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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程之一。城镇化模式的实质，
是在不同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下的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最优空间组织方式问

题。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福祉。工业革命后大规模城镇化

现象的出现，根本动因是这种空间组织方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

们福祉。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现在互联网条件下的绿色发展时代，

随着发展理念和发展内容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对空间组织方式的要求也相

应地发生实质性变化。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论是城市承载的内容，还是城

市自身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产物。当作为城镇化基

础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因不可持续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时，城镇化模式也要相应

地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目前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

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来临。新的发展范式必然要求

新的城镇化模式。因此，思考城镇化问题，必须从传统工业文明思维转向生

态文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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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模式问题，实质是在不同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下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最优

空间组织方式问题。从传统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意味着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传

统工业文明基于传统工业化模式，而生态文明则基于绿色发展模式。但是，现有城镇

化模式，不论是城市承载的内容，还是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工

业化模式的产物。目前很多 “基于证据”的城镇化研究，大多是基于现有城镇化模

式下观察到的 “证据”。就像无法用农业时代观察到的证据去推测工业时代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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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样，我们也无法用工业时代观察到的城镇化证据，去推测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

下的未来城镇化模式。因此，思考城镇化模式问题，必须跳出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框

架，转向生态文明的思维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以及城镇化理论，主要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并不是

那么可靠。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需要对其中的很多方面进行重新思考。下面用一些

具体问题进行说明。

（一）关于城镇化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第一个问题，关于环境不可持续的根源。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环

境问题发生在城市，所以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城市问题，只要解决好城市的环境问

题，就可以解决环境可持续问题。然而，环境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城市问题，更是发

展模式问题。如果不改变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就很难解决城市

的环境问题。现有城市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工业化逻辑。所谓传统工业

化逻辑，在内容上更多的是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在组织方式上则基于大

规模和单一的专业化生产。工业化模式的不断扩张，一定会对自然界进行超量攫取并

持续产生污染，最终超出生态环境容量。同时，由于生态系统更多的是基于多样性和

共生效应，社会系统则是一个多维的复杂性系统，工业化逻辑与生态系统、社会系统

的内在逻辑之间，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这是工业化模式扩张普遍导致严重的生态

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第二个问题，关于思考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讨论城镇化问题时，人们习惯

于从已有的城市出发进行思考。那么，思考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应该只

是从已有的城市出发，而是要回到为什么会有城市这个初始问题上来。城市的出现是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因此，城镇化模式的本质，是在

不同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下的一个关于最优空间组织方式的问题。当发展内容和约束

条件改变后，城镇化模式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第三个问题，城镇化是否一定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关。表面

上看，这个问题比较反直观。城镇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大规模的城镇化却是工业

革命以后出现的现象。在农业时代，人口大规模聚集到城市是反生产力的；在工业时

代，人口聚集到城市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城镇化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以及

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取决于所处的历史条件。目前，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进入生

态文明时代，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能否按照工业时代的思维线性

地外推未来城镇化的模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城镇化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通常人们会说是工业化。在城镇化

理论中，我们可以用工业化模型去内生工业品种类的增加，但城镇化不只是工业品

０８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种类增加以及既有厂商的区位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工农业结构变化的问题，后

者又涉及偏好的变化。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分析都是在给定消费者偏好的条件

下进行的。但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一定要有内生消费偏好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变

化，就很难出现工农业部门劳动力相对比例的变化，即城镇化。在给定偏好的条件

下，工业部门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更多的是降低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

格，却难以改变工农业之间的需求比例，以及由此决定的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

比例。因此，在理论上，城镇化问题背后涉及的是偏好的内生变化及价值理论等经

济学基本问题。

第五个问题，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是否一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存在着

争议。先不讲 “规模经济”概念和 “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概念的本质区别，即使在

基于规模经济的城镇化理论中，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也不是就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这

一点很容易从理论上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小人口规模和高交易效率的经济体，

其收入水平可能高于一个大人口规模和低交易效率的经济体。同时，在基于规模经济

的城镇化理论中，如果引入土地价格、拥堵等因素，则企业的规模效应终会为城市规

模扩大带来的成本上升所抵消。因此，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且，在有规模经

济的城镇化理论中，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城市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规模变化

完全可以出现背离。在统计上，大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往往更高，看起来似乎城市越大
越有利，但这种结论似是而非。虽然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人均收入相差悬殊，但由于大

城市的收入中包含更多的交易费用等因素，使得大中小城市的福祉差距，并不像其收

入反映的那么悬殊。如果只是对人均 ＧＤＰ和城市规模进行统计回归，因大城市人均
ＧＤＰ总是高于小城市，由此得出城市规模越大越好的结论，在理论和政策上就会形
成误导。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充满争论，可能不是简单的 “是”或

“否”的问题，而是需要对背后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二）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

上述这些争论可能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实践方面。现有城镇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当作为

城镇化基础的发展范式发生深刻转型时，与之相应的城镇化模式也必然会发生根

本性转变，包括城市承载的内容以及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人们目前进行的所谓

“基于证据”的城镇化研究，大多是基于现有城镇化模式下观察到的 “证据”。就

像无法用农业时代观察到的小集镇证据去推测工业时代的城镇化模式一样，我们

也无法用工业时代观察到的城镇化证据，去推测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下的未来城

镇化模式。

二是理论方面。现有标准经济学及城镇化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

的，很多方面可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正如爱因斯坦与海森伯格在一次对话中所指出

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９），“你是否能够观察到一个事物，取决于你运用的理论。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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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你能够观察到什么”①。一旦我们跳出传统的工业化思维，从生态文明这个新

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就会给我们的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

口，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含义就可能会出现。

二、传统工业化思维及其局限性

（一）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代表性研究思路

第一种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研究思路是，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城市的规

模越大越好；至于城市出现的很多问题 （比如 “大城市病”），则可以通过技术进步

来解决；甚至一些专家认为，城市问题本身，也需要依靠扩大城市规模来解决

（Ｆｕｊｉｔａａｎｄ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５；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１１；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３；Ｒｏｍｅｒ，２０１３；Ｌｏｂｏ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但是，对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和证据上都有很多反例。技术能不能真
正解决不可持续问题呢？标准经济学信奉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往往面临所谓技术悖

论和效率悖论 （ＨｕｅｓｅｍａｎｎａｎｄＨｕｅｓ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１）。我们现在有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先
进的技术，但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可持续困境；效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环境破

坏强度或资源消耗强度，但是效率提高的驱动力却是通过扩大消费和生产使资本获得

更大利润，而这又会带来更多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因此，效率提高本身并不一定

会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第二种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研究思路是，由于城市环境容量决定着城市规模的上

限，因此要给经济发展施加一个容量限制 （Ｍｅａｄｏｗｓｅｔａｌ，１９７２）。这个观点看起来
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当然不能超过其环境容量。但是，不同发展内容

的环境资源强度亦不同，当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时，环境容量就可以对应非常不同的

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如果发展内容进行绿色转型，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就可以很大

程度地脱钩。

（二）传统工业化思维的局限性

现在对城镇化问题的很多看法，都未能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框架。２０１５年世
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有一张图片 （世界银行，２０１５，图１１），从窗户看出去有一片小
树林，人们头脑中可能会认为周边是一片森林。实际上，这片人们头脑中的 “森林”

只不过是几栋楼房之间的一小片绿地。我们现在对所谓城镇化 “事实”的了解，很

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观察到的传统工业时代呈现的 “事实”，很多时候这可能是盲人

摸象。因此，很多基于这些所谓 “事实”得出的 “逻辑严密”的结论，可能是不可

靠甚至是错误的。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传统思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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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寓言讲的是，一群囚徒被锁在洞穴里，他们只能背对着洞口看到身后火光投到墙上

的影子。他们以为，这个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当有一天一个囚徒跑出去，发现外面

的真实世界，回来告诉里面的囚徒世界的真实景象时，里面这些囚徒断然不会相信。

就算他们相信，也无法适应那个不同的世界。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传统工业化和城镇

化时代，对世界的认知及接受的关于发展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就像囚徒待在洞穴里接

受的那些东西，使我们难以跳出传统思维框框去思考。爱因斯坦曾说，“我们无法用

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来解决这些问题”①。因此，要解决城市以及传统发展模式

面临的不可持续问题，一定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从生态文明视角进行重新思考。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镇化

（一）什么是生态文明视角

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视角的转变，类似于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狭义

的生态文明概念是指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范畴。但是，环境问题根本上是一个

发展范式转变问题。要改善生态环境，仅仅就环境论环境远远不够，必须通过发展范

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当人们的发展理念或对美好生

活的概念发生转变时，需求就会发生相应转变，而用于满足这种需求的经济发展内

容，也要发生相应转变。不同的发展内容对应着不同的资源概念，不同类型的资源又

有不同的物理属性，需要不同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政策。因此，发展范

式转变是一个系统性转变。与此同时，不同发展范式的空间含义不同，与之相应的城

市形态也会不同。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交易效率和通信技术的大幅提升，经

济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生产要素的物理集中。

如果更广义地看待生态文明，则它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业化视角的新的坐标系，

包括分析视野和价值观念。在分析视野方面，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学更多的是在

“人和商品”之间关系的狭隘视野下分析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生态文明的视野则扩

展到 “人与自然”之间更宏大的视野，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社会成本被充

分考虑。在价值观念方面，“美好生活”或福祉这一发展的初心成为发展的目标。其

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大体上，新的分析视野对应着经济学分

析中企业约束条件的变化，而美好生活则对应着消费者目标函数的变化，效用不再只

是简单地取决于商品消费的多少。因此，在新的坐标系中，关于成本、收益、福祉等

概念，以及约束条件、最优化行为等等，都会发生深刻变化。原先在传统工业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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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形成的经济学结论及其空间含义，很多都会发生改变 （张永生，２０１９）。
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标准经济学其实更多的只是予以象征性重视。很多主流经

济学家甚至不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而认为市场会催生新技术、新材

料，总之市场会解决可持续问题 （ＳｉｍｏｎａｎｄＫａｈｎ，１９８４；Ｂ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２）。所以，
主流经济学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更多的只是将标准经济学的方法引入生态环境领域，

将生态环境问题当作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边缘领域。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

有标准经济学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当然很难解决可持续发展危机。我们必须从生态环

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价值理论、分析视野等问题进行重新思

考和拓展。

（二）从生态文明视角对未来城镇化的重新思考

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意味着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概念的转变，从而经济发

展对环境、社会的含义，以及对城镇化的含义亦会发生相应变化。在传统工业化模式

下，经济发展被定义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在标准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被

定义为生产工业品的地方，农村则是为工业提供劳动力、农产品、原材料和市场的地

方 （Ｆｕｊｉｔａａｎｄ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５）。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
城市从事工业，传统生态农业则被用工业化的逻辑进行 “现代化”改造，变成所谓

的工业化农业、化学农业和单一农业。诚然，传统发展模式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巨大

飞跃，但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全球广为接受的现代化定义，是以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为标

准。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的过程，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通过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模

式，取得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而很少对发展内容本身进行重新思考。但正是由于

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基础之上的发展内容，才导致了全球的不可持

续 （张永生，２０２０ａ）。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在传统工业时代发展理念下形成，需要在生态文

明概念下对城市进行绿色转型。在讨论绿色城镇化时，很多研究思路是希望在传统工

业化模式下引入一些新的所谓绿色内容。但是，绿色城镇化不只是 “在城市里建公

园”，更多的是要 “在公园里面建城市”。城镇化不仅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还要充分

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这意味着城镇化底层逻辑的重构，即城市承载的内容及城市自身

的组织方式均要进行深刻转变 （张永生，２０２０ｂ）。
与此同时，“乡村”的概念也要重新定义。城市和乡村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

以前将 “乡村”称为 “农村”，“农村”是一个传统工业化视角的概念，“农”对应

“工”，意味着农村是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地方。这种传统定义，

不仅大大限制了乡村的发展潜力，也是造成乡村环境、社会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党的

十九大提出 “乡村振兴”，而不是 “农村振兴”，发展含义就有了实质性改变。这意

味着，“乡村”是一个新兴的地理空间概念，而不再是狭窄的 “三农”概念。乡村除

了农业功能，还可以有很多非农功能，包括教育、休闲、旅游等。这样，乡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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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就被大大拓展了。

（三）未来中国城镇化模式

思考未来中国城镇化模式，必须从为什么会有城市这个逻辑起点开始。为此，我

们首先要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城镇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根据斯密 （Ｓｍｉｔｈ，
１７７６），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大小。这里有一
个两难折中，即更高的专业化分工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但专业化分工又必须依赖交

易，交易就会产生交易费用。因此，如何提高交易效率，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

键，而生产要素和市场在城镇的集中，就可以大幅提高交易效率。这是城镇化促进经

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Ｙａｎｇ，１９９０；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３）。
因此，决定城镇化模式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交易效率的变化；二是公共设施和

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三是发展内容的变化，即生产、消费和交易的内

容。这三个因素之间相互依赖。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和快速交通体系的来临，传统时

空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很多经济活动不再像传统工业时代那样，高度依赖生产要

素和市场的大规模物理集中，也不一定非要在城市或固定地点完成。尤其是，当经济

增长从过去以有形的物质资源投入和产出为主，转向越来越多地依赖知识、生态环

境、文化等无形资源投入的高质量新兴服务业时，这种绿色转型对空间聚集的要求就

会发生改变，而城镇化的内容和组织方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

城镇化模式，将发生深刻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上述三个变化导致很多经济活动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

赖生产要素和市场的物理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 “城市的衰落”，也不意味着大量经

济活动会离开城市，而是意味着传统的 “城市”和 “乡村”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且在新的发展内容和组织方式下激发新的增长来源。因此，简单地讨论城市的规模问

题，就不再有特别的实质性意义 （张永生，２０２０ｂ）。
总之，随着工业时代向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决定城镇化模式的关键

因素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承载的内容及其组织方式，均会发生深

刻变化，包括对 “城市”和 “乡村”的定义都会改变。虽然生态文明时代城镇化的

具体模式现在还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城镇化模式一定不是工业时代

城镇化模式的线性延伸。相应地，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范式，也要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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