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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像一个人,从胚胎到成形,从出生到长大,从壮年到老年,又从

老年到衰老,乃至死亡;城市像一个人,有中枢有大脑,有骨架有皮肉,有
血管有经络,有躯干有四肢,乃至心肺。

城市是一个可长可短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机体。我们可以

知道她的诞生,但是我们却很难预测她的衰退与死亡。
人类总是在吸取他人的成长经验,以资自己的成长,虽然我们还是

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至少我们会通过这种学习来不断地丰富和成就

我们的人生。同样,我们不断地回望其他城市发展的过程,从中吸取经

验与教训,这将有助于我们制定城市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使我们的城市

变得更加合理,更加美丽,更加舒适。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

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快进入了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同时,城市建

设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尤其是1965年第一次奥林匹克时期的东京

城市建设和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时期,是日本城市建设的重要契

机。当然,我们回望日本城市的过程,并不局限于此,也不限于城市建

设,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全过程、全方位的考察与思考。
如上所述,关于城市的发展过程,笔者从以下几个视角去思考。
第一,城市建设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管理的过程,各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管理方式,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建设发展是同步于初

级阶段的管理的,而成熟时期的城市建设发展则是同步于成熟时期的管

理,也就是说城市的建设发展与管理是一个同步的过程。管理是人们对

一个时期状况的驾驭,即使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学习能有一些提高,或是

对某些经验进行修缮,人们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状况而变得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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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强调的是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发展的过程。
第二,笔者认为人类的一切管理行为都与法律法规有关,那么城市

的建设与管理也当然和法律法规有关。在人类活动的早期主要以不成

文法为依据,而在文字产生以后,成文法成为主要的法律依据,例如最早

的公元前1790年左右的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关于财产占有、
继承、转让、租赁、借贷、雇佣等多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婚姻关系方面的条

文,这些是有助于管理当时的城市社会问题的。而日本的城市建设与管

理是以和城市建设与管理相关的《都市计划法》《土地收用法》等法律法

规为依据的,因此,本书的各章也都尽可能地将城市建设的发展与管理

过程用法律法规的视角来论述。
第三,本书的出发点是经世致用,即对于这一过程的研究是为了让

我国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做得更好。我国正处在加快城市化建设发展与

管理的过程之中,城市建设与管理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日本的城市问

题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就产生了的,我们回望走在前列的日本城市建设与

管理过程,从中找出与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相关联的经验及教训来作为

我们的范本,从中得到启示,推进我们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因此,本书更

多地着墨于日本城市建设发展管理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以期能

以此开启中国城市建设发展与管理的新思维。
第四,城市的发展从来不是以简单的硬件建设为中心的,所有城市

的建设与管理都是为了在城市中居住、生活、工作乃至过路的人群服务

的。一座城市的好坏,有没有魅力,不仅仅看她的建筑、环境与道路交通

的舒适程度,还要看她的文化、福利与安全的幸福指数。城市的文化如

何建设,传统文化如何保存与弘扬,社会福利如何保障,城市社会的安全

如何确保,如何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减轻灾害的损失,这些都是城市

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本书同样用较多的篇幅来

论述。
根据这样一个思路,本书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第一编为“住行:城

市的命脉”,主要论述日本的住宅与交通等问题;第二编为“环境:城市的

霓裳”,主要论述城市的环境规划建设与创意改造等问题;第三编为“灾
害:城市的陷阱”,主要论述日本城市防灾减灾等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

含了上海市河道水系治理问题的文章;第四编为“社会:城市的灵肉”,主
要论述日本城市的福利、民间组织及地方政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以上简要地将本书的观点与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概括,本书成书跨度

有十年之久,书中有些内容是去年新近完成的,而有些则是几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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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总体来说,不少城市问题即书中所涉及的内容笔者自认为并没有

过时。大学时代的老师教导我们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

空”。这是一位学者的治学准则,笔者始终坚守着这样一个准则。本书

数据资料除书刊报章以外,现实资料基本来源于官网并标明了网址,以
便于读者查阅。希望本书的内容能为城市的建设者、管理者及城市问题

爱好者提供一个参考,哪怕是引起一些微小的共鸣,也是笔者最大的荣

幸了。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舛错之处自当不少,诚乞学者贤达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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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日本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轨迹
———以战后东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社会互动为中心

引言

2005年,日本小学馆出品了一部叫作《永远———三町目的落日》的电

影,以1958年东京社会底层三町目里发生的故事为背景,导演对时代的

考证、大场面的拍摄和特技的运用,成功地还原了那个经济开始高速增

长时代的日本社会。该电影使人们重温了今天被遗忘了的温暖的心灵,
给人以梦想、希望,成为日本风靡一时的电影杰作。这部电影中的一个

主要人物就是从偏远的青森县农村来到东京打工的女孩———六子。六

子与同代人一样,坐着集团就职列车从贫穷的农村来到东京一家汽车修

理厂工作。这家修理厂是一家街头小公司,只有一名社长和她这一个员

工。就这样,无数个小公司、无数个六子,推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另外,在2002年富士电视台连续播放了20多年的《来自北国》的系

列电视片的终章《2002遗言》,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此连续剧的高度关

注。这是一部以北海道富良野农村社会为背景的现当代长篇故事,反映

了高度城市化时代的日本北方农村的社会状况。其中一个重要情节是

城市中的青年人回到北海道的农村,十分赞赏主人公五郎用捡来的东西

造房子的行为,并主张用捡来的东西为自己建造婚房,建更多的东西,甚
至要建一个捡来的街道,还要用粪便来做沼气,改善生活,改善环境。当

然这些情节并不是为了描述日本的城市化和城市化下的农村情况,但着

实为我们了解日本社会的城市化和高度城市化下的农村社会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当今日本社会重整旗鼓、复兴经济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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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行研究分析

日本城市化问题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在日

本和中国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日本城市化的历史轨迹或曰城

乡一体化的历史轨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日本的研究及工作经验来看,新近出版的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

故乡》一书从一个城市规划设计师的角度来谈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城镇

街区再造,即社会重构过程中的故事,为我们理解日本城市的传统与现

代互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而1984年出版的谷藤正三的《营造城市之

心》一书的第三、第四章对日本城市的现代与未来、战后四十年的城市发

展做了简要的论述与描述,准确地推断了21世纪的城市网络,并认为要

给城市以活力,就一定要应对区域社会中人们的要求;而今后的城市公

园、休闲设施、住宅、运输系统以及其他物理性的城市设施当然是必要

的,但社会服务、医疗服务、教育及艺术文化设施等更要规划好。这些都

强调了城市社会性,从现在的状态来看,这一提案是得到了印证的。② 古

厩忠夫的《里日本———再论近代日本》虽然是论述近代日本历史的著作,
但是作者从人、物和资金的流动情况描述了日本海沿海部分农村地带的

城市化发展历史,并介绍了城市化如何反过来促进了日本的发展。这本

书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日本社会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是一部有很大的启

示意义的著作。③

中国方面近几年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对各国的城市化都进行了广

泛的研究,其中不少是以日本的城市化为研究对象的。如沈悦的《日本

的城市化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从日本城市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总结出四

个城市化的特点:①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超高度集中发展的城市化模

式;②高度集聚的城市化后出现了郊区化与再城市化现象;③先片面发

展经济而后再综合治理;④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道路。作者还提出了我

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城市定位、城市化中的马太效应、交通方

式的选择、土地的合理利用等四个方面的问题。④ 这是一个研究日本城

市化问题的十分重要的成果,但正如论文题目所示,文中很少涉及整个

过程中日本农村的变化情况,没有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问题。韦伟、
赵光瑞的《日本城市化进程及支持系统研究》认为,日本城市化的发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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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产业结构的演变及政府的制度选择为支撑的。其中农业是城市

化的基础,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而政府的合理政策

选择则是城市化重要的外部条件。作者认为日本的政策系统主要由三

个方面组成:①国土规划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②公共投资政策;

③城市计划制度与土地政策。这篇文章为我们思考日本城市化中社会

联动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① 另外,宋杰、赵韩强等的《战后日本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则以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为中心,对日本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村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并总结出以下经验:①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从而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地被释放出来,即农业内部的推力作

用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②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不断吸收从农业中转移

出来的劳动力;③通过兼业形式使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④政府

通过制定政策,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等。作者还

认为有六个方面值得我国借鉴:①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业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制定中长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规划;②推动农业劳动力兼业,使其逐渐转向非农产业;③加快小城镇建

设,以小城镇的发展带动农村城市化;④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使其成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⑤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
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被“截流”一部分;⑥组织劳务输出,向国外转移

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②

综上所述,对于日本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

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不少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述了这一问题,为我

们进一步展开讨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2.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地域或国家中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不断增

长的过程。社会的城市化是生活及人际关系的城市化,与人口的城市化

及地域的城市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地域的城市化有时可以指在一个区

域内的城市数量增加,而狭义的可以理解为农村的土地利用转化为城市

的土地利用,街道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城市影响圈扩

大、强化,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进入更高的层次。城市化的兴起一般认

为是近代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但也有一些情况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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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大量涌出,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吸引能力而引起的城市化。① 而后

一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人称之为“疑似都市化”,
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贫民窟现象等社会问题是其主要特征。为此有人认

为城市化“不只是承担城市规划的法律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的问题,应
该说对于社会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都市社会学家

以及医学、卫生学家们来说是同样重要的”②。因此,城市化或城乡互动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市町村合并是日本城市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种行政方式,也是一

种地方行政改革的方式,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城市化。市町村合并,就
是指几个市町村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市町村。如B市与C町、D村合并

形成一个新的A市,这可以称为新市式合并;又如C町与D村并入B市

成为一个大的B市,这种方式称为编入式合并。通过这种合并扩大了行

政区域,增加了城市人口,可以合力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改变

社会的保障体系,强化城市的财政基础,减少行政人员及财政支出,提高

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

3.本章的视角

正如本章开篇提及的电影、电视剧所描述的那样,城市化的过程是

一个农村与城市交融和拉锯的过程,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城市返回农村,
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推进了农村的发展,这应该是城市化

过程中的一个主流模式。本章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日本东京市

町村合并为主线,对日本社会的变迁和日本城市化过程中城乡联动的历

史轨迹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笔者从日本市町村

合并的历史回顾、集团就职列车经济复苏时期、高度增长时期的城市化

及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市町村合并与城乡相结合的生活等几个方面来展

开,从城市社会的变化来观察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乡联动,总结日

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互动的经验,并从中探寻值得我国借鉴和引以为

戒的经验与教训。

一、日本社会及东京区域合并的历史回顾

实际上在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中市町村的合并是最先起步的一种方

式,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明治17年(1884),山县有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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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省设立了“町村法调查委员会”,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于明治20年

成立了“地方制度编纂委员会”,研究地方的制度①,在此基础上,明治21
年(1888)日本政府发布“市制·町村制”,日本开始全面推进町村的合

并,在历史上称为“明治大合并”。这一次大合并并掉了将近五分之四的

町村,町村总数由71314座下降到15859座。其主要目的是使财税、土
木建设、社会救济、户籍和小学等运营与管理规范化、规模化。

如前所述,在明治以前由于西洋文化的入侵、日本生产力的提高、商
品经济的发达,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制开始崩溃,就有不少地方开始

自然地町村合并,走向城市与农村的交流。其主要表现为农村地区初等

教育开始普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缩短城市与农村的距离。
第二次大合并是以在昭和24年(1949)发布的“夏布劝告”②为动因

的,“劝告”认为要健全日本的财政,就需要进行地方财政制度改革、地方

行政制度和地方行政事务的再分配,并提出了三个原则:明确行政责任

原则、能率原则和市町村优先原则。为此日本政府成立了“地方行政调

查委员会议”,对地方行政进行了调查。昭和28年(1953),日本自治厅

(现自治省)制定并执行了《町村合并促进法》,昭和31年(1956)又颁布

了《新町村建设促进法》,这些都为市町村的合并奠定了理论和法律的基

础。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新体制下中学的合理设置与管理、市町村消

防事务、社会福利、保健卫生等的建立及人口规模的扩大,为此以8000
人的规模进行町村的合并。实际上在这两次合并以前还有三次合并,一
次是大正11年(1922),一次是昭和20年,还有一次是昭和22年,经过这

几次的合并,市町村的数字从1888年的15859座下降到1953年的9868
座,而到1956年又减少到了4668座。而另一方面,市的建制则从明治

22年(1889)的39座发展到昭和31年(1956)的495座。昭和年代町村

的大合并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大

变动奠定了基础,对农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及区域地方自治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东京从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以江户城为主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明

治时代维新政府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都市建设,明治4年(1871)左右将东

京周边品川、小菅、浦和、神奈川等县中340村归并到东京府管理,基本

是现在东京23个区的范围。明治5年(1872)实施户籍法,废除品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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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菅县等,将近郊农村部分成5个大区,加上原来中心部的6个大区,形
成了11个大区。明治11年(1878)颁布了《郡区町村编成法》等法律,恢
复町村建制,对区的建制进行了重新划分,中心部6个区编成15个区。
明治22年(1889)的调查表明,东京15区内人口达到137.6万,东京开始

实行市制,定名为“东京特别市”。市长由东京府知事兼任,东京市长助

理由东京府书记官兼任,各区区长都由知事任命,东京特别市及各区成

为东京府的派出机构。同年成立了东京市议会,同时废除了村议会。在

市议会的选举中工商业者占了4成,其余是无职业者及律师,而无职业

者基本上都是民权运动的斗士,这样“都市型议会”产生了。到了明治31
年(1898)10月1日,东京、大阪、京都等废除特别市成立正式的自治东京

市,第一任市长由都市民权活动家松田秀雄担任。
在明治时代,东京府也有多次合并,如明治22年(1889)埼玉县北足

立等三个郡的一部分并入东京府,东京府也有一部分地区并入埼玉县;
明治24年(1891)埼玉县新座郡的一个村并入东京府;明治26年神奈川

县西、南、北多摩郡并入东京府,这三个郡有160个町村,这一次的合并

使东京府的面积扩大了三倍;明治40年埼玉县北足立郡保谷村并入东

京府北多摩郡,千驮谷实行町制。明治时代的合并使得东京的面积增加

了很多,同时周边的农村也逐渐地融入了城市。
明治时代东京的市町村合并基本上是在强权政治下进行的,尤其是

上述三多摩地区的合并在初期遭到神奈川县及在野党的极力反对,东京

府的合并理由是该地区为东京的水源地,这一理由遭到了质疑,但在东

京霍乱流行和大量的政治工作以后,最终合并得以实现①,也可以说是在

中央集权体制下实行的。明治44年(1911),日本政府提出了市制·町

村制的改正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市町村作为公法人加入参事会成为市

长的理事机构,撤销市议员的60人的法定界线,按照选举区的人口比例

来决定人数。同时承认区的法人资格②,完善了地方自治的行政制度。
如上所述,昭和大合并是《町村合并促进法》以后开始的,东京都于

昭和28年(1953)颁布了《东京都町村合并促进要纲》,同时开始启动合

并事务。要纲认为:“不拘泥于町村合并促进法的人口标准,要以地势、
社会、经济情况为第一条件,谋求规模的适当化。”东京都的合并最大目

标还是为了改善财政情况,解决战后的经济困境。当时出版的《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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