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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想还是空想 ：战后广西《实验市建设计划
草案》评析
Ideal or Fantasy: 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City Construction
Plan Drafts in Guangxi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李季

LI Ji

李百浩

LI Baihao

摘要：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为落实《都市计划法》，展开了近代时期较为全面的城市规划制定工作。或
因时代变化或因规划本身等原因，多数规划文件被束之高阁，至今尚未被学术界提及的战后广西实验市规划即为
其中之一。论文从城市规划史角度，以邱致中编制的战后广西桂邕柳梧《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为研究对象，在
考察其背景及缘起的基础上，分析了《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的规划内容、特征及思想，为今日深化补充战后重
建的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正确理解城市规划的理想与空想，提供历史性信息与思考。
关键词：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战后重建、广西实验市、邱致中、城市社会学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1945,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ade a mor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work of citi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Urban Planning Act in early-modern China. Most of Them were put
on hold and could not be implemented due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or the planning itself. The Experimental Cities
Planning of Guangxi was one of those documents which have not been mentioned in academia so far. The paper
takes Experimental City Construction Plan Drafts of Guilin, Nanning, Liuzhou and Wu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planning hist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and background of the drafts,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its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oughts. It could provid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reflection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early-modern planning history, especially to that of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ideal and fantasy in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City planning history of early-modern China,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Experimental Cities of Guangxi, QIU Zhizhong, Urban sociology

作者：
李季，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
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讲师；
李百浩（通讯作者），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515084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S067）。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面临紧迫的战

须在市建制条件下，由营建司指导，通过各市“都

后城市恢复与重建。至 1946 年底，全国已有 80

市计划委员会”制定完成。虽然，当时的广西仅

余座城市完成或基本完成城市规划制定，城市类

有桂林属于建制市，亦未设置“都市计划委员会”
，

型分“院辖市、
省辖市、
县城”3 种，
规划文件有“都

但最后提交至“院、
部”审批的文件却采用的是“桂

市计划大纲、都市计划总图、市区计划、新都市

林市新建设计划图说、南宁（柳州、梧州）市建

计划、区域规划、道路系统、市政工程计划”等

设计划草案”之名称 [2]。追其缘由，4 个文件都

名称，规划审批有“行政院核定、内政部核定行

是在 1945 年广西省政府邀请社会学者邱致中制

政院备案、省政府核定内政部备案”3 类。

定的
《大桂林
“三民主义”
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大

送审的有 6 个规划文件，即

南宁“市地市有”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大柳州

桂邕柳梧 4 市的“市建设计划”和河池平沼两县

“计划经济”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大梧州“地

其中，广西省

[1]

的“县城营建计划”
。一般情况下，
“都市计划”

方自治”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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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确定的。从规划思路、内容和名称
上看，邱致中的 4 个《草案》与当时的主

省政府顾问（聘期至 1947 年 12 月底）
。

战后建设根据。
然而对于当时的广西来说，邕柳梧三

经过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省建设厅和当地

市仍未设市，虽然 1927 年梧州已建立市

建设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邱致中仅用 3

政府，1928 年南宁、柳州亦成立市政筹备

个月时间主持完成了 4 个《实验市建设

即有专家行文质疑，
认为邱氏的《草案》
“不

处，建立了市政管理与规划建设的一定物

计划草案》
，并以省政府名义印刷、审定、

合实际，徒唱高调”
“理想过度，不能实现，

质基础，但最后三地终因人口数量不满足

公布。最后，又以邱氏的《草案》为基础

1930 年《市组织法》所规定的建制市标准，

形成了政府提交内政部营建司审核备案的

流规划不尽相同。
事实上，4 个《草案》公布的当年，

[3]

有如纸上谈兵” 。邱氏亦及时一一答复 ：

[8]

市政规划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既然桂省

均被“撤市回县” 。由于广西地处偏僻、

府、内政部、行政院直到国府准予备案，

人口稀少及经济落后，城市建制及其建设

桂邕柳梧建设计划文件。

进展缓慢，至 1940 年仅有桂林一市。因

二、
《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内容及

质疑的焦点是邱氏的《草案》究竟是“理

而邕柳梧的设市，遂成为广西省政府的执

特征

想规划”还是“空想规划”
。

政重点。

似乎就不应“不能实现”吧？

[4]

由此可见，

众所周知，1945—1949 年短短的四年

1943 年，李宗仁因升任 [9] 赴重庆公干，

1.《草案》概况

间，诞生了许多针对战后城市重建和复兴

结识了城市社会学专家、川康建设协会理

的城市规划，尽管大多成了“纸上的规划”
，

事、重庆大学教授邱致中（图 1）
，了解到

但在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上仍具有重要

邱氏在 1940 年 12 月编拟的《自贡计划经

余 3 个均为印刷体，并标有“邱致中设计、

的研究价值。目前，诸如“大上海都市计

济实验区建设意见书》中，较早地提出以

广西省政府印”字样（图 2）
，
“设计”一

划”
“武汉区域规划”重庆“陪都十年建设

万县、重庆、自贡、成都 4 个城市区作为

词相当于现在的“编制、
制定、
主持”之意。

计划”等虽已有学者关注 ，但与战后较

四川省行政“实验区”的概念，并选择自

显然，
《草案》制定者为邱氏本人，并体

为普及的规划实践事实相比，仍感有必要

贡作为计划经济的工业城市“实验区”进

现出省府行政意图。

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进一步理解战后重建

行规划。这无疑使李宗仁意识到，通过邱

与复兴建设的规划思想及影响。

氏的学术研究，开展广西省辖 4 个核心“城

只有柳州《草案》配有 1 张“大柳州计划

市”的规划，似乎是快速建立市制，并以

经济实验市分区简图”
（图 3）
，这也是 4

城市为中心进行社会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

个《草案》中仅有的一张“图纸”
，可见表

[5]

本文将从城市规划史角度，以邱致中
编制的战后广西桂邕柳梧《实验市建设计
划草案》为研究对象，梳理《实验市建设
计划草案》的缘起与规划的内容、特征及
思想，一方面补充完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

[10]

以再次实现广西社会、
经济的“模范省” 。
1945 年 10 月，应郭德洁

[11]

的邀请，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正式聘请邱致中为

4 个《草案》
，除南宁为手写体外，其

在表达方式上，
《草案》均为文字形式，

达形式并非是当时通行的“图文并茂”方式。
在整体框架上，虽然 4 个《草案》各
自独立，但逻辑结构几乎相同（表 1）
，均

史中的战后重建规划内容，另一方面为今
日正确理解城市规划理想与空想的辩证关
系，提供历史性信息与思考。

一、
《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的缘起
“建国必先建市，建市要先建制”[6] 已
成战后复兴的普遍共识，正如时任营建司
司长哈雄文所指出的 ：
“建国第一”的口
号已喊遍了全国，我们要把国家从被破坏
后重新建立起来，建立成一个现代的、合
理的、富强的“新中国”[7]。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内政部通令全国各省市要充分认
识“城市建设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切
实依据国家层面的《都市计划法》和《都
市计划委员会组织通则》
《收复区城镇营
建规则》制定城市规划的全国部署，以为

图1：邱致中照片

图 2：
《大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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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目录

壹、计划前提  
计分十四条

贰、计划经济
（一）工矿计划
（1）煤矿计划开采及营业概算
（2）冶铁炼钢计划及营业概算
（3）采冶锡钨计划及营业概算
（4）机器计划生产及营业概算
（5）酸碱计划生产及营业概算
（6）纺织计划生产及营业概算
（7）营建材料计划生产及营业概算
（8）公用工业计划及营业概算
（9）特种工业计划及营业概算
（10）执行工矿计划及营业概算
（二）农林计划
（1）粮食供应计划
（2）特工原料品之生产计划
（3）农具充实计划
（4）肥料供应计划
（5）省营示范农场计划
（6）虫病害兽疫防治计划
（7）林场计划（省县及私营林场等）
（8）农林水利计划
（9）实现农林计划之预算
（10）农林场之组织
（三）商业计划
（1）广西商业之体相
（2）计划销售计划生产物
（3）计划购运计划生产之物资
（4）日用品公益市场之创办
（5）消费合作社之普设
（6）实现商业计划之机构与经费
（四）交通计划
（1）公路交通计划
（2）水陆交通计划
（3）电讯交通计划
（4）市县乡街路交通计划
（5）公路运输计划
（6）实现交通计划之预算
（五）金融计划
（1）广西金融业之状况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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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划、社会事业、市政制度以及地方

（2）省银行
（3）县银行
（4）市银行
（5）工矿银行
（6）农林银行
（7）商业银行
（8）土地银行
（9）合作银行
（10）实现金融计划之经费
（六）水力计划
（1）广西各河流与柳江水力
（2）柳江之水源情形
（3）柳江之水文测绘
（4）比较设计要点
（5）柳江水力建设之展望
（6）附带开发之事业
（7）本人之观察结果
（七）劳动计划
（1）执行计划经济需要员工总数
（2）工作报酬之等差
（3）工时之规定
（4）童女工之保护
（5）劳动生产率之提高
（6）劳动力股金之加入
（7）产业民主主义之实现
（八）财政计划
（1）实现整个计划经济之经费
（2）善后救济物资之合理支配
（3）外资之利用
（4）自力更生之途径

自治各部分，则可依照本人设计之桂林、

叁、计划都市

民主义新中国”的基础。

（1）土地分区之使用
（2）交通之布置
（3）上下水道与地下总管
（4）经济建筑物
（5）行政建筑物
（6）文化建筑物
（7）卫生建筑物
（8）社会建筑物
（9）丧葬场及屠场

注：原文的目录为竖排，
现改为横排以符合现在的阅读习惯；因篇幅所限，
此处仅列出柳州《草案》目录，
其他《草
案》目录参考图 4。

南宁、梧州三计划斟酌实施之”
。可见，
《草
案》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也相互关联。

2. 建设计划前提
4 个《草案》的第一部分虽分别采用
了不同标题，南宁是“建设方针”
，柳州
是“计划前提”
，梧州是“建设标的”
，但
均表明了制定实验市建设计划的目标及实
验内容，相当于规划定位与原则，同时也
是后两部分建设计划的前提。
对于桂林，邱氏认为广西曾是中国唯
一“模范省”
，既是省府又是曾经的抗日
战争后方“文化城”[12]，因受战争破坏最
为严重，亟需恢复省政，引领建设潮流，
确定桂林为“三民主义”实验市，
以作为“三

对于南宁，邱氏提出南宁是最早收
复的“第一大城”
，宜响应国民政府六全
代会决议的土地国策，应“开风气之先”
，
施行三民主义“平均地权”方式，将其建
设成为“市地市有”[13] 实验市，以逐步实
现土地的完全“市有”
。
对于柳州，
《草案》写道 ：柳州为广西
之几何中心、
交通中心、
力源中心、
物产中心，
乃至工商业中心 ；故拟以之作为发展工矿、
农林、商业、交通、金融、水电等事业之
策动基地，而着眼于本省千五万民众物资
生活之解决，以实现富裕康乐之理想社会，
故已定为本省之“计划经济”实验市。
对于梧州，邱氏认为 ：梧州为广西最
大通商口岸，与海内外之接触频繁，民智
素高，故拟建议设为“地方自治”实验市
作为广西乃至全国培植“民主政治”之试
验基地。
上述桂邕柳梧实验市的不同定位，显
然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政治、土地、

图 3：大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分区简图

经济、民主等不同层面的市政制度改革及

由“实验市计划前提”
“社会建设计划”
“城

均有一段相似的“提示”
，意在强调桂邕

建设要求相一致，
也许这就是邱氏所谓“实

市建设计划”三部分组成，可归纳为“一

柳梧 4 地要互为一体，例如柳州《草案》

验市”的价值取向。因此，每个《草案》

个前提两个计划”
（图 4）
。

中写道 ：
“本计划局限于计划经济、计划

虽有既定的主要目标，但又都强调着“社

都市两部分，其余八大行政、各种政策、

会计划、八大行政 [14]、市政制度”等政策，

此外，每个《草案》第一部分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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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互参考共同实施，这样 4 个《草案》

等各管理环节，实现从手工业生产向机械

主义”终极目标的各项规划建设内容，缺

又组成了一个完整规划。

化计划生产经济制度的改造与转型。

一不可。4 个《草案》既相互关联又各有

梧州的地方自治社会建设计划，作为
3. 社会建设计划

政府制定、议决与执行各项制度的政治基

针对，这也许就是邱氏设定 4 个“实验市”
及其不同实验路径的真正意图。

础，
《草案》提出了训政时期地方自治建
基于以上各自侧重的“计划前提”
，

设从“自治扶植→自治开始→自治完成”

4. 城市建设计划

桂邕柳梧《草案》的第二部分分别以“三

的 3 个实施步骤，通过“任命”到“民选”

民主义”
“行政业务”
“计划经济”
“地方

的过渡，规划建立“市政建设督办署、区

自治”为标题，明确了“社会建设”的不

公所、保办公处”三级行政，以及“市参

除南宁使用“区域计划”的名称外，其余

同规划内容，在考虑共通性规划内容基础

议会、区民代表会、保民大会”三级立法

3 个都用“计划都市”
，主要从市区范围与

上，又强化着各自所着重的“实验”发展

机构（图 5）
，循序渐进地实现“地方自治”

人口确定、分区规划、交通及给排水规划、

方向。

原则与政治建设。

建筑计划等 4 个方面展开“实验市”的“城

桂林的三民主义社会建设计划，是最

显然，桂林的三民主义实验同时包含

4 个《草案》的第三部分内容大致相同，

市建设计划”
，也就是邱氏所谓的“都市

先编拟完成的《草案》
，
桂林作为省会城市、

了南宁的市地市有实验、柳州的计划经济

物质规划”[18]，相当于当时“都市计划法”

唯一建制市，自然是规划的重中之重。邱

实验、梧州的地方自治实验之目标与内容，

中所要求的城市规划内容。

氏认为广西只有走入资本社会乃至三民主

既采取以“计划性”生产方式变革完成社

1）市区范围与人口的确定

义社会，才有实现从农村经济过渡到工业

会建设，又强调以土地行政的“国有性”

建制市及行政辖区是规划编制的必

经济、金融经济以至计划经济的可能，人

及政治主权的“人民性”
，
建立“计划经济”

要条件，而要成为建制市，人口规模又

口才会迅速增加。为此，以桂林《草案》

的经济政策及“市地市有”与“地方自治”

是关键指标。已建制的桂林在 1940 年通

为中心，提出了“建设政策、物质规划、

市政制度，以完善“三民主义”之“民生

过的《桂林新市区建设计划》中，便划

社会计划、八大行政、社会事业、市政制
度”6 项全面的社会建设规划内容及策略。
南宁的市地市有社会建设计划，作为
城市行政与规划实施的先决条件，邱氏认
为“市地市有（即市地国有）已为不争的
定论”[15]，然而如何实施，市政和地政专
家却有不同见解。为此，
《草案》提出了
彻底征收公有土地、等差征收私有土地、
取缔土地投机买卖、平均地权私地市有等
4 项土地管理原则 [16]，以及初步整理市区
土地、限制土地投资与买卖、累进收税与
涨价部分归公、设立管理机构与租用办法、
限卖控制与增加市地等 5 项土地行政实施
与管理办法

图 4：桂邕柳梧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的主体内容框架

[17]

，进而从土地、公共、社会、

财政、警察、教育、卫生等其他 5 个方面
建立配合“市地市有”目标的行政体制。
柳州的计划经济社会建设计划，作为
政府调节经济、实现“康裕富乐之理想社
会”的物质条件，
《草案》确定了以工矿
为核心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强调以“工业
之母、动力之源”的煤矿开采作为第一要
务，有计划地建立农林、商业、交通、金融、
水力、劳动、财政等其他 6 个方面的经济
制度，统筹协调生产、分配、技术、预算

图 5：从任命制走向选举制的地方自治分期及实施步骤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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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桂邕柳梧的实验市规划市区、当时城区及今日中心城区的范围比较示意图

定了包含 1 个中心市、7 个附属市在内的

是如此。南宁、梧州《草案》均提出了相

本以山体、绿地为主（图 3）
，既可作为“七

25330hm 市区面积及 60 万的人口容量

，

同而具体的推算法，以南宁为例，在已划

大区域”的辅助功能区，又能成为市区与

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施。而南宁、

定的 780 km 面积基数上，除去丘陵、河

郊区间的过渡地带，为后续发展提供余地

柳州、梧州尚未建制，城市范围无从谈起。

流、湖沼以及空旷用地，约得 7.8 km 的

的同时，也使城市整体上呈现从“中心市

因此，4 个《草案》均以市区范围及规模

可建设用地 ；进而以 1% 的建筑占比推导

区→缓冲绿带→郊区边缘”由里及外地的

测定为规划首要内容（图 6）
。

出 78 万 m 的建筑用地，按 2 层建筑层数

发展层级。此外，
柳梧《草案》还规划了“交

针对桂林的市区及人口，邱氏设计了

计算，得到 156 万 m 的总建筑面积 ；若

通中心区”和“公共筑物区”两个特殊功

2 个方案 ：其一，并入西面临桂和北面灵

以人均 1.55 m 的面积标准计，即可得到

能区，突出了以车站、码头等交通建筑为

川二县后的 2349km 面积作为市区范围，

100 万的人口数值。由此可见《草案》规

核心或以邮局、俱乐部等社会社交建筑为

预计人口 200 万人 ；其二，划定了东大圩、

划的 780km 市区面积与百万人口成为一

中心的连续共性空间。

南九头山、西连塘村、北屯家村等较明确

组互为因果的恒定数值，照此推算，柳州

的市界，东西宽 26km，南北长 30km，面

人口将超 200 万，
4 个城市便均可达到《市

积为 780km ，人口容量为 100 万人。70

组织法》的设市人口规模。

2

[19]

2

2

2

2

2

2

2

2

3）道路交通规划
《草案》提出了“道路、水上、空中、
电气、邮件”5 个方面的交通建设规划。

年后，临桂已成为桂林的新区，桂林中心

2）分区规划

其中，市区路网及对外交通规划是设计

城区 866km ，与第二个方案相当 ；现状

邱氏以自然地形及资源利用为原则，

重点。

2

人口 155 万人

[20]

，与第一个方案接近。

在各个城市及其实际地名的基础上进行分

针对第一商业区的旧城区，桂邕两

区设定，4 个《草案》均包括 7 个相同的

市和柳梧两市分别采取“局部加宽马路

良庆、新村、搓路、马村、石埠、心圩为

功能区，分别是 ：旧城区为第一商业区 ；

拆改建”和“彻底拆旧建新”两种不同

界，形成东西宽 26km，南北长 30km 计

江对岸的新市区为第二商业区；
重、轻、军、

方案，以旧城区域为中心向外围“市门

780km 的市区面积。预计人口 100 万人。

特四类工业区 ；紧邻工商区设置的独立住

区”规划 4 或 10 条宽 35m 的放射主干路，

柳州并未明示市区范围，
但却通过“大

宅区 ；集合高等、中等和师范等教育设施

逐级递减设计 18m 至 35m 不等的 10 至

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分区简图”
（图 3）标

的文化区 ；于交通便利地带设立的集中行

13 条分级环状道路 [22]（梧州为弧线道路）

明了市界及其分区，经与今之地图对照

政区 ；涉及机密的军事区和便于市民进出

与之相交，分别于第 4、7、10 环倍增低

测算，其范围南北长约 30km，东西宽约

管理的市门区。这是与邱氏所主张的“七

一等级的放射性支路，形成同心放射环

南宁市区，自东向西，以邕宾三塘、

2

70km，与桂林第一个方案市区面积相当。

[21]

大区域”

基本原则相一致的。

形态 ；而在第二商业区的新市区，桂邕

梧州因限于地形，自东起以广东封川

根据城市的不同性质，
《草案》还灵

的路网结构与第一商业区浑然一体，柳

（今封开）
、绿杨、白沙、儒岩为界，形成

活设置了一些其他功能区域，如市民休憩

梧则呈均质的梯形街巷系统，以强调“机

东西宽 23km，南北长 27km 计 621km 的

的风景区，树木、农作物、鸟兽集中的森

会均等”和“民生主义”共享原则，由

市区面积。预计人口也为 100 万人。

林区、
农艺区与田猎区（南宁未设田猎区）
，

此 4 个城市及其新旧两市区形成了迥异

由于原则依据和论证不充分，以致以

以及有一定经济基础、人口规模的周边圩

的城市格局（图 7）。

上规模数值看似“草率”
，其人口确定也

镇形成的田园子市区，等等。这些区域基

2

在文化、行政或商业区附近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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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桂邕柳梧《草案》的商业区交通规划模式图

图 8：
《草案》中不同类型住宅区及道路系统规划
模式图

《草案》规划了整齐排列的方形单元道路

卫生建筑物、
社会建筑物、
丧葬及屠宰场”6

邱氏认为，其规划应“至少能用三几十

系统，每个单元分置成 4 个三角形地块及

类，并结合每个城市的主要功能分区，相

年，而‘几年建设方案’
（如桂省府采纳

应确定公共建筑（群）的类型、
选址与数量，

各计划后便据以起草五年建设‘方案’
）

以指导市区建设用地性质定位。

或‘几年工作要点’乃至‘计划实施步骤’

其独栋住宅

[23]

与中心花园，四周由学校、

合作社、市场、商店、保甲办事处等公建
环绕，呈现出“邻里单位”的基本模式 ；
而在工业区附近的住宅区，则选用平行道
[24]

路及其连续密集的“巷堂式” 住宅体系，

一类的东西，应该将来负责实际责任的

三、
《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规划思

人，斟酌当时的人力物力，根据计划来

想分析

草拟，分期实现”[25]，显然不同于当时

间隔布局消防需要的内街及后巷。显然，
两种不同类型的住区规划模式具有鲜明的

常规的“工程规划”
，且设计者也非工
基于《草案》
“实验市计划前提——

程背景，亦非集体研讨而是“一个人计

社会建设计划——城市建设计划”的框架

划”[26]。其思想来源离不开战后国家及

可知，
《草案》内容并非一般概念上的建

广西的建设背景、邱致中的城市社会学

规划有立法（议会）
、司法（法院）
、行政

设计划，而更接近于对市政制度与经济体

研究基础以及欧美城市规划思潮的影响

（市府）三座建筑（群）形成“鼎立”
“宫殿”

制“指导性”
“纲要性”的社会发展规划。

应用。

等级差异（图 8）
。
行政区则统一采用“品”字式道路，

布局，与其周边规划的西式路网形成强烈
对比，突显了当时普遍推崇的中国固有精
神内涵。
在对外交通规划中，4 个《草案》互
为补充，在已有的公路、铁路基础上，以
四城为中心，统筹了全省的公路、铁路交
通及其站点定位规划，便利了市际、省际
的顺畅联系，更奠定了广西作为西南重要
边贸地区的工商业基础（图 9）
。同时，
《草
案》分别完善了各市的有轨、无轨、高架
电车与地铁的市内快速交通，铁桥、码头、
堤岸、轮渡的水上交通，以及机场、水陆
联运站的空中交通规划。
4）建筑计划
4 个《草案》进行了完全一致的建筑
计划及其功能分类，将城市建筑物划分为
“经济建筑物、行政建筑物、文化建筑物、

图 9：广西省域中的桂邕柳梧空间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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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等系列论著，并基于城市社会
学理论参与编拟城市规划，如前述的自贡
及成都市工作计划（1939 年）
、大武汉建

《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
是孙中山建设“三民主义”近代化理想社

设计划（1944 年）等。
其城市社会学思想认为，建筑、马路、

会的重要纲领，提出以“一县或数村联合

车船、人群等物质要素及政治、经济、文

为试办单位”实行政治和经济的自治，激

化等社会场所仅是城市的内在组成要素，

起了知识精英阶层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

而支配这些要素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诞生了诸如“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
“实

及其演变过程才是影响城市社会发展的根

验乡”
“乡村服务实验区”
“乡村教育实验

本原因。因而围绕城市拥挤、失业、贫困、

区”
“卫生实验区”为名称的各种机构或

动荡、漂泊等社会现象及人口、劳动、妇

组织。1932 年内政部颁布的《各省设立

女、儿童、犯罪、卫生等社会问题，通过

县政建设实验办法》规定，各省至少选择

历史学、哲学和伦理学方法，对建筑、街道、

1 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的“标准县”
，

地理、区域、租税、地价等城市环境进行

至 1936 年，全国有 7 省 8 县成为国家层

动态分析即形成了系列的解决策略。这决

[27]

面的“实验县” 。
“实验”似乎已经成

定了《草案》不同于土木建筑专家，尤其

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正

是战后以都市计划委员会为主制定的物质

如“实验”二字之意，试图通过各项试点

规划内容与方法，使其成为邱氏的“得意

探索共同的建设理想。因此，广西 4 个城

之作”
，并且衍生为近代时期一种非主流

市的规划制定与近代其他建制市一样，以

的规划类型，即以社会学为思想基础的城

开展建设规划，符合广西省的实际，是

市规划。

一种省域层面的区域规划行为，试图利

“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为核心
的社会经济建设思想（图 10）
，也就构成

图10：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市政公报扉页的“总理遗嘱”
（1927 年）

邱氏所编制的广西实验市规划，
以“住

用四城的中心辐射作用带动广西省域的

宅分散化、工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为

整体发展。例如，邱致中在《草案》中

实际上，1937 年 10 月 9 日省政府即

目标，涉及社会经济与土地空间的双重规

提 出 桂 林“ 自 然 山 水 ”、 南 宁“ 历 史 底

已成立以“三民主义”为方针的“广西建

划内容，与其称为“建设计划”
，倒不如

蕴”[29]、柳州“地理中心”、梧州“开埠

设研究会”
，李宗仁亲任会长，提出“建

说是一种基于社会改革、社会建设的“社

港口”的先天条件，分别隐射出四城作

设广西，抗战建国”政策，推行地方自治。

会计划”
。在《草案》的分区及建筑分类

为广西政治、文化、经济、商业中心的

4 个《草案》分别确立的“三民主义”
“市

上，照搬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

地位，充分反映出省域思考的原则。

了广西建立“实验市”概念的依据及缘由。

地市有”
“计划经济”及“地方自治”的

（Urban Community）概念

[28]

，套用“中心

此外，
《草案》对广西省建制市的推

规划前提与内容，正是孙中山建国思想的

商业区——普通商业区及轻工业区——劳

进和省域中心城市体系的建立，无疑提供

“实验”与落实，
一方面诠释了“中山理想”

动住宅区与一般职业者住宅区——富裕人

了较为合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草

的思想内涵，体现出地方行政与技术专家

群住宅区——郊区或卫星城”的同心圆圈

案》公布后，1946 年 8 月行政院正式批准

心目中的城市理想愿景，另一方面也反映

层结构，探索了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前提

邕柳梧三市建市提案，广西省政府亦决定

了城市规划与当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的

下的“实验市”理想模型，虽然内容空泛，

于 1947 年元旦成立南宁、柳州、梧州三市。

矛盾与局限，尽管有其“预见性”
，但不

脱离现实，但规划所体现的社会性、公共

后因财政困难，设市暂缓，但行政院仍批

可避免沦为过眼云烟。

性、政策性思维仍为可借鉴之处。

准于 1947 年 5 月 31 日设立隶属广西省政
府的南宁、柳州、梧州市政工程局，成为

2. 城市社会学思想

3. 传统的行政空间思想

没有“市名”的市政府，实现与建制市一
样行使市政府的建设职权。广西解放后的

中国传统的郡县制、行省制，逐渐

1950 年 1 月，南宁、梧州首先建市。2 月

发表了《都市社会学》
（1929 年）
、
《实用

形成了“疆域、省域、县域”行政空间

广西省成立，定南宁为省府。3 月，柳州

都市社会学》
（1934 年）
《
、都市社会学原理》

思维。因此，广西省政府从省域空间思

市成立。从此，桂邕柳梧从新中国成立初

考社会经济建设与城市规划，是自然之

期仅有的 4 个省辖市变为今日广西省域的

事。今天看来，当时选择桂邕柳梧同时

核心建设主体城市。

被称为“城市社会学家”的邱致中，

（1934 年）
《
、都市社会问题》
（1936 年）
《
、都
市社会政策》
（1936 年）
、
《都市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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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美城市规划思潮

从内容上看仍是以《草案》（第三部分）
为基础，只不过突出“城市建设计划”，

注释
[1]“广西省”名称一直沿用至1950 年代。1958 年 3月5

1945 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规

意在靠近当时“市政建设多属工程”[32]

日改“广西省”为“广西僮族自治区”，10月12日经国务

划体制，内政部设有营建司主管城市规划

的通行思维。但是，限于邱氏本人的专

院批准，改“广西僮族自治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行政，
颁布了《都市计划法》
，
而且建设“不

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加上时间仓促以及

入县行政”的市区型建制城市，运用欧美

当时社会条件局限，《草案》中不可能成

草案、梧州市建设计划草案及河池县城营建计划、平

盛行的城市规划理论于战后重建，已是不

立的规划前提、空泛的理论依据、相似

沼县城营建计划”。

争的历史事实。

的建设内容、脱离现实的市区范围与人

一方面，邱氏《草案》中“大桂林、

口规模以及形式主义的城市空间等很多

[2] 据参考文献 [12] 可知，广西提交的为“桂林市新建
设计划图说、南宁市建设计划草案、柳州市建设计划

[3] 参考文献 [6]：13.
[4] 参考文献 [7]：19.
《李德华教授谈
[5] 关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研究有：

大南宁、大柳州、大梧州”的“大”字

方面，如同乌托邦之空想，最终成为一

大上海都市计划》（栾峰，2007年），
《走近编制“1946

规划名称，显然取自“大伦敦”“大东京”

纸空文。

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中国规划先辈》（上、下）
（熊鲁
霞，2012 年），
《〈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1949〉——近

之“Greater”“Regional Planning” 的 规

然而，纵观《草案》中对广西省域 4

划意图 [30]，
“城市及其周围影响地区”的

座中心城市的性质及其城市群的关系定

2015 年），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出版“大上海都

整体研究是国际规划的主流趋势，他认

位，以及每座城市的市区用地规划，与今

市计划”的几点体会》（熊鲁霞，2016 年），
《鲍立克与

为城市社会学所界定的城市范围也应是

日的发展现实又是十分一致的，
桂林为“国

十分广阔的，提出了 90 倍于既有建成区

际旅游城市”
，南宁为“中国面向东盟开

汉区域计划”的研究有《朱皆平与中国近代首次区域规

的市区用地范围及百万人口规模 ；另一

放合作前沿城市”
，柳州为广西“第一大

划实践》（李百浩、郭明，2010 年）；关于“陪都十年建

方面，《草案》提出以花圃、花园等小型

工业中心”和“第一大高铁枢纽”城市，

绿地间隔市区用地，外圈设立“田园子

梧州为“三圈一带”交汇节点城市，均成

解读〈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任竞，2013 年）等。

市”，并交叉布局农艺、森林、田猎、风

为广西重点发展的前茅城市，且各《草案》

[6] 参考文献 [15]：28.

景等开阔绿地，整体上相似于国际通行

规划的商业中心区仍是现今各城的中心城

的“理想花园城市”防空规划的路网结

区，显示出该《草案》亦有其一定的合理

成 立，人口 89975人。1928 年 8 月1日成 立南宁市 政

构及格局，既促进了城市与乡村平衡发

预判，似乎空想性明显的《草案》又隐藏

筹 备 处，人口73701人。1928 年 4 月1日成 立柳 州市

展，又改善了城市交通与卫生环境，体

着一定的理想成分。规划需要理想，是规

现了以霍华德田园城市为理论依据的“乡

划学科属性所决定的 ；规划切忌空想，是

日公布的《市组织法》修正案规定省辖市必须以下条

，更反映出

规划实务属性所期盼的。虽然理想与空想

件之一：
（1）人口在 30 万以上者；
（2）人口在 20 万以

战后背景下借用欧美分区规划原理的防

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大相径庭，只有

空分散策略。

客观认识人类社会和城市规划本身的发展

村扩散型”基本城市形态

[31]

规律，才能做到科学规划，实现真正的规

四、结语

划理想。
城市规划的历史可分为两种形式 ：

代中国大都市的现代化愿景与规划实践》
（侯丽、
王宜兵，

大上海都市计划》（侯丽，2017年），
《鲍立克与影响至
今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蒋楚婷，2017年）等；关于“武

设计划草案”
的研究有：
《
（龙
〈草案〉的制订及规划评述》
彬、
赵耀，
2015 年）
《
，六十七年前想建怎样的重庆城——

[7] 同 [2]：2.
[8] 据参考文献 [11] 载：1927 年 12 月1日梧州市政府

政筹备处，人口15983人，是年因市区大火改设柳州
火灾善后建设办事处办理市政事宜。1930 年 5月 20

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
总收入1/2 以上者。因此，梧州、南宁于1932 年 6 月依
法撤市改县。
[9]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3 年 9月在汉中设立，
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李宗仁由原第五
战区司令长官升任汉中行营主任。
（1935）中艾迪博士《中
[10] 据收录于《广西建设集评》

对于同一段历史，人们在不同的历史

作为城市科学的理想规划与作为行政制

时期出于不同的时代需要，往往会有极不

度的社会规划。规划不仅是一种技术科

相同的评价。战后广西桂邕柳梧《实验市

学，更是一种社会政治行为。理想的规

[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利由

建设计划草案》
，既反映了地方政府执行

划必须建立在科学性与客观性基础之上，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控制。当时，李宗

建市设市、建设城市社会的行政意志，又

不能主观臆断，否则就会落入空想。同样，

仁在北平任行辕主任，白崇禧在华中任副参谋总长，

折射出邱致中作为技术专家的规划理想与

城市规划科学不仅要立足现实的发展需

思考。作为战后非主流的一种规划类型，

求，更要研究城市的未来、社会的未来，

[12] 从1938 年 10月武汉沦陷起，至1944 年 9月湘桂

一种基于城市社会学理论、以计划经济为

研究社会经济演变中的规划发展规律，

大撤退止，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政治、军事等原因，

手段建设理想社会目标的近代城市规划，

研究规划之于社会经济的保障作用，客

对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空间规

观认识理想与空想的辩证关系，完善科

划再思考，仍具有历史研究价值。

学的理想规划与行政的社会规划间的协

尽管广西省政府最后提交内政部的
“文件名称”取消了“大、实验”字样，

同作用。也许，这正是开展规划历史研
究的价值所在。

国有一模范省乎？》一文记载：广西仅有人口1300 多
万，是中国最小而又最穷的省份之一，但是却建立了完
备而健全的制度，是中国唯一的模范省。

只有黄旭初坐镇桂林，主持战后各项工作，经济财政
则由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一手掌管。

人口骤增，文化名人云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据
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有书店、出版社179 家，印刷
厂 109 家，誉为“抗战桂林文化城”。
（晏嗣平，
《市
[13] 据《市地市有与生产结构的相关性》
政建设》1948 年第 1卷第 2 期）解释：要建立计划性的
“新型”都市，必须以市地市有为基础，这是众人周知
的事实。因为只有整个城市的土地为这个城市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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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所掌有，这个城市的各项设施才能由设计者作适

车，其左右两边为街幅宽 10m，可在停放 1部卡车的基

[6] 方逖生 . 论梧州市的市政——泛论邱致中氏的梧州

度的布置；否则，都市计划便失去了实施的基础。

础上通行顺畅，人行道各宽 4m、种行道树；乙等干道

市政计划 [J].市政评论，1946，8（9）：7-13.

[14] 据邱致中1944 年 3月11日发表于大公报（重庆版）

宽 28m，可满足双轨电车及2 部卡车同行，街心花园、

以后 [J].市政评论，
[7] 邱致中.读了“论梧州市的市政”

《战后全国都市更生问题》（续）记载：都市行政，可

两 旁 街 幅、人行 道各为 8m、7m、3.5m；丙等 干 道 宽

1947，9（2/3）：16-19.

分为公安、公用、社会、教育、工程、土地、财政、卫生

24m，行单轨电车，街心花园、两旁街幅、人行道各为

1947，
（6）
9 ：
[8] 方逖生 . 再论梧州市的市政 [J].市政评论，

等八大行政，是以政法力量作八种社会现象个别解决，

4m、7m、3m；丁等道路宽 18m，可通行1部卡车和 1部

16-18.

今后须以社会总和之观点，从一切关联中，求各种行政

小汽车，
街心花园、
两旁街幅、
人行道各为 3m、
5m、
2.5m。

[9] 邱致中.自贡计划经济实验区建设意见书 [R]. 川康

合理之变革。而都市法第五编便为“八大行政革新法”。

[23] 据参考文献 [1]-[4] 可知，将方形地块分为 4 个三

建设协会，1940.

[15] 邱致中. 论市地市有之利益及其实行方法 [J].市政

角形，根据每个三角形面积大小，确定单独住宅数量。

[10] 广西建设研究会. 李德邻先生言论集 [M]. 桂林：广

评论，1948，10（1）：19-22.

如每边布置 5 幢，则一个三角形中共有房屋15 幢；6 幢

西建设研究会，1941.

[16] 据参考文献 [2] 原文载：建议本市土地政策之原则

者共 21幢；7 幢者 28 幢，余此类推。

[11] 内政部 年 鉴 编 纂 委员会. 内政年 鉴第 1辑 [M]. 北

如次，
（一）凡本市物质建设所需之公用土地不论是中

[24] 据参考文献 [1]-[4] 均有注释，指连排式集合住宅

京：商务印书馆，1935.

心闹市或郊区农地，
一律征收归公有（二）
； 新旧市区土地，

（Collective House），类似上海的“巷堂式”房屋。

[12] 哈雄文 .公共工程专刊·第二集 [M].南京：内政部

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宅地或自耕地者，暂准私有，惟城区

[25] 同 [4].

营建司，1947.

少留郊区多留之等差主义；
（三）无论私人或公司行号

[26] 据参考文献 [6]，方逖生评论到：一个人计划……

[13] 邱 致中. 都 市 社 会 学原 理 [M]. 上 海：有志书屋，

一律禁作土地投机事业；
（四）定价后之宅地农地，仍依

一个市政计划，要经过几多人的研讨……缺乏帮助之

1934.

平均地权之涨价归公办法，逐渐收回，以完成市地市有。

人……

[14] 全 国 县 政 建 设 实 验 区调 查 [J].云 南 民 政 月刊，

[17] 同上：30-35.

（《云南民政月刊》
[27] 据《全国县政建设实验区调查》

1936，24-28（卷）.

[18] 据参考文献 [17] 记载：所谓都市物质规划，即一

1936 年第 24 卷至第 28 卷）载：江苏、广东、河北、山东、

[15] 邱致中. 都市建制论 [J]. 重庆市政，1944，2（2/3）：

般人所称“都市计划”，是就都市区域内，地形之上的

浙江、河南、云南 7省已建立 8 个
“实验县”
，广西、湖南、

28-32.

自然趋向，因势利导，加以计划发展，使市民在物质生

绥远、贵州等 4 省的“实验县”正在进行中。

1937，
（2）
1 ：
[16] 邱致中. 都市社会学本质论 [J]. 思想月刊，

活方面，能享受近代都市文明之安慰，故此种计划多

[28] 现代译为“城市社区”，当时翻译成“都市共同体”，

46-50.

属于物质方面者，包括都市分区之规划、道路系统之

详见参考文献 [13]：260.

[17] 邱致中. 战后全国都市更生问题 [N]. 大公报（重庆

规划、交通之规划、公共建筑之规划、上下水道与总管

[29] 唐咸通三年（862 年），岭南分为东、西两道。岭南

版），1944-3-9（5）.

之规划、火葬场及公墓之规划、屠场及家畜市场之规

西道治所设在邕州，
即今南宁。
宋朝邕州隶属广南西路，

[18] 李百浩，郭明 . 朱皆平与中国近代首次区域规划实

划等 7 个方面。

下辖宣化、武缘等 7县，南宁仍为邕州和宣化县治所。

践 [J]. 城市规划学刊，2010，3：105-111.

[19] 陈 恩 元 . 桂 林 新 市 区 建 设 计 划 [J]. 建 设 研 究，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 年），改邕州为邕州路，南宁为

[19] 李百浩，吴皓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上的民族主义

1942，6（6）：27.

路总管府治所，
下辖宣化、
武缘两县，
并管左右两江溪峒。

思潮 [J]. 城市规划学刊，2010，4：99-103.

[20] 此数据为“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20）”所

明清时期治所均为桂林，1912 年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到

记载的各城区人口数量总和。

南宁，1936 年复迁回桂林，1950 年定首府为南宁。

“都市物质规划”的第一方
[21] 据参考文献 [17] 记载：

[30] 同 [4]：18.

面“都市分区之规划”
，
近代都市，
以工商业为主要业务，

[31] 李 静一 . 战 后我国新都市计划问题 [J]. 人与地，

但工商业有妨害卫生者，有保安不易者，有扰乱他人安

1943，3（11-12）：56.

宁者，故“工业区域”与“商业区域”不能不加以分别。

[32] 同 [3]：9.

图表来源

且为便于工商业上各执业者之居留，又不能不辟适当

图 1：邱 致 中. 实 用 都 市 社 会 学 . 上 海：有 志 书 屋，

“住宅区域”。都市文化之凋敝，中等以上学校之学生

1934：扉页 .

已有独立生活之知能，且又不便混于工商地带，而“文

图 2：桂林图书馆
图 3：根据参考文献 [3]“大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分区

化区”之划分亦有必要。为行使对市民之治理，
“行政
区域”亦应事实之需要而形成。有战后都市以作军事

参考文献

简图”描绘
图 4：根据参考文献 [1] ～ [4] 绘制

堡垒为最大目的，不能不有“军事区域”。而近代市既
地域辽阔，为稽征税务，检查奸细，内置外宾等级计，

[1] 邱致中. 大桂林三民主义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R].

图 5：根据参考文献 [4] 绘制

于四方郊区进口处又不能不设“市门区域”。且七区在

桂林：广西省政府，1946.

图 6：根 据 参 考文 献 [1] ～ [4] 整 理自绘（底图为百度

一市可至少各设一处，多至若干处。是以应该有工业

[2] 邱致中. 大南宁市地市有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R].

地图）

区域法、商业区域法、住宅区域法、文化区域法、行政

桂林：广西省政府，1946.

图 7：根据参考文献 [1] ～ [4] 绘制

区域法、军事区域法、市门区域法。

[3] 邱致中. 大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R].

图 8：根据参考文献 [1] ～ [4] 内容整理绘制

[22] 4 个《草案》虽均 提出了道 路层级系统，明确规

桂林：广西省政府，1946.

图 9：根据 参考文 献 [1] ～ [4] 整 理 绘 制（底图为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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