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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城市生活更美好 

TO Make Better Life in the City   

盧漢龍 

 

作者簡歷：盧漢龍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曾任上

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94-2009）。現為中國社會學

會副會長，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常務理事。 

 

2010 年的中國上海世博會是世博會歷史上第一次專以城市為主題的博覽

會。這個主題的英文表述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 。如果按英文直譯成

中文，則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由此引出上海世博會另有一個需要表

達的主題是“生活”。顯然，“Better City，Better Life ”是一組對稱關聯

的排比句子，一種中性的表達，期許一個更完美的城市，帶來更美好的生活。然

而，現在上海世博會的中文主題表述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就和它的

英語語意稍有出入。因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一句具有明顯判斷意義

的話語，它給人傳遞一種城市必然會使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意思，其語意背景讓

人有所謂“城市偏好”的感覺，這其實是和 20 世紀以來城市化發展的事實並不

完全相符。事實上“城市”和“美好的生活”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我在 2002 年

初為上海市政府準備迎接國際展覽局官員來上海考察時做專家後援曾提出過這

個問題，希望在闡述主題時十分注意避免這種“城市偏好”的心態，特別是在上

海這樣一個處於經濟起飛時期的大城市舉辦博覽會，更需要實事求是地看到城市

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 20 世紀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把城市為主題的世博會

辦成一個全面看待城市生活，展示人類新的城市發展理念和城市概念的世紀盛

會。我相信大部分投票贊成中國舉辦本屆世博會的國家都是通過英文含意來理解

中國申辦 2010 年世博會的主題，而不會把這個主題理解為“城市，（會）讓生

活更美好”。中國上海 2010 年博覽會需要更多的提醒人們注意城市與人類文明

進步的關係，顯示人類如何來建設一個美好的城市，提高城市生活品質的文明成

果。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產物。過去的 20 世紀是全球工業化、消費化和城市化的

世紀。在 20 世紀初的 1900 年時，世界上只有英國是一個城市人口超過鄉村人口

有 1.5 億，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不足的國家。當時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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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但是到了 20 世紀結束之時，世界上的城市人口已達到 30 億，絕對數增加

了 20 多倍。全世界擁有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達到 143 個，並有 23 個具有 800

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型城市，其中亞洲就占了 13 個2。目前世界城市人口已經超過

全球總人口的一半，達到 35 億，農村人口為 34 億。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村人

口還在繼續減少。 

然而，在整個 20 世紀中，城市發展大體上有三個值得注意的發展趨勢： 

第一，在發達國家的許多城市裏出現人口下降的趨勢。尤其是 80 年代以來，

在這些國家中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長率比以前有很大的減緩。大城市、尤其是特大

城市的生活品質並不高，並非宜居之地。目前全球 52%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人口不

足 50 萬的小城市裏，將來的趨勢也是大部分城市人口將居住在小城市。 

第二，新近的資料表明，世界其實不像預料中的那樣是受一些特大城市主宰

的。也就是說特大城市對世界或地區的主導作用比想像中的要低。只有不足 5%

的人口是住在特大型城市中的。以前曾經預測過像加爾哥德、墨西哥那樣的城市

可能聚集到 3000-4000 萬居民的情況其實並沒有出現。更多的是出現相互關聯的

城市帶和區域“國家”或稱為區域共同體。 

第三，城市變遷和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一些

大型的和快速成長的城市在管理和服務方面都有進步，而各種狀況最差的情形卻

出現在一些衰敗的老城市和小城鎮。所以，城市大小規模和城市生活好壞並無必

然聯繫。人們倒是發現各國城市都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像失業率的增加、城

市基礎設施普遍跟不上城市的發展，交通與環境問題突出，以及日益增長的社會

衝突等等。 

人類面臨的城市發展問題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城市帶來經濟高速度發展和社

會生活多樣化的樂趣，又要避免城市弊病給人們帶來的生活品質低下的矛盾。進

入 21 世紀以後，世界的城市化過程繼續加快，而且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這

種城市化不但是工業化的過程，更多地會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城市化和全球

化的相互作用正在增強。全球化通過增加商品、服務、資本、技術和思想觀念的

流動使不同的國家、城市、和人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它帶來國家、區域、

                                                
1 上海世博局主题演绎部编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主题解读》，第41页，东方出版中

心，2009年。Joe Hicks & Grahame Allen：Century of Change: Trends in UK statistics since 1900。
Socialand general Statistics section house of common liberay. 鲍宗豪著：《国际大都市文化导论》，

第3页。学林出版社，2010年3月。 
2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Hania Zlotnik）2009 年 3 月 25 日在纽约总部发布的《世界城

市化展望 2009 年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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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區之間更多的相互依賴和制約，融合與矛盾同在。同時，在全球化經濟深

入發展和高科技知識時代的來臨，在 21 世紀裏，城市將變得更加自由。現代經

濟與交往在高技術條件下變得更加簡單與便捷。人們通過互聯網工作變得不受地

域距離的限制，網路代替了許多面對面的交往。這勢必影響城市的生活方式。比

如人們可以在家裏辦公，可以通過電腦在網上購物，用信用卡旅行消費等等。發

達國家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模式已經打破了城鄉對照的城市概念。在發展中國家，

雖然工業化進程繼續在湧動人口集中的城市化運動，但是也不會是 19-20 世紀那

種城市化的翻版。就在城鄉的差別日益變小的同時，城市也會越來越不是相對於

農村而言的存在，而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代表一定區域本土特點和利益的獨立存

在。城市的概念正在被重寫。它正在成為全球化和地方社區之間的共同載體和聯

繫紐帶。由於文化是社會生活方式的總和。因此，在以城市和生活為主題的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應當成為展示世界不同都市生活方式和都市文化的交匯平

臺。它需要越過工業化時代城鄉對照的城市議題，而進入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地區

社會人文特點相對照的議題。 

因此，作為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世博會在中國舉行，選擇以城市與生

活為主題的正當其時，選擇上海也是合適之地。對於中國來講，一方面它正經歷

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革，另一方面它也正獲益於全球經濟而迅速起飛，在

經濟增長中顯示出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融與衝突。聯合國最近的報告指出，

中國在過去 30 年中城市化速度超過了其他國家。中國正經歷著城市化的重要轉

型。1980 年，中國只有 51 個城市人口超過 50 萬，30 年間，共有 185 個中國城

市跨過 50 萬人口門檻。報告預測，到 2025 年，中國又將有 107 個城市加入這一

行列3。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也曾預測，那時候（2025

年）中國城市人口將接近 10 億4。另外，由於交通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商業消

費的發達、以及大眾媒體的覆蓋等因素使農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

對於城市發展的未來而言，傳統對應於農村和工業化的城市概念也在中國重新改

寫。 

就在中國正式提出申辦 2010 年世博會前不久的 2001 年，中國進入世界貿易

組織，昭示著中國經濟已將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 1/5 的

人口大國，這也意味著全球經濟體系的勞動力市場擴大了將近 1/4，國際市場的
                                                
3 同上。 
4 Jonathan Woetzel, etc：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rc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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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增加了近 1/5。中國的城市化已經不是單純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而是

在全球經濟交融與合作中，考量中國文化的魅力，重塑中華文明的新篇章。 

建立一個和全球經濟相適應的新興工業化相匹配的現代城市制度是中國面

對的重要改革任務。從 50 年代起，在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和工農階級差別的意識

形態影響下，中國建立起一整套城鄉隔離的管理和發展制度。從人大代表的選舉

配額、城鄉政府的構架、土地屬性、戶口管理、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公共福利

等，城鄉均有不同的制度設置。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限制了流動，固化了身份，

並以“市”管“鄉”為基礎，造成了城市對農村的權力優勢，和制度性剝奪。所

以在計畫體制下，中國雖然平均主義盛行，但是城鄉不平等是維繫這種表面平均

的最大不平等。這種城鄉隔離的制度自 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得到放鬆。在

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城鄉的生產要素得以自由流動，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

進城謀生，但是中國城鄉分治的建制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進城務工的農民依然被

貼上“農民”身份的標誌，甚至政府檔也稱他們是“農民工”（peasant 

worker）。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權利依然受到原體制的束縛。 

統計表明，中國工業化程度大於城市化水準。從事非農職業的人員超過就業

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是我們被統計為城市的人口卻只有 47%（2010 年）。全國

有近 200 個沒有被國家確認為正式城市的“城市中心”，這些非法定城市的人口

聚居中心的人口都超過 10 萬，有的甚至達到 80 萬。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

統計監測調查 2009 年 3 月發佈的資料，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 22542 萬人。

其中越出本鄉鎮以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 14041 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

62.3%。就此計算中國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實際上已超過 56%5。這也意味著中國至

少有 10%的人口雖然常年居住在城市但是並沒有完全被城市所接納。據最新的官

方統計，現在中國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 58%，其中在加工

製造業中占 68%，在建築、採掘業中接近 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

飲業中，農民工占到 52%以上6。這些進城工作的“農民工”，創造了“中國製造”

和“城市建設”的大部分業績，但是其身份特殊，生活品質堪憂。如何使他們的

生活更美好，深化改革中國的城鄉制度十分迫切。 

上海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它歷來具有移民傳統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 年 03 月 25 日。
http://www.gov.cn/gzdt/2009-03/25/content_1268173.htm 
6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 

http://www.gov.cn/gzdt/2009-03/25/content_1268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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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向型文化的特點，是中國最能體現全球化與地方社區紐帶作用的城市。在上

海本地的戶籍人口有 1300 萬，同時又有 600 萬左右常住上海的外來人口，絕大

部分是來上海務工的“農民”。上海借假舉辦世博會的助力，城市建設和都市面

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外來人口的貢獻不容忽視。近年來雖然上海市政府

在公共服務方面已經將外來人口的市民權利納入公共政策的視野，但是由於基本

的城鄉隔離體制沒有轉變，依然有許多瓶頸問題有待解決。要讓城市生活更美

好，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會關係平等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中國城市發展的未來，除了協調好城鄉關係解決移民問題以外，在提高城市

生活品質和宜居性方面的挑戰也十分嚴峻。由於城市具有積聚資源，集約發展的

優勢，所以中國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出現了過度城市化的“造城運動”。專家分

析，中國城市的發展具有不可持續的風險：許多城市在土地、交通、能源、環境

方面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一些大城市占地面積的增加比非農人口數目的增加高

數倍（比如上海是 4.05 倍、北京 3.69 倍）。私人汽車保有量飛速增長（20 年

裏增加 100 多倍），城市道路建設和私人汽車增加率呈惡性攀升趨勢。建築用能

和城市運行的消耗上升驚人。同時城市空氣品質和水質嚴重惡化（三分之一城市

空氣品質未能達標，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不足）7。中國正在成為耗能大國和環

境問題凸顯之地，而其中“城市化”是一個重要的“推手”。在過渡“城市化”

中地方政府的“政績”衝動和“利益”驅動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為按照中國的

法律，城市土地是國家所有，而農村土地是村民集體所有，實際上這就意味著地

方政府對城市的土地可以有更大的支配權和土地出讓的收益。因此，各地政府在

市場化大潮的推動下，盡力擴大城市面積，“築巢引鳳、招商引資”。在全國大

大小小的城市，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在大興土木，建造樓堂館所，辟建中心廣場，

圈設技術開發區、中央商務區、大學校區和高檔居住區。政府“經營城市”的過

程，既造成對農村和農民利益的侵害，又形成雷同的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的惡性

競爭。 

過度城市化發展在浪費資源和惡化環境的同時，對舊城的保護與更新也沒能

受到足夠的重視。許多歷史建築和城市風貌在“造城”中遭到破壞，切斷了城市

的文脈，難以留存城市的記憶。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上海的南京東路“步行街”。

這條上世紀 60 年代以前蜚聲遠東的中華“第一街”，原來被稱為是上海的百老

                                                
7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可持续城市项目中国区总裁，钱京京：“城市宜居性与可持续发展”On Livable 

C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刊《世界环境》World Environment， 2007 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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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大馬路”（Broadway），是 30-40 年代上海“十裏洋場”霓虹燈世界的精華

所在。60 年代初期，這條路上通往外灘的有軌電車車軌一夜之間被拆除（其實

這是最經典的“軌道交通”，可以人車分流，而且無直接排放，十分“環保”），

但總算還保留着它“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商業街繁華。90 年代在上海城市

“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城市建設熱潮中南京東路被改造成“步行街”：

整條馬路上的人行道被拆除，沿街樹木被移去，鋪上了價格昂貴的花崗岩大理

石。原四大百貨公司雖有保留，但一些特色鋪面和字號被拆除蓋起了沒有特色的

大樓。更大的敗筆是在步行街的中段（永安公司東頭），各色商號建築被拆除夷

平後變成一個公共廣場。這樣好端端的一條“大馬路”變成了不倫不類的“廣

場”（Plaza）。一條顯示上世紀 30-40 年代有國際水準，亞洲特色商業模式的

繁華大街完全失去了它當年的風采，逐漸被淡出城市的記憶。現在許多中國的城

市缺乏精细化的城市规划，變得千城一貌，缺乏個性。在全國旅遊城鎮能賣到的

紀念品也都幾乎一樣，沒有地方特色。這些都使我們有理由擔心，地方文化一旦

消失，創新能力也就會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淹沒，城市失去其聯繫全球化與社區文

化樞紐的價值，就只能淪為其他文明的附庸和它人系統中的一個終端。城市失去

精神和文化內涵，城市生活將變得平淡無奇，生活在其中的只是芸芸眾生。  

所以，移民、市場化、全球化將成為中國城市未來的三個重要議題。過去的

三十年，中國依靠市場化和全球經濟的機遇推進了城市化的發展，現在必須正視

市場經濟在中國城鄉制度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利於城市生活健康發展的問題。全球

化對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也許是全新的要求，低碳與和諧將成

為引領城市發展的新的航標。經濟物質財富和社會人文精神將同時作為衡量城市

發展實力的要素。我們十分期待中國上海世博會通過“博覽”和“賽奇”給國人

一個全新的城市發展理念和方法，不光是在物資技術方面，更是在人文關懷方

面，讓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