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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城市发展

面临的转型对我国城乡规划理论的发展提出新的

挑战。本文尝试提出在我国城乡规划理论的现有

框架中增加与城市人与规划人主体地位相关的理

论，认为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互动视角可以加强城

市理论与规划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并进一步探讨

了二者的互动关系。最后，总结了当前我国规划

人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价值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新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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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exceeding 50%,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brings new challenges for Chinese planning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eory 
concerning the subject role of homo urbanicus 
and urban planners in the existing planning theory 
framework. Then, it argu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mo urbanicus and urban planners 
could strengthen the inner coherence of urban 
and planning theories,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subjects. Finally, it 
concludes challenges Chinese urban planners are 
faced with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possible options 
from the value and methodology perspectives.   
KEYWORDS: planning theory; homo urbanicus; 
urban planners 

1  引言

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超过一半的

人口居住在城市，真正迎来城市时代。全球化和

信息化背景下，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发展的效率与公

平问题，追求经济效益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问

题，全球化冲击下城市地方特色丧失的问题等。

城乡规划理论作为城乡规划实践的指引，长期以

来关注这些问题的应对，力图在理想目标的指引

下和实际问题的应对中找到适合当前时代背景与

地域特征的发展思路。从城乡规划理论发展来

看，我国城乡规划理论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西

方城市规划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一级学科的理论

内涵与外延问题、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

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

展阶段和未来理想的城市发展目标。笔者认为，

我国城乡规划理论框架中存在着城市人和规划人

主体地位的缺失问题。作为以人为本的城市规

划，城市人和规划人在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中占据

重要地位，而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互动视角将有助

于回应当前城乡规划理论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

2  当前我国城乡规划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

张庭伟概括了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理论面临的

3个问题：(1)规划内容扩展带来的问题；(2)规

划理论和规划实践的脱节问题；(3)西方规划理

论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问题，并提出有

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规划理论体系[1]。笔者认为

我国城乡规划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可以从外部参

照标准、内部理论内涵和理论与实践关系3个层

面来考虑。

2.1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顺应西方国家的时

代发展背景和哲学思潮，规划的理论(theory of 

planning)自1940年代开始已发展出三代成熟的规

划理论，包括第一代综合规划和理性规划，第

二代渐进规划和倡导性规划，第三代沟通规划

和协作规划；规划中的理论(theory in planning)

则先后探讨了人与城市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和人与生态的关系[1]。2010年前后，弹性城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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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引起西方学者关注，同时，法因斯坦(Susan 

S Fainstein)系统提出了公正城市理论(The Just 

City)[2]，标志着更加综合和全面，注重规划目

标、过程、情境的第四代规划理论正在酝酿中

(表1)。可以看出，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从

工具理性，注重美好的物质环境营造；到价值理

性，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再到交往理性，注重

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最近的综合

考量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并积极应对各类危机

等，总体向着远离物质空间规划的更为综合和多

样的方向发展。

与西方国家城市发展不同的是，当前我国

的城市发展仍然面临着物质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双重任务，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决定的我国

城市规划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

的决策制定过程，而相对缺少自下而上的公众参

与，城市发展实践的侧重点也在于城市的物质空

间发展。总体来看，国情的特殊性导致我国对第

一代规划理论的借鉴较多，而受第二代和第三代

规划理论的影响较小[3]。因此我国所处的发展阶

段和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决定了西方城市规划理

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有限，迫切需要发展适合国情

的城乡规划理论。

2.2  一级学科的理论内涵和外延问题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

学科目录中将城乡规划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学科

地位和作用提升对城乡规划理论提出新的要求。

一些学者针对学科理论内涵和外延展开讨论。赵

万民等认为“城乡规划学从传统城市规划学科中

演变、纳新和发展，是支撑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

展和城镇化的核心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了城乡

社会经济和物质空间发展，理论构成包括城乡空

间发展理论和城乡规划基本理论”[4]。罗震东认

为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人和空间的关系系

统是其研究对象，知识体系高度集成多个学科的

内容，应沿着“科学化”和“中国化”的方向发

展[5]。吴志强等提出城市规划学科面临理论发展空

心化、理论创新惰性化和研究阵地孤立化三大问

题，认为学科核心理论应该向空间化回归，可以

对周边学科的空间属性进行挖掘，并根植于中国

实践的应用研究，注重理论体系的自省与升华[6]。

可以看出，从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与其他

相关学科比较之后的判断来看，空间属性是城乡

规划学科的核心对象，与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属

性相关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学科的讨论中

来，但针对城乡规划本体和价值观的探讨仍然有

欠缺。

2.3  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存在巨大的脱节问题[1]，

笔者认为这种脱节源自于城市理论与规划理论的

二分，也源自于规划理论所倡导的理想化价值观

在实践中往往受制于各种限制因素而不能落实。

而我国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基本属于同步演进，

虽然有“一手的城市规划实践，二手的城市规划

理论”的说法，但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并没有西方

明显，也给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学者在中国实践的

基础上发展规划理论的机会。

中国城乡规划理论注重规划中的理论，对规

划的具体方法和策略更为关注，而较少涉及对规

划的理论的研究，相对缺少对规划伦理和价值观

的探讨[7]。这也导致中国的城市规划教育重视工

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城乡规划理论中对规划

师价值观的忽视不仅带来规划师自身的迷茫，也

给当前的城市规划实践带来很多问题。

3  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主体地位

3.1  城市人和规划人主体地位的缺失

城市规划理论可以分为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8]。

根据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核心关注问题，笔者

认为可以将城市理论分为城市空间的理论和城市

秩序的理论，前者探讨的是城市物质空间的表现

形式，后者探讨的是决定物质空间的城市内在秩

序。规划理论可以分为规划的理论和规划中的理

论，前者探讨的是“为什么规划”的问题，与规

划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等规划伦理相关，后者探讨

的是“如何规划”的问题，与规划的具体方法

相关[9]。理论上讲，4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图1)，但由于各方面理论研究的侧重不

同、对实践的影响力不同，造成两种分离：一是

城市理论与规划理论的分离，二是注重表现形式

和操作方法的理论与注重内在秩序与价值观的理

表1 西方国家“规划的理论”演进
Tab.1 Evolution of planning theory in Western countries

资料来源：在张庭伟（2012）的基础上修改和拓展[1]。

特点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酝酿中

大致时间 1940-1970年 1970-1980年 1980-2010年 2010年-今

主要影响

思潮

现代主义、

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 多元主义、后

实证主义、后

现代主义

后现代修正

代表理论 综合规划、

理性规划

渐进规划、倡

导性规划

沟通规划、协

作性规划

弹性规划、公平

规划

关注重点 规划目标、

规划结果

规划过程 规划过程、规

划情境

规划目标、规划

过程、规划情境

规划师角

色

精英控制者 利益代言人 关系协调者 理想引导者+过

程协调者

主导理性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交往理性 价值理性+交往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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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离。很多实践问题的产生都与理论内部的鸿

沟有直接关系。

笔者认为这种鸿沟的产生源于城乡规划理论

中城市人和规划人主体地位的缺失。城乡规划归

根到底是为城市中的人服务的学科，城市人和规

划人作为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服务的核心对象与

实际操作者，其主体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

忽视了。虽然城乡规划的理论发展是也涉及城市

人的理想生活和规划人的职业标准，但由于并没

有将其作为理论中明确的主体提出，导致在理论

探讨中缺乏本质上的共识与核心评判标准，直接

产生了理论内部的鸿沟。笔者认为，城乡规划理

论应该关注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主体地位。

3.2  城市人的需求和地位

从人本主义(humanism)的角度来看，城乡规

划学的核心是为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道萨

迪亚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根据人类聚居这

一思想，将人居视为由自然、人、社会、房屋

和网络构成的空间现象[10]。吴良镛在道萨迪亚斯

“人类聚居学”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人居环境科

学”，将人置于人居环境的核心位置，集中论述

“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提出以人类理想聚

居环境营造为核心的学科群[11]。梁鹤年受经济学的

“经济人”假设和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的

启发，认为城市是“人聚居”的现象，“人与居缺

一不可”，并提出城市人(Homo urbanicus)理论，

认为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

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的主要工作应该将典型的

“城市人”与典型的人居环境匹配起来[12]。

从城市人的需求角度来看，城市人追求空间

接触机会的原因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选择机会，而

选择带给人自由感；与此同时，城市人还注重生

理的安全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将空间接触限定在

一定的范围内[12]。因此，笔者认为，城市人的概

念如果从更为平衡的角度可以概括为：理性选择

聚居，在空间接触机会和安全感之间平衡的人。

从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13]，

可以分析城市人具备的两个特征：(1)安全距离

为限的理性聚居者，追求一定安全距离内的聚居

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安全感；(2)空间接触机会的

追求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接触追求归属感

和被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可能。

从城市人的地位来看，城市人是城市的主

人，是城市各项建设活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最终服务对象。城市人空间接触机会和安全感

的满足是城市规划工作者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3.3  规划人的需求和地位

对应城市人的概念，规划人可以概括为：

“一个理性选择价值观和方法为城市人营造更理

想的聚居环境的人。”规划人致力于在一定的限

制条件下，通过聚居环境的营造，为城市人追求

空间接触机会提供服务。规划人有自身的价值

观，而这种价值观势必会影响他(她)对城市人的

服务；规划人也有专业的方法，通过接受专业训

练获得。凡是与城乡规划相关的学者、实践者都

可以纳入规划人的范畴。

从规划人自身的需求来看，首先需要所从事

的规划相关工作能为自身带来稳定的收入，在此

基础上，规划人才有可能继续追求职业价值的实

现所带来的成就感。从城市人对规划人的评价来

看，他们往往并不了解规划人的具体职能，要么

对规划人有着过高的期望，将城市建设的好坏直

接与规划人相联系，导致规划人成为“职业背黑

锅者”[14]，要么将规划人看作是没有职业价值观的

帮政府实现目标的工具[15]。而较为客观的评价是，

规划人一方面通过职业技能的运用，为政府决策

提供技术支持，对城市发展承担有限责任[16]，另

一方面其价值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

和城市发展。

从规划人的地位来看，作为从事规划理论研

究与实践工作的主体，规划的正当性决定了规划

人的正当性，规划的作用决定了规划人的地位和

作用。一些学者曾探讨过规划师的角色和责任。

张庭伟从3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规划师的角色：经济

转型期间的普通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

规划师[17]。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lanners)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强

调维护公共利益是规划师的首要目标[18]。林奇

(Kevin Lynch)认为规划师的角色包括信息员、倡

导者、设计模式制造者、利益团体代言人、公共

规划师[19]。笔者认为，从几代西方规划理论的演

进来看，西方规划人先后起到了理想引导、决策

制定、利益代言、沟通中介、关系协调的作用。

4  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互动关系

城乡规划理论的鸿沟是由于两类主体的缺

位，很多现实问题的产生也是由于缺乏对规划理

图1 城市规划理论的4个核心关注点
Fig.1 Four key aspects in urban plan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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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核心对象的认知。将城市人与规划人互动的视

角引入城乡规划理论核心框架将有助于回归问题

的本质。城市理论方面，城市空间是城市秩序的

外在表现，城市秩序是城市空间的内在机制，城

市人作为城市空间的使用者和城市秩序的决定

者，在行动中构建起这二者的关系，通过城市中

各类有秩序的活动，发挥城市空间集聚效应；规

划理论方面，规划方法是规划伦理的落实途径，

规划伦理是规划方法的价值基础，规划人作为规

划方法的使用者和规划伦理的落实者，在行动中

加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规划伦理的内化

和表达，在规划方法的运用中为城市人的需求服

务。通过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互动，可以评判规划

方法对城市空间作用的成效，也可以让规划伦理

更好地为城市人所需要的城市秩序服务(图2)。

4.1  城市人是规划人的服务对象

由于规划人本身也是城市人，因此二者具

有同质性，包括共存于同一时空，拥有共有的追

求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同质性为二者的互动提

供了基础，为规划人了解城市人的需求提供了可

能。了解不同类型的城市人的不同需求，成为规

划人工作的基础，也是城市规划推进公众参与的

目的之一。虽然规划人本身也是城市人，但不能

假定自己了解所有城市人的需求。林奇对城市形

态指标的考量完全从城市人的需求出发，发展出

一套将城市人的想象和感受与城市空间形态结合

起来的方法，他提出的从价值标准，目标，再到

行动的方法，为规划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19]。

4.2  规划人是城市人的沟通中介者

城市人与规划人的异质性决定了规划人比

城市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信息供给的角

度，规划人需要为城市人提供关于城市发展和规

划的信息，需要将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对于城市未

来发展的设想告知城市人，并协调各个利益群体

的诉求，最终达成共识。这是西方规划理论中关

于沟通规划的主要观点，在沟通规划中，规划人

更类似于一个多元天平系统的看守者和调节者，

把利益各方邀请来，在这个天平上比重量(沟通

对话)，调力臂(说服各方有一定妥协，进而制定

政策)，保证天平的稳定。

4.3  规划人是更广泛群体的利益代言人

倡导规划理论认为，在多元的、需要相对

利益之间协商的过程中，规划师不是作为中立的

技术人员，而应该为弱势群体工作[20]。从广义上

讲，城市人不仅包括当下的城市人，也包括历史

上的城市人、未来的城市人。而规划人在制定规

划时，还可能涉及到乡村人，以及非人的要素，

如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等(图3)。因此，秉承公平

的原则，规划人的角色可以比作天平以外的一个

额外砝码，在天平不再平衡的时候，主动站到弱

势的一端，维持天平的平衡。从利益代言人角

度，大多数城市人为自身代言，规划人要更加关

注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在其他利益群体中，

乡村人虽然当前不在城市建设讨论范畴，但当城

市发展涉及到它们的利益时，他们相对缺乏资源

和渠道去表达观点和意愿，规划人应为他们代

言；历史上的城市人会留下有价值的遗产，是人

类共同的财富，应由规划人代言；规划人也需要

考虑无法表达意愿的未来的城市人的需求，为子

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和机会；自然生态和动物植

物与城市人共享地球，同样需要规划师关注。

4.4  规划人是城市人聚居环境的理想引导师

批判沟通规划的学者指出，规划人不能完

全站在一个沟通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因为城市人

难免陷入对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短视状态，需

要规划人的经验和远见的引领。也就是说规划人

不仅需要工具理性来帮助提高效率，需要价值理

性来决定立场，也需要远见来引导聚居环境的发

展。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回应卡斯特尔

斯(Castells)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规划师对乌托

邦思考和美好的城市的需要，他认为理性不等于

图2 强调城市人与规划人主体地位的城乡规划理论框架
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 planning theory highlighting 

the subject role of homo urbanicus and urban planners

图3 规划人代言的利益群体
Fig.3 Interest groups that urban planners re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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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远见包含价值观、意义、目标和一些超出

我们所及却有价值为之奋斗的东西，而理性更为

局限、可达，也更畏缩[21]。法因斯坦提出公正城

市理论，认为公正城市是民主、公平、多样、增

长、可持续的，并认为城市政策应该致力于为所

有居民提供正义，不能“让理想和理念输给过程

和利润”[2]。规划人需要经验和理想基础上的乌

托邦构想，引导城市人共同向着这一目标迈进。

4.5  规划人是城市人聚居环境的空间营造家

规划人的工作抓手始终在于空间，因此为城

市人营造美好的空间是规划师的重要工作。受发

展阶段影响，西方规划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忽视物

质空间规划的重要性，而我国当前城乡规划理论

的发展仍应该将空间研究作为核心。梁鹤年认为

城市规划的核心对象是城市空间，虽然也涉及经

济、社会、政治，但空间规划始终是工作焦点，

空间因果是规划的杠杆[22]。侯丽在回顾美国规划

教育演进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规划教育应该维

护设计课的核心地位[23]。在当前规划学科发展需

要大量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应该始终明确城市规划学科的核心范畴与外延边

界，明确规划人为城市人服务的最重要抓手和直

接操作对象——城市空间，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安

排和优化，匹配城市人的空间接触需求。

5  当前我国规划人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5.1  挑战

当前我国规划人面临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国际国内背景，

二是规划理论发展惯性和惰性。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立竿见影的经济利

益是我国大多数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市场力量

影响下，地方文化趋同于全球强势文化，社会贫

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规划本身作为

调节市场力量的手段，却难以对抗城市人构成的

社会整体对短期和个人利益的关注，对长期和集

体利益的忽视。信息化让城市人与规划人联系更

加密切的同时，也让一些规划人在多元化的价值

观冲击中变得无所适从。在这种冲击下，过去遵

从等级和秩序的传统价值观消逝殆尽，新的能够

引起城市人共鸣的价值观又尚未形成，为规划人

的引导和协调工作带来了困难。快速城市化进程

中，大量的乡村人转化为新城市人的过程产生一

系列问题，这些新城市人只是进入城市中生活，

而城市并未准备好为他们提供城市人应有的待

遇，在这种背景下，规划人很可能凭着自己对新

城市人的理解为他们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很

可能与新城市人的需求存在较大偏差。

其次，我国城乡规划理论发展具有惯性和惰

性，这是与制度发展的惯性与制度变革密切相关

的。国内规划师多忙于规划实践，对规划理论的

反思常常来自国外学者的引进和推动[6]。这一方

面与中国城乡规划理论基础的薄弱相关，另一方

面也与当前社会浮躁的风气有直接联系，影响了

我国规划理论的进一步演进。

5.2  选择

笔者认为规划人可以从两个方面坚持自己

的选择，一是价值观层面，形成规划人自身的价

值观，二是方法论层面，增加与城市人互动的尝

试。

(1)价值观的选择：规划人自身的价值观

规划人自身价值观的培养是应对挑战的重

中之重。规划人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学科认同的

基础上，相信规划能够对城市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吴志强等提出城市规划教育中规划人职业自

我认同感的树立要从规划核心内容的集体认同开

始[6]。赵民等认为规划师“要有社会意识责任，

也要讲究职业操守”[25]。梁鹤年认为“规划专业

和规划工作者的操守是规划理论的起点”[24]。处

世态度方面，规划人应该对自己严谨，对别人谦

虚，对真理热诚[26]。笔者认为，规划人需要有其

特有的价值观，懂得善与秩序是社会发展的理

想，并相信公共利益的存在，相信城市人所共同

坚信的公共利益和准则，并能在各种各样的限制

中，选择最有利的路径实现规划人的理想。这种

理想不是个人价值观的放大，而是在尊重多元价

值观基础上，对共有价值观的发扬。

(2)方法论的选择：与城市人的互动

石楠提出规划师仅仅“向权力讲述真理”是

不够的，还应该承担起向公众普及规划知识的责

任[14]。公众参与若是建立在公众知悉(informed)

的基础上，才更有可能达成关于公众利益的共

识。而与城市人的互动，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建

立行业声誉，赢得公众认可的途径。在互动的过

程中，在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基础上，规划人可以

激发城市人对公众利益的认可，让城市人意识到

公众利益是“大我”的一部分，并最终通过空间

资源的配置实现公众利益。通过规划人对城市人

的更多关注，将有可能引导我国城乡规划从过去

注重自上而下政府决策向自下而上聆听百姓声音

的转变，依靠两种力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

的调和与平衡。

6  结语

我国城乡规划理论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自发

构建适应本国需要的理论体系的阶段。笔者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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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尝试将城市人与规划人的主体地位引入城乡规

划理论体系，关注二者的互动，关注规划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更新。

总体来看，我国规划人应该成为城市人的沟通中介者、利益代言人、

理想引导师和空间营造家，同时，还应承担起建构我国城乡规划理论

的历史使命。城市人的良好习惯需要规划人的引导，规划人的美丽心

灵需要城市人的回馈和鼓励。作为规划人，应该用求真的理性与求善

的价值塑造自身，为我国城乡规划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获中规院杯“第七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论文奖”暨

“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城市规划论文竞赛”三等奖。文中图表除标注

外，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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