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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些无关重要的细节记得很清楚，有些重要的事

情倒印象模糊。 

1983年底，联合国代表团来大学介绍联合国的开发项目，我参加了座谈。 翌

日，校方负责接待的给我来电话，说派去陪同的一位教授生病了，要我去顶替。 

机缘巧合，认识了团员之一的中国国家科委外事官员（他後来出任中国驻联会国

永久办事处科技参赞，现己离休多年）。 北国的深秋，那天特别冷，我又没有车

子，两人穿得臃肿像企鹅，在小城的街上溜了半天。 湖上来的烈风把脸刮得又

红又痛，却一点也没有减低我们的谈兴：中国锐变的动力，西方历程的启示；现

代化的演绎，中国传统价值的评价；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 他说，“先回去

看看吧。” 我写他一封长信，九个月毫无音信。 一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来

电话，说湖北省科委想请我去，这样，就开始了我二十多年的中国讲学、培训、

考察、研究和咨询。 

1985 年首趟回国，感触很大。 机会难逢，我妈也想回去看看。 那时我己

有四个孩子，於是也带了老大和老二一起去。 一行四人，从广州到武汉，武汉

到北京，却是坐火车。 从前书本上的东西现在看到了。 山河秀丽，民风淳厚，

干部们勤朴为民。 日暮过黄河，两岸苍凉，滔滔浊流，看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 

百多年来受尽辛酸的老百姓是否到了苦尽甘来？内心迥响，久久不息，谁说男儿

不流泪。 同车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很健谈。 我是他的好听众。 从他

处知晓了许多人民的心声、希望。 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国的成就可观，但山河

污染破坏，民风奢靡刁狡，官员与商人很多时既分不清也分不开了。 若是这位

老同志仍未作古，他还会诉些甚麽心声和希望？ 

回想，85年是个开端。 我的加拿大工作与中国工作先分後合，而且很多时

是巧合。 纵错之间好像有主宰。 现从头说起。 

1970年香港大学毕业後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三年，73年来到加拿大又干

了一年，跟着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念书。 79年回加拿大，开始在女王大学任教。 

当教书匠不能只教自已研究、或自已喜欢的东西。 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是我研究

和喜欢的东西，但校方坚持要我教“物理规划”，部份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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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搞社会科学，不懂工程、设计，部份是因为我念建筑出身，对城市规划的物理

层面较易上手。 起初我有点别扭，日後才发觉真是个幸运的机缘。  

香港念建筑时读书不足又不透，知识贫血。 一到了美国，一接触上比较系

统化的社会科学就如获至宝，全都收下来，认为只有社会科学才是城市规划的知

识基础，才是真正的学问。 但英国几年的反刍又使我对社会科学（是指在城市

规划教材中用上的）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价值发生质疑。 再回到了加拿大，因为

学校要我教“物理规划”的课程，又迫使我重新再读建筑、工程和设计的教科书。 

可能是因为人成熟了些，我对这些书又有了新的领会，新的尊重。  

教书迫我读书，读书才知在实用学科上单靠书是不足的。 85年我决定投入

第一线工作，兼职做我学校所在附近的一个小镇政府的规划师。 一干是六年，

愉快的六年。 我做遍了规划的每一瓣：编制和修改总体规划和区划法，设计和

评估乡镇发展计划，审批开发商项目，组织公众参与，处理市民投诉，出席听证

会作供，联络上级政府，协调同级部门等。 这使我深切地体验了理论与实践的

相互启发，和规划工作所需的技能与训练。 几年的读和做，驱使了，也装备了

我去写《简明土地利用规划》（Land Use Planning Made Plain, 89 年头版，99

年第二版）。更重要的，我认识到“为人民服务”需要辨别和接受“人民”是有

智有愚，有诚有诈，有正有邪。 规划工作者要“择善固执”。择善需要智慧；固

执需要操守。 

但我并没有放弃自英国开始的政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和心得写成《主观

性的政策评价和规划》(Towards a Subjective Approach to Policy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Common-Sense Structured)，在85年出版。 这是我日後搞政策分

析，比较研究等“方法论”的基础。  

自 85-86年开始，我的工作就分三个范围：学校，中国和加拿大。在加拿大

的工作主要是为联邦政府做事情，也是机缘巧合。 一般来说，在加拿大（美国

也是）城市规划是省与市的事情，不归联邦管辖。 但一个偶然机会使我置身联

邦，对我个人事业和中国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情是这样的。 

1991 年升正教授，但又未要承担行政工作， 很惬意的。 我就想，要为这

个寄身所在的国家做点事。 於是，看看自己能干的是甚麽，又看看加拿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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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甚麽。 那时，在野的联邦自由党搞了一个地方基础设施工作组，研究地方

基础设施的维修与建设对经济和就业有何帮助（那时加拿大的经济衰退，失业率

高）。 我就向他们提意见，出主意，尤其是经济分析和融资战略。 93年联邦大

选，自由党以投资基础设施去带动经济和创造就业作为主要竞选纲领胜出。 他

们要兑现 60 亿加元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就在财务部内成立基础设施办公

室。 我刚好到了休假年（教书匠是每工作六年可获得一年不用教学，专心做科

研），就顺理成章被财务部借用，加入办公室，做政策工作。 负责政策的六个人

除了我全都是其他联邦部门抽调过来的，我是唯一“外人”。 休假年过後返回学

校，但仍继续做部长的就业顾问。 

财务部不同财政部。 它是联邦政府的“管家”，所有联邦部门用钱和用人

都要由它批准。 在那里工作使我真切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分配、立法

与行政的相互制衡、政府的构架和官僚的文化，大大深化了我的政策分析研究。 

同样重要的是我建立了在联邦的关系网。 十多年来参与了不少研究项目，也为

不同部门出些主意。  

这里有一个巧合可以一提。 上面说我在 85 年开始做一个小镇政府的规划

师。 工作中很多时要与镇政府的法律顾问拍挡，尤其是出席听证会作供，更要

与他配合。 他是律师，我是专家。 彼此在听证会上一唱一和，才能收效。 此

君後来从政，由国会议员做到国会议长，并且多次连任。 我俩在工作上建立的

友谊一直保持，使我日后跟联邦政府的交往得到很大的方便。  

联邦工作使我看见部门间争夺多於合作。 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的问题更

甚。 我想改善一下这环境，於是在 98年创办一个“国家公共不动产高级官员论

坛”。这不是个普通论坛。 它是为三级政府（联邦、省、域市）各部门中主管不

动产（土地、楼房、机场、海港、监狱、军营等等）的高级官员提供一个中立场

所去让他们坦诚的交换意见和交流信息以减少误会，增加协调和鼓励合作。会员

现达二十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全加拿大大部份的公共不动产。去年我才退掉主持

工作。 通过这个论坛我认识了公共财产管理的政治意味和管理技术的复杂性，

也建立广泛的政府人际关系（除了不动产官员外，更包括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

其他官员）。 这些都大大地帮助了我的中国工作，包括邀请加拿大专家协助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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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排中国来的访客到各地考察。  

这个论坛的成功鼓励我再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发觉很多大企业或机构，

如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连锁商场、铁路公司等，它们的正业不是土地开

发，但它们拥有大量的地产，而且这些地产都是规模庞大或地当要冲。如何使用，

如何保养，如何买卖，如何发展，对所在城市的经济、民生、环境都有绝大的影

响。 三年前，我创办了“企业地产高级研讨班”，为大企业副总裁级以上的产业

主管负责人讲解最佳管理办法，撮合他们与政府官员协商。 参加的很踊跃。 对

我个人来说，也增广了专业知识和关糸网络。  

90 年代，回国多了，也间中会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汇报一下，认识了大

使。 起初，他想让我个人，或找些加拿大有识之士，去使馆做些专题讲座。 话

题很广泛，从加拿大的财经、社会到国际大事。 听的每次也有二、三十人。 2003

年初，他荣升亚太地区各国驻加使节团的团长。 他是位有远见和风度的政治家。 

我就建议他扩大这些座谈，组织一个“大使论坛”。 从此，亚太地区 19 个国家

驻加拿大的大使们每三月一叙，由我做召集人，安排题目和讲者（非政客、非官

员）。 我这论坛的目的是加深和扩阔大使们对加拿大和世界的了解，并为他们的

交流提供一个中立的场所。 他们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文莱、印尼、澳大

利亚、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中国、蒙古、孟加拉、斯里兰卡、

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约占世界人口的 55%。 这位中国大使卸任回

国後，现时的使节团团长是马来西亚。 这份工作使我学到了很多国际的东西，

和认识了很多加拿大的智者，并驱使我关注国际动态、关系和展望，和思考人类

共存、共进的条件与契机。  

90 年代之前，我的主力放在学习西方的东西和建立在西方的学术地位，科

研项目是西方的课题，写文章、出书都是用英文。我不想做“中国专家”，替洋

人研究中国；我想做“外国专家”，一方面帮洋人解决洋问题，一方面替中国研

究洋东西。我要先建立在西方的学术地位，打进它们的主流；一方面是为锻炼自

己，一方面是为观察人家。91 年升正教授后，我就放手做中国的事情，除了 99

年的《简明土地利用规划》第二版外，写的大部分是中国题目，用的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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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情，加拿大的事情，甚至亚太的事情，都是我乐意干的。 但也要

感谢校方和同事们给我的空间。 我 94年担上了的行政工作，现己是第三任了。 

大学里的大大小小行政岗位都是吃力不讨好的。 教授们大都是极有主意的人，

管不来。 但其实也不用多管。 我的宗旨是为同事们提供安定的工作环境，同事

们各尽其所能就足够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校方还算满意学院的成绩（其实就

是同事们的成绩），同事们也没有给我太多的麻烦。 少了後顾，我就可以去闯、

去创了。 

1985 年第一次回国，大部份时间在武汉。到访宜昌，看到坛州坝与宜昌市

在区域经济上的脱节，很有感触。 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的中间地带。 

无论是生产因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天然资源）的配搭与发挥，或财富的创造与分

配都是以区域为本位最合理和有效。从湖北省科委的邀请开始，我联系上了国家

科委系统。 86年，经国家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三峡水库辩论，也

开展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科技成果商品化，国营企业改革等研究。 1994年

又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中部跨世纪大思路——部分省市经济发展战略研讨”。 

这些比较宏观的政策研究，尤其是经济民生的政策，成了我日後的主要工作方向。 

有谓“衣食足则思淫欲”，亦有谓“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就是经济民生，

是人权的基本，是社会建设的基础。 在麻省念城市规划，有城市经济一科，是

我首次接触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开启了我对这门学问的兴趣。 到了剑桥念土地

经济，学校给我很大的自由度去选课，加上学系间也没有很大的门户之分，因此

我接触不少研究经济学的良师益友。 从此更投入这门学问。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比较系统和扎实的一门课，很吸引我。 但我从开始就

把它看作只是一种工具：“经世济民”是手段，“国泰民安”是目的。 哪工具有

助到达目的就用哪工具。  因此，我从没觉得有需要去选择接受抑或抗拒潜在於

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为主导）底下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的意识形态。 既

然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压力我就可以非常客观地去思考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

和罗辑，去监辨和分析这些理论对中国国情的吻合和矛盾，真正的“洋为中用”。 

我不是学府派的经济学家，我关心的是民生：人民的生活和生产。这些都

是活生生、实在在的事情，不是抽象的数据和理论。 我从开始就留意老百姓的

作息和喜恶。 我发现最敏锐的观察者往往不是学者、专家，而是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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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服务员、里弄的老太太。 直到前几年，每次到中国总会在睡前花点时间看

看不同电视台的广告，卖的是甚麽东西，用的是怎样的招睐，一一录在记事簿里，

作为我研究民生的素材。 

城市规划是本行。 第一次回来就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接上。 自 86

年开始就断断续续的做了很多交流和培训，包括城乡规划、房地产开发、市容设

计、土地管理等等。 多年交往，认识了许多规划界的朋友。 通过他们我了解到

中国城市化的种种问题和契机。 这使我对一知半解的“洋为中用”更有戒心。 西

方的城市化模式完全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上。 这制度是土地增值分配的构架；这

构架（包括这构架缔造的种种利益的组合和矛盾）完全支配了西方城市发展的方

向、规模、形式和速度。无论我们对西方城市化的好与坏有何想法，在西方泥土

上产生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怎能移植到“土地共有”的中国去？“洋为中用”的“用”

只可以是启发性的，包括负面教训。我认为，用不用洋货是要张开眼来做决定的。 

我选择到西方学习和生活是为了想了解洋货在洋泥土上是怎样生长出来的，也就

是洋货的真面目。 这样，我们才可以智慧地“洋为中用”。 但在进口洋货的大

潮流中，我总觉有点在孤军独战。  

1995年，偶然机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请我去座谈。 翌年，我邀他们的局长

访加考察。 就这样与他们建立起多年来的培训与交流。 国土局、地矿部和一些

相关部门於 1998年合并为国土资源部。 当时，我要选择结束与国土局的合作还

是增添资源管理的工作。 我决定邀请学校的地矿工程系和地质经济系入伙。 自

此，与国土资源部的培训、交流和研究成了我的主要中国项目。 经我校的长、

短期培训的中央、省、市干部超过 600人。 2002年，经他们提名，获得国务院

颁给国家友谊奖，这使我的工作走上了另一个台阶。 

国家友谊奖对我有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是很大的鞭策。 提名是人家的主意，

但得奖只可以说是幸运。 在中国工作（来自各行各业和各种形式的工作）的外

籍专家约 50万人（现可能不止）。 每年经各部、委、省、市、企业提名，国务

院评审，选出 50 名得奖人。 2002 年破例选 51 人，因为同分。 我估计自己是

第 51名。 为甚麽？ 得奖者由国家外专局招待，在国庆前到北京（妻也沾了光）

参加各项庆典和国庆国宴。几天来跟这些外国友人（外籍华人只三几个）在一块

儿，知道了他们的“功绩”，自己能不汗颜？ 例子实在太多。 只说一位来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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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的退休院长。他是研究妇科的，发明了一套可放入

人体的微形手术仪器，自然名成利就。 他却跑到中国来，十多年来在百多间医

院建立使用这套仪器的手术室，又向制造商募捐仪器转赠给医院，并训练医生使

用。 可是，这亦不是他最大的贡献。 他多年来向出版商人讨来印刷过多的医学

教科书去转赠给中国的医院和医学院，共 300万册。 这些都是“新书”，中国海

关要打税。 他就逐册盖上他个人的印章，变成“旧书”。 我一算：左面一堆“新

书”，逐册拿来，打开，盖章，关上，放在右面的“旧书”堆，起码要 10秒钟。 

300 万册就要 8333 小时。 就是一个专人去做，每天做 12 小时，也要两年才做

完。 这老头的“贡献”真算可以了罢！ 听说曾有一位日本农业专家，终生为中

国改良苹果品种，死後火化还要把骨灰埋葬在中国农场的一角。 这些都是外国

人。 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比许多以改洋名，喝洋水为荣的中国人真诚和深厚多了。 

我最敬佩他们的超越。 只有超越个人才可以真心关怀世界。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

物质水平确实提升了，但社会却变得更现实和功利，公益和大我的理念越来越簿

弱。 看见这些“洋劳模”，有“礼失求诸野”的感叹。 

近几年认识了些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智库的朋

友。 在谈论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甚麽？”这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也好像

有点灵感。 在 2004年就一口气写了三篇，名之为“经济三部曲”。虽是班门弄

斧，但可能因为没有学派包袱，又不太懂专业术语，反而在思路少了拘束。 搞

经济学的朋友们读了倒觉得有点新意。 就这样子我不自觉地为自己开拓了一个

学习的领域。 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给我一个交流的渠道，每年总去一两趟。 也

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了一个项目，每年四名研究员来加拿大和我共同做政策

分析和比较研究，都是爽意的工作。 

我在《城市规划》写文章也是 86年开始的。（第一篇是“我对中国引进城市

规划教育模式的一些意见”（1986（1）。） 从此，平均每年总有一篇。 到 98年，

开始写“美加飞鸿”（後改“海外快递”），也就每年三、四篇了。 

写“美加飞鸿”（“海外快递”）是我中国工作是一大转折点。 之前，我的

接触面局限於直接的讲学、咨询和培训。 之後，是“以文会友”。不敢高攀“文

以载道”，但我认为文必有其“道”，只是正、邪之分而己。任何文章都有其立场。 

有些明显，有些隐晦，甚至有些反讽。 通过文章，我可以比较系统性的谈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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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家也可以比较客观的评审我的道理。 八年多的写，对我有绝大帮助。 很

多东西，脑子里觉得蛮有道理，不一定讲得明白，更遑论写得清楚。 写说理的

文章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辩论。 

写文章本是随缘，想到甚麽题目就写甚麽。 现今回顾一下，发现在不觉中

倒可归纳以下三类：经济、土地与城市。 有些是理论，有些是观察、但总带点

方法上和哲理上的探讨。有些在《城市规划》发表过，有些在别的刊物，也有些

未有公开。 现选上部份比较代表性的放进这里。有些是多年前的东西，有些是

最近所作，反映了国情的改变和我个人的体会与分析。 

我是个“方法论者”。学海无涯，我为自己的航程选择带上指南针。我希望

无论走那个方向，去那处地方，都可以用作导航。“人家的月亮”和“外国的泥

土”两篇是我在方法和思路上的总结。我把它们放在前面，好使读者知道我来自

哪里，走向哪里。  

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看，规划（包括政策规划）有几个步骤：监认问题，制定

目标，设计方案，选择方案，实践方案，和监测反馈。 每一个步骤都应该有一

套合情、合理和合法的方法去指导如何去做好观察和分析，如何验证因果的正误，

和如何处理权利的关系。 “方法论者”研究千万案例中的观察角度与范围、分

析焦点与层次、因果罗辑与结构、权力布局与制衡和利益分配与协调，从中找寻

异与同、分与合，籍此发掘一些恒数与常规，去用来建立一套完整的、放之四海

而准的指导法则。 我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题目虽是林林总总，但

都是以政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统一起来的。 这里我选了“政策分析”，“比

较研究”，“经济与几何”与“和谐与适度”四篇。 

经济民生是我最关注的。上面说到的经济三部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甚

麽”，“可持续性消费经济”和“经世济民”是比较近期的想法，都放在了文集里。

我第一篇有关经济的文章是 90年代初为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写的“对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考虑”，主要是指出内需市场的重要性。这论点现今渐成

主流。区域经济与农村经济也是我的研究方向。 这里选了 “流域发展模式的选

择”， “西部地区开发的战略”，“农村发展与市场经济”和“解三农之困”几篇。 

 土地与经济是分不开的。 我按写作先后顺序选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

与国土开发：几个政策上的意见”和“社会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城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9

市土地开发上的意义”两篇。这几年我特别关心土地管理，尤其是城市边缘土地

增值分配不公与不均己动摇到农村的稳定。 这里选了三篇比较战略性的文章：

“在耕地转建设用地中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及提高土地市场经济效率”，“集

体所有土地股份化”和“指标拍卖（竞投）的一些想法”。 

有关城市的文章，比较严肃的我选了“精明增长”，“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

市”，“规划战略：来自生态学对城市规划的启发”和“理想城市与城市理想”；

比较轻松的选了“内与外、大与小、凹与凸”和“高与低、快与慢、新与旧”两

篇。 

这里也收了几篇书评。这是需要向读者们解释并请他们体谅的。 中国搞现

代城市规划，本身理论簿弱。 因此，特别容易被西方系统化的“先进”理论慑

服，尤其是它们的程序理论和道德理论。 我初出国就有此经验——从被慑服到

心悦诚服。 但我的治学心态是“以水为法”。 水本身是没有形状的，它的具体

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 处身在西方社会中，我决定跳出书本，要直接体验这容

器的凹凸、方圆、糙滑，去找寻直觉的认识，并利用这认识去印证它们的理论。 

经过这样的观察和反思，我发觉很多西方的规划理论绝对是它们独特社会的畸形

产品。 这些货色对西方社会适合与否我不管，但对中国国情就是完全脱节的。 盲

目的引进会带来灾难。 我把一些比较歪曲和不老实的形容做“色情文学”——

令人亢奋，不使人满足，事后更有空虚的感觉。 浪废宝贵的时向和精力去追求

虚幻，把正事也掉了。 国内不少人虽有同感，但这些西方“理论”既被列为经

典，怎能抗拒？我虽是人微言轻，既然看出这些都是“皇帝的新衣”，怎能缄默？ 

於是， 2000年一口气写了三篇有关理论经典之作的书评，分六期刊出，题目叫

“可读 必不用之书”。  事关重大，我花了不少时间去逐章分析这些“经典”, 追

寻书中提到的参考材料，糸统化地搜集所有有关书评，去暴露这些经典理论的弱

点。 我也利用这几篇文章去谈规划工作的道德观和规划工作者的操守。 我相信

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系统和深入地看过这几本书。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发现

是这麽多的书评家对这些“经典”的评价是如此负面，最大的谜是它们怎麽样会

变成了“经典”。 这可能说明了非但中国的规划理论簿弱，“先进”的西方也如

是。 这三篇都叫 “可读 必不用之书”。第一篇为“顺谈操守”，第二篇为“顺

谈情况含糊和感情矛盾”，第三篇为“顺谈‘法’与‘字’”。 发展中国规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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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不容缓，那也是我倡办“求是理论论坛”的推动力。 

读书是件赏心乐事。读後反思，偶有所得，其乐无穷。 年青时读书不足，

部份是自己懈惰，部份是没有读书风气。 读书是吸收前人的智慧。 不站在智者

的肩上，怎能攀上更高的台阶？ 我提倡“求是理论论坛”是因为我坚信中国的

城市规划应该，并可以，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基础。 这基础可以建立在三条支柱

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西方实证主义的借镜。 

要建立这理论基础单靠读书不成，但非靠读书不可。在《美加飞鸿》写的第一篇

是“城市设计与真善美的追求”，是我读西方经典多年累积的心得。 读古籍去寻

启示也是乐事。 这里选上 “哀公问政”（谈的是变与稳的选择，人与制度的比

重）和“孟子见梁惠王”（谈的是仁政、民生和生态的关系）两篇。 我很想多读

些古书，特别是管仲。 

“寄小学友书：中外、古今、成败”是给想到国外念书的朋友写的。谈的是

“洋为中用” 的求学方法。是交待，也是共勉。    

 

 

 

 

 

梁鹤年 

2007年 7月 

于加拿大京士顿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