正式颁布实施的现代城市总体规划,而“反城市主义”的中

国实践在其中得到最为鲜明的表达.在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两

条脉络的主导下,规划师把城市空间狭义地理解成容器和载体,而非日常生活的

交错与相遇,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空间图景.虽然城市以及城市职工

在这样的空间和制度安排下得到了远比农村居民更多的事实上的优待,但是这并

不能成为否认“反城市主义”实践的充足理由.归根结底,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以

及给城市职工提供的福利待遇所能附着的并非城市空间本身,毋宁说其基础是支

撑着工业化的“单位制”(Hsing,２００６;Lu,２００６;Wu,１９９５;李猛、周飞舟、李

康,１９９６)———“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口号便突出呈现了这一特点,而其中的

“块块”(基于领土安排的市政府及其下设机构)能够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

城市空间在这个政策框架中始终是隐形的,同样隐形的还有人———以及他们

的日常生活.政策制定的核心关切是一以贯之的,也即对象是否有助于实现工业

化.城市空间没有被全盘否定,是因为它们能够承载工厂;城市职工被给予相对

的优待,是因为他们能够操作机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城市总人口随着工业

的发展而迅速膨胀,逐渐威胁到集中资源发展工业的既定战略.在这样的背景

下,户口制度的重要性最终得到确立(以１９５８年颁布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

志),它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一起,构成了优先发展工业战

略的三项基础性措施 (蔡昉,２００７).制度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对潜在人口流动的

限制上,而且还通过对既有城市人口的驱逐和疏散展示威力.在北京,１９４９年—

１９６０年间,人口增长达３１８万人,其中１５３．７万为机械增长(净迁入人口):这个数

字是４６２．３万迁入人口与３０８．６万迁出人口之间的差额 (薛凤旋,１９９６:１６１).同

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上海(陈熙,２０１１),而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是不利于工业

化建设的人口大多被列入疏散对象”(前引,１０３),从而保证城市及其人口都可以

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

空间图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后果在这里得到清晰呈现.顺着民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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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大林模式两条脉络,“反城市主义”成为主宰性的城市空间再现方式,一方面

通过规划图纸在宏观上加以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单位制(和对单位之外的人口的

清理)来施加微观治理.在第二节讨论“反城市主义”的概念问题时,我们已经了

解了思想和意识的主体间属性受制于空间与社会联结状态之间的关系.只有到

此刻,我们才能够认清它们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是怎样物质地生成出来的,又如

何得以反过来重塑作为整体的空间图景和社会结构.在大卫哈维的理论框架

里,这一系列事件/时刻都是他界定的“关系性空间”的绝佳案例 (哈维,２０１４:１８４

１８５):在彼此关联的事物的世界里,各种基本实体都只能由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

界定,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反过来又呈现了空间本身的特性.换句话说,“物质与过

程并不存在于时—空之中,相反,空间与时间内在于物质和过程之中”.使用这一

新的界定空间的方式并不是为了形而上的纠缠,而是为了“替社会与权力关系的

非物质时空性找到适当的再现”(哈维,２０１４:１８６).在物质与非物质的这种辩证

之中,诸如“反城市主义”一类的思想和记忆的地位终于能够得到恰当的把握:虽

然其本身是非物质、流动且不稳定的,但它们能够激发和引导行动,从而产生稳固

和物质性的后果.

秉持乌托邦信念的恩格斯或宣扬“民性论”的易家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

们的观念会在另外的时空—社会过程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流离失所.但是更加

让我们关切的大概不是过去,而是此时此刻:“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态度是否内

在于我们目前切身经历着的城市化过程之中? 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过程是

否存在着某些被我们忽视了的联结状态? 这是下一节着力解答的问题.

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

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２０１３)

对于改革开放历程中狂飙突进的“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增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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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的５２．６％,并且预期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６０％),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无论是在

政府文件还是学术论文里,只要论及当前的城市问题,这个比率就一定会被放置

在显眼的位置,以论证我们的“成就”或者说“进展”.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城市政

策和观念似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反城市主义”的道路.在“新时代”的

社会状况里,城市空间终于成了一个“香饽饽”———它既是亿万农民可以寄居和谋

生的港湾(尽管不那么顺心),又是各级政府时刻牵挂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

化的“重要抓手”.毫无疑问,“后４０年”(１９７８年至今)的城市观念与“前３０年”相

比有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受到诸多社会状况和政

治经济关切的影响,因而有着自己的时空性(spatioＧtemporality).换句话说,这

个新的城市迷思内蕴着某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机制,只有对这个机制做进一步的

剖析,我们才可能找到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目前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以及它

和“反城市主义”立场的隐微关联.由此,我们才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城市观念背

后的空间图绘是如何演变的,以及这种演变、断裂和延续反过来又如何塑造了城

市制度与政策,最终在变幻的社会过程中继续规训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一节,我将借助北京市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城市政策与实践论证下

述假设:“反城市主义”态度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城市空间日益可见的时代也同

样变得越发有影响力;在新的城市状况下,这种“反城市”的态度及其影响力并非

诉诸对城市空间的否定和排斥,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空间想象完成———一个作为

理想型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确定为值得追求的空间模板,一切社会安排都需要通

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与这样的模板进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

除,而终极目的则是一以贯之的实现“现代化”.延续和断裂的边界在这里变得模

糊:我们常可以看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观点和数据被拿来支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

至更为晚近的完全不同的城市政策,哪怕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和地理脉络早已千差

万别.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

脑”(马克思,２００１/１８５２).为了进一步探究“反城市主义”这个传统如何纠缠我

们的头脑,我接下来将详细介绍此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机和逻辑.具

体来说,我将论述乌托邦的理想如何逐步转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想象,这种想

象中包含了什么,排斥了什么,这些包含与排斥的内容透露着与“前三十年”城市

观念的何种谱系学关联,它们又如何与城市政策和制度相勾连,服务了怎样的政

治经济安排和知识—权力机制,最终又造就了什么样的新社会—空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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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４月,北京市委印发«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方针问题的汇报提纲»,随后

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后者将北京定性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进行国际交往

的中心”,并就此做了四项具体指示:第一,北京要建设成为“全国、全世界社会秩

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第二,北京要变成“全国环境最

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也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城市”;第三,要把北京

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

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第四,在经济方面要不断繁荣,但是,“经济建设要适

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再发展”(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７５).与上一节的资料相

对比,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工业从纲领中被剔

除,代之以对社会治安、优美环境、文化发达等目标的追求.斯大林模式的痕迹被

彻底抹去,城市本身具有的社会—空间特征开始得到重视,而这又和国际交往职

能挂上了钩.北京市随即根据这项指示编制了新一版«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

案»,并于１９８３年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在批复中,除了重申四项指示外,中

央还要求北京“采取强有力的行政、经济和立法的措施,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并称“这是保证«方案»实施和搞好首都建设的关键”.为此,“要坚决把北京市到

２０００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１０００万人左右”(张敬淦等,１９８７:３１５ ３１６).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这些文件里,我们可以同时发现断裂和延续的痕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第一次有中央文件把目标从重工业挪开,移向城市

空间本身.导致这个转向的触发点是污染问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在

１９８３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评论道:“首都的建设,经验教训很

多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当时城市污染问题没有引起注意.所以现在污染问题

压在那里,还没有根本解决.”(万里,１９９４:１８０)但除了应对污染的考虑之外,这

个转向还传递了一些更深层的信息.在“前３０年”里,执政党将自己的使命规定

为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现代化,并为走向共产主义做准备.但是现在,工业

化和共产主义的远景一起消失了,代之以对环境优美和国际交往的关切———而这

个时候的国际交往早已没有了“一边倒”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究其根本,这些通

过城市空间(规划文本)体现的变化其实折射了整个国家对于未来的前景展望

(vision)所发生的彻底转型.虽然政治基础没有被重塑,但是对“社会主义”和“现

代化”的解读变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

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汪晖,２０００:５２).在这个变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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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矛盾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不见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工程也不见了;“现代”和

“国际化”合流,为接下来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延续的痕迹同样清晰.“１０００万”的人口调控目标从１９５８年延续

到了这里,并且被规定为一条要保持到２０００年的人口红线.我们可以推测,中央

提此要求主要有两个根据.第一,１９５８年总体规划中将１０００万人口设定为５０

年期限的远景人口目标,而这恰好在２０００年之后不久;第二,批复中明确提到,对

人口严加控制是“保证«方案»实施和搞好首都建设的关键”———这句话提醒我们,

城市空间和人口同过去一样是作为“对象”而非“主体”存在的,二者只不过是“搞

好首都建设”所需要的工具,是要按照新的计划和方案加以处理和调整的事物.

唯一的不同在于,过去的“对象”需要为工业化服务,而现在则必须能对社会治安、

优美环境、发达文化和国际交往有所助益.然而,北京的实际情况对此提出了严

峻“挑战”.在这条批复公布的当年(１９８３),北京市总人口已经达到９５０万;仅仅

三年之后,北京市的总人口便突破了千万大关,达到了１０２８万①.如何理解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呢? 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计划思维及其后果在城市领域的延

续而已.

另外还需注意到,对北京人口的严格控制和全国层面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思路

有内在的联系.对于控制大城市的政策,万里在１９８６年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

上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大城市要发展,主要是指要发展大城市的经济、文化

和科学技术,要提高它的多种功能,要进一步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

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大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如果大城市急剧地膨胀

起来,都挤在一个小范围的空间内,我们目前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搞城市基础设

施,这样一来,水也不够喝了,房子也不够住了,车子也开不动了,空气、水也都被

污染了,这个城市的多种功能还怎么发挥呢?”(万里,１９９４:２８１)这个观点乍看

起来十分合理,但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大城市的多种功能和经济社会

效益是否能够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自动实现? 或者说,大城市的功能和效益是

为谁服务的呢?

矛盾的根源在于,这种控制观里的空间是空的———城市依然只被视作载体和

容器,这个载体和其中生活着的人可以被截然分开,从而发展其中一个,规避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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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０日).



一个.如果这个逻辑继续延伸的话,我们很快便能遇见更加突兀的政策,比如将

产业与人口分为高端和低端,然后只保留其中符合“现代化”目标的部分.这个贯

穿的逻辑因此具有鲜明的“反城市主义”色彩.一方面,城市空间(以及城市人口)

的变动过程本身被视为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样的容器和工具实现特定

的目的———在过去,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现在,则是变得环境优美和“现代”.

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依然不具有自己的能动性,而是在变换了目标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里继续扮演被漫不经心对待的角色.的确,城市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不再被视为一个终将被消灭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本身地位的改变,而

只是因为乌托邦工程的破产.

万里对控制大城市所做的解释代表了当时决策层的主流意见,这最终在１９８９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１９９０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全

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９０)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并立刻指导了北京市在１９９０年

代初进行的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新的１９９３年版规划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提

起注意:首先,对人口规模的调控并没有因１９８３年版规划的迅速失败而被放弃.

与之相反,新规划中明确,“人口的迁移增长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和经济手段严格进

行管理,逐步实行总量控制”,最终目标则是使北京市总人口在２０００年控制在１

１６０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２００万左右),到２０１０年控制在１２５０万左右(其中流动

人口２５０万左右).其次,一个更重要的改变是对北京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的重

新界定:“在２１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北

京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３).对“国际”的追寻在这里被正式确立为北京城市建设工作

的指导思想,随即主宰了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新一轮改造,并通过种种更新的话语

形式延续至今.

顺着“现代”关切的引领,这个“国际”的概念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城市空

间要向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社会治安、优美环境、发达文化等８０年代提出的任务

要在国际横向比较中加以检验,从而确证“第一流水平”的实践和实现.另一方

面,国际视野还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不先进的城市教训的警惕和排斥,这尤其鲜明

地体现在那时在学界和决策层聚讼不已的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

现象(程洪、陈朝娟,２００６;高珮义,１９９１;韩琦,１９９９;陶然,１９９５).但与此同

时,北京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受规划的限制.在规划出台仅一年之后(１９９４),北京

人口已经达到１１２５万,接近２０００年的调控目标;两年之后(１９９５),人口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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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万,超过了２０１０年的调控目标.这样的现实令人震惊———难道“过度城市

化”真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控的趋势了吗? 为了要在一方面成为“国际一流”而在

另一方面拒斥“过度城市化”,人口调控和城市建设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迅速造

就了一个日趋严厉的政策链条;这进一步构成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北京大规模

清理人口的基本语境①.

对“国际一流”的向往和对人口调控的关切不仅转化为运动式的人口整顿,而

且还立即和新的城市政治经济转型勾连在一起.１９９３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原则在短短一年后就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颁布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９４),并在法律层面构成延续到现在的“土地财政”的基础.

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安排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或称“都市大开发”)摆在了

政府行为的核心环节 (陈映芳,２００９;Hsing,２０１０),并在实践中造就了新的城市

前沿———“城乡接合部”.之所以可以将这一区域称为前沿,主要有两个依据:第

一,这里是“流动人口”主要的落脚之所②,因此持续被官方话语描述成“脏乱差”地

带;借助这个话语,城市政策便可以更为轻松地对外来人口及其落脚地施加种种

以“现代”和“提升”命名的治理整顿,从而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排序方式(aform

ofsocialordering)(张鹂,２０１４/２００１:１４７).第二,“城乡接合部”也是政府土地

出让的主要地区,并且这一趋势在近年来明显加强③.在人口调控和城市开发之

间,土地出让成为一个关键的桥梁:只有在人口得到清理(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

土地完成平整之后,上市交易才成为可能,也只有在房地产开发实现之后,新的结

合部空间才能彻底摆脱“脏乱差”的局面,也才能去贴近对“国际”和“现代”的空间

想象.

在新的城市政治经济机制引导下,城乡接合部的社会排序话语演化成为社

会—空间排序(socioＧspatialreordering)实践,除了对外来人口(及其聚居区)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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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这一场大规模清理行动的空间机制和社会效果,以及其中各级政府之间交错乃至冲突的利益格

局,可以参阅张鹂 (２０１４)«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中以“浙江

村”为例的详细呈现.关于“浙江村”故事的细节,也可以参阅«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

史»(项飚,２００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
根据２０１５年的统计数据 (顾梦琳,２０１５),北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５８０．２万人)居住在五环和

六环之间,这其中多数是常住外来人口(高达３５８．６万人),而常住在六环以外的外来人口则迅速下降,
只有６３．９万人.
比如,在２０１５年,北京市出让土地１００宗,出让金达到了当时创纪录的１９２０亿元.这所有土地中的

８４％位于五环之外,主要集中在昌平区和大兴区.数据来源:http://land．fang．com/zt/２０１５１２/pdcrj．
html(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１日)



名化和清理驱逐之外,这个过程还包含了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环节,比如对城乡

接合部村集体的重新赋权(通过股份制改造转变为本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社会

福利保障提供者)以及对村民的“主体化”改造(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经济利益分

享将城市开发的逻辑传导和内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时代的“反城市主义”态

度借助周而复始的人口整顿运动具象地传达了出来,并构成了“城市经营”和“土

地财政”得以崛起的一个空间条件———这便是“反城市”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接受

的契机和逻辑.虽然４０年来的城市政策和观念一直在变,但是这其中体现的延

续性更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个延续性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空间图绘的政治经济机

制和社会后果,也能够意识到空间想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如何变换方式继续

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认识进一步契合了地理学中对于空间问题的反思:

空间具有多个维度———除了物质性的表达方式外,其内蕴的非物质性的表征

(representation)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感知和生活的方式;通过细节性地勾勒

与定义我们的时空想象和愿景,这种种观念最终又反过来经由多样的宏观和微观

机制重塑我们的生活空间乃至日常生活本身 (Harvey,１９９６;Lefebvre,１９９１).

五

要理解城市人口的调控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承认这个问题所包含的空间性,

以及这个空间性具有的时间维度.在这里,空间和时间都凝聚在一种“反城市主

义”的观念之中,它通过特定的空间图绘方式来合理化特定的知识,并服务于特定

的政治经济和权力机制,对人口整顿不过是这个社会和空间排序过程的一个必要

环节和时刻(moment).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理解这种“反城市”观念所具有

的多样和动态特征.这种本身并不具有物质性的观念是通过和社会关系及政治

经济过程的联结来生成物质且具象的社会空间效果的.这些联结绝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国家意志/工程的推进来展开其历史—地理谱系.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谱系学为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支撑:在“反城

市”态度的历史地理展开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确认这个态度的本源是什么,

在哪里,而是要从“反城市”态度在不同历史地理场景中扮演的迥异角色中探索别

样的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此时此刻城市问题的时空性.“反城市主义”本质上是

一个复数的概念,它在我们的城市时代变得更加隐蔽、微妙,但却发挥着与以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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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更为突出的作用.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想要表达的基本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间,“反城市主义”态度主要是

通过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城市规划图纸和日常生活中安排生产与福利的单位

制加以实践的.在第三部分里我们已经看到,在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

需求(斯大林模式)两条脉络的主导下,那时的规划师把城市空间狭义地理解成容

器和载体,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空间图景,并进一步通过分散组团式

城市布局实现了与乌托邦理念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这４０年时间里,我们的

城市状况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四部分的讨论展示了对工业化的追求

如何让位给了对走向“现代”和“国际”的热衷,而这又怎样为“反城市主义”与社会

结构和政治经济机制的联结提供了新的接口.城市空间在这样的新时代里终于

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却依然无法摆脱其作为工具和容器的命运.在追寻现

代和“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安排里,一个作为理想型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确定为值

得追求的空间模板,一切社会安排都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与这样的模

板进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除.

在这样的城市时刻,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城市? 城市空

间到底应该被怎样定义和生活? 城市里的人应该如何才可以被视作目的而非手

段? 毕竟,在一个正义的空间图景之中,我们不应该一边推进资源和权力在城市

的高度集中,一边采用强力疏散被资源吸引的人口集聚———在恩格斯的曼彻斯特

观察中,正是这样的社会和空间安排最终激发了他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

热情(以及乌托邦方案).但是我们该如何寻找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可能吗?

这一系列问题都呼唤着我们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其中有两个方向具有非比寻常

的紧迫性.第一,从“反城市主义”的断裂和延续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追寻

“现代”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当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都开始宣称自己要建设“全

球城市”“世界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时候来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触发这样一个

问题了:“现代”到底在哪里? 第二,更加具有政治迫切性的方向是反思和否思常

见的对“超大规模城市”和“大城市病”的忧惧,主要是因为这些忧惧混淆了因果关

系,同时也因为这些忧惧的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无辜的人群.我们需要仔细探索并

且广泛宣传超大城市的各种问题是如何因为不均衡发展(unevendevelopment)

而生的 (Harvey,２００５;Smith,２０１０).人口大量涌入只是这个社会和空间过程

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人口的调控自然也不可能在根源未消的时候产生任何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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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反馈———也许唯一的结果只是会加重我们这个世界的苦难吧 (Bourdieu,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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