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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百年历程与宝贵经验
付高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江西 南昌 330108）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围绕城市这一场域开展的各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在城市建党的基础上，先后经历了革命夺城、工业兴城、经济富城、
人民治城的演进历程，期间推动城市权利不断丰富、城市管理不断完善、城市工作领域不断健全、城乡融合不断
深入，使中国城市从服务少数人利益的反动堡垒发展成为人民寻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场域。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
作蕴含了诸多有益经验，其中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就是其中的一条宝贵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的
城市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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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PC’s urban work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FU Gaoshe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nchang 330108, China)
Abstract: The CPC’s urban work mainly refers to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urban are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CPC’s great caus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based on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n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Jiaxing, CPC's urban work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revolutionary winning
of the c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city and people’s governance of the city.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PC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urban right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the continuous widening of urban work fields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o that cities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from a reactionary fortresses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few people to an
important front for people to seek a better life. The CPC’s 100-year urban work contains many useful experiences, among
which the adherence to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one of the valuable experiences, is of vital
enlightenment to push the urban work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CPC; urban work; the leadship of the CPC;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城市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

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

工作，主要指围绕城市这一特定场域开展的各项工

动等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群众基础和

作，包括城市经济工作、城市宣传工作、城市卫生

思想基础。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夺取革命

工作、城市工运工作等。城市工作贯穿中国共产党

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浴血奋斗的革命征程。在

成立前后的整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北京、

此期间，党注重领导开展好城市的工会、经济、宣

上海、长沙、济南等城市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

传等各项工作，以此实现城市工作与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互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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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
乡村的时期”，并要求党在这一新时期“必须用极
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1427。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城市工作视为治国理政的
一项重要任务，积极推进城市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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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改革的互动，使城市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工

辉煌成就。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中

作全局中的重要事项。应当说，城市工作不同于城

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城市的现代化道路也

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治理，是一个较为广义的

随之走上了历史的正轨。百年党史彻底改写了近代

概念。后三者可视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开展城市工作

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本研究结合革命、建设、

的一些具体方式。

改革、新时代的百年党史，依据各个时期城市工作

当前，学界对党的城市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三种
代表性路径：第一种研究路径以阐述中央领导人的
[2]

[3]

城市工作思想为主，如关于毛泽东 、张闻天 、
[4]

[5]

陈云 、习近平 等领导人的城市思想研究；第二
种研究路径以分析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城市工作思
[6]

[7]

想为主，如对全国性抗战初期 、解放战争时期 、
[8]

的中心任务，将百年城市工作划分为革命夺城、工
业兴城、经济富城、人民治城的演进历程。
1．革命夺城（1921—1949）：革命时期城市
工作的中心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地揭示了
城乡分离、城市发展的必然性，深刻指出“城市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 等特定时期的城市思想研究；第

建造是一大进步”[14]。美国城市思想家乔尔·科特

三种研究路径以反思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

金也高度赞同城市的进步性，他指出,“在长达 5000

工作思想为主，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城市化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

[9]

等。总体上看，

步的主要场所”[15]。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不难

既有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发

发现，城市总体上构成了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

展历程、思想内涵、时代价值等层面的认识，但相

心甚或经济中心，成为彰显区域发展的显著标识。

对而言较为缺乏结合党的整个历史系统阐述城市

由于城市在地缘战略上的繁荣性、重要性，侵占和

工作的发展历程、成就、启示等。

控制城市往往成为侵略一个国家的主要方式。晚清

的进程研究 、理论与模式研究

[10]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

中国及其一些主要城市就遭此厄运。由于闭关锁国

节点，党的许多工作亟待反思总结并从中提炼经验

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国力贫弱，晚清中国被迫在西

启示。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方列强的武力侵占下打开国门，上海、天津、北京、

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南京等城市开始丧失主权，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

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

法外之地。面对以城市陷落等为标志的国家危机、

传承好、发扬好”

[11]

。就此而言，立足建党百年这

民族危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奋起反抗，力图实

一历史节点，深刻学习党的百年城市工作的历程与

现驱赶列强、恢复主权、救亡图存的目的。但无论

成就，从中汲取推动新时代城市工作的经验启示，

是封建阶级的保皇派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

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当前学界已经有

派，由于阶级落后性、阶级局限性等各种原因，他

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如宋学勤总结了百年来

们都未能实现驱赶列强、恢复主权的历史使命，城

党治城市的三次转折、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以及兼收

市主权依然尚未完全恢复。

[12]

，刘吕红则阐释了百年

由于城市居于中心地位，城市主权是否完整是

来党领导城市工作的演进历程、现实审视及基本经

衡量一个国家主权完整程度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

并蓄以我为主的学习态度
[13]

验

。笔者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百年

城市主权丧失的危机，使得解放城市、恢复城市主

党史中党的中心任务为视野从宏观上梳理党的百年

权成为中华民族恢复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1921 年

城市工作的演进历程，揭示党的百年城市工作所取

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得的主要成就，并围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

的历史接力棒，从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也改

阐述党的百年城市工作所孕育的经验启示。

写了中国城市的命运。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演进历程
回顾党的百年城市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
历史前提，没有 1921 年在上海、嘉兴这两座城市
的建党活动，就不会有百年来党的城市工作的系列

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
28 年的浴血革命顺利完成了革命夺城的历史使命，
恢复了城市主权，使中国城市发展矗立在了全新的
历史起点上。这里有两件史实需要注意。
其一，在 28 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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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权大致经历了三个革命阶段：“企图通过城
[16]

http://skxb.hunau.edu.cn/

2021 年 8 月

联城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把城市建设作为建

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 的城

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重要着力点，实现了从夺取城

市中心主义革命阶段（1921—1927），“农村包围

市向全面建设城市的转变。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阶段（1927—1945），

由于传统中国的城市总体上是消费型城市，自

以及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同等重要、未来要由城市

身缺乏产业基础，也没有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的能力，

领导乡村的新阶段（1945—1949）。这段历程显示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优先发展

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党的中心任务的转

城市的产业基础。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

变，即从以城市工作为主转向以乡村工作为主再到

会上做出了明确指示，他指出要“着手我们的事业

以城乡并重、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为主的转变；另一

建设”，就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

方面是城市工作重点的转变，即从以城市暴动为主

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其中第一要注重“国营

转向以乡村革命为主再到以攻打城市、解放全中国

工业的生产”，第二要注重“私营工业的生产”，

为主的转变。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在第二个

第三要注重“手工业生产”[1]1428。在这一重要论述

阶段，乡村工作虽然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城市工作

中，工业成了新中国城市建设和生产的主要内容，

的重心“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

实质上开启了以工业主导城市复兴、以城市建设推

[17]

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但不能因此忽视乃至否

动工业大国建设的“工业兴城”过程。比如，新中

认夺取城市的最终目的。正如“农村包围城市、武

国建立初期北京市委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前提就是

装夺取政权”伟大思想中所暗含的那样：建立在农

把北京建设成大工业城市和现代化的工业基地。随

村革命根据地基础上的政权只能代表着局部的、阶

着工业兴城的推进，城市聚集效应与辐射效应日益

段性的革命胜利，而只有把政权建立在收复城市的

明显，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从 1949 年到 1960

基础上才能视为全局性的、最终的革命胜利。因此

年，中国城镇人口平均年增长达 660 多万，11 年间

总体看，在看到党的中心任务与城市工作重点发生

城镇人口总量增长了 2.3 倍。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导

改变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是改变了夺取

致城市出现粮食供应紧张、住房短缺等一系列问题。

城市的革命形式即从以城市革命为主夺取城市向

为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推进三线城市建

以乡村革命为主间接夺取城市的转变，但夺取城市

设、压缩城镇人口等措施，使工业兴城进程得以平

的最终目的并未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党对

稳发展。但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

城市地位的重要性是有深刻认识的。

内工业发展遭受影响，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也遭受

其二，在革命时期，党的城市工作不限于夺取

波折，这些都使工业兴城的进程停滞不前。总体上

城市，也积累着如何建设城市的经验。比如，中央

看，建设时期的工业兴城举措在短时间内复兴了大

苏区、赣东北苏区时期党的城市防疫抗疫工作就为

多数城市，发挥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由

新中国的城市卫生工作积累了充分的经验；解放战

于以建设生产型城市为主，特别是重视城市中的重

争后期党对石家庄、沈阳等城市的接管为在全国范

工业建设，致使这期间城市的消费水平受到了影响，

围内接管城市、解放城市以及治理城市提供了重要

不仅在整体层面上限制了城市的全面发展，也在个

经验；特别是党在革命时期的工运工作为新中国成

体层面上制约了市民的城市生活质量。

立后党的城市工运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2．工业兴城（1949—1978）：建设时期城市
工作的中心任务

3．经济富城（1978—2012）：改革时期城市
工作的中心任务
1978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务院召

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中国共产党步入了从新

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大会强调要发挥城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

的新阶段。如何把一个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家建设成

求城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8]，标志着城市

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就成为中国共产

建设进程的重新开启。同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党在建设时期的新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

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步入改革开放新时

产党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特别是前苏

期。改革时期不同于建设时期的最大之处，在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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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党的各

要“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

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而展开。城市建设自然也

发展道路”[20]。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

需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经济

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立场融贯到城市建

建设的直接目的在于富起来，因此这也决定了这一

设中，其核心要求就是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市建

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发展经济中

设，实质上就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人民

推动城市富裕即经济富城。

城市。人民城市思想的提出，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属

相较于工业建设，经济建设的内涵更加广泛，

性的维度看“符合城市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再政治

也更加契合人民对“富起来”的需要。在以经济建

化’的当代趋势”，从思想史的维度看则继承并发

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城市经济得到了快

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批判和列宁

速发展。从纵向比较看，国内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

关于城市与人民关系的论述”以及“新中国成立以

入、人均消费支出均逐年增长，其中可支配收入从

来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中国化”，可谓城市发展

1978 年的 343 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21 810 元；人均

观的重大创新[21]。在具体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要

消费支出则从 1978 年的 311 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5

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

161 元，人民的城市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从

位”[22]，把城市定位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

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速较高，呈现出快

要载体，依靠人民治理城市、由人民共享和评判城

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奇迹，与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发

市发展成果，质言之就是开启人民治城的城市发展

展的差距正逐渐缩小。2011 年，上海 GDP 已超过

新道路。总体上看，新时代党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

新加坡、韩国首尔，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顺应了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诉求，实

的比较优势。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与经

现了对作为工业发展容器与经济增长机器的城市

济建设在互动中均得到了飞速发展，城市经济状

定位的理念超越。只要沿着人民治城的道路走下

况、人民城市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总体实现了

去，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属性必将日益彰显。

经济富城的目的。但由于侧重追求城市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一度陷入唯 GDP 主义，呈现
为温家宝所言的“不完全的城市化”[19]，衍生出以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主要成就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城市百年来从当初的封建

农民工融入难、交通拥堵、城市历史文化破坏严重、

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国民党反动势力所占据的反

城市生态严峻等为主要症状的城市病，一定程度上

动堡垒跃升为拉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

制约了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寻求。

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从而彻底地改写了自己的命

4．人民治城（2012—）：新时代城市工作的
中心任务

运，折射出中国的百年巨变，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优势。百年中国城市巨变取得了诸多令人惊

在建设时期，城市建设主要受工业特别是重工

叹的成就，主要包含城市权利不断丰富、城市管理

业建设的主导，这一时期的城市可谓工业发展的容

不断完善、城市工作领域不断健全、城乡融合理论

器；在改革时期，城市建设主要受经济建设的主导，

与实践不断深入等。

这一时期的城市可谓经济增长的机器。而无论是作

1．城市权利不断丰富

为工业发展的容器，还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机器，这

城市权利由列斐伏尔率先提出，主要指人民有

两个时期的城市建设都没有处理好人与城市的关系

占有城市、选择城市、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建设以

问题，没有很好地凸显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属性。

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权利。从起源上看，城市权利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迈

既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天赋权利，也不是一项基于

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全新的历史起

人与人之间简单约定而成的契约权利，而是一种基

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

于人类实践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社会博弈的产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这一发展思想的指引下，习

物，这就导致城市权利从过程上看呈现为“一种有

近平总书记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以

待实现的总体性”[23]。就此而言，城市权利可谓一

新型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改革举措，明确强调

种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现实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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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城市权利大体经历着这种现

的城市化下，2011 年的中国常住城镇人口数量已占

实化的过程。

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51.27%，学界据此认为中国实现

近代中国的上海、厦门、北京、天津、南京等

了从传统乡土中国向现代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变。

城市由于列强入侵，成为他们的国中之国。对于广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也高度肯定了这

大人民群众而言，这些被入侵者占领的城市成为禁

一成就，指出“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

地，从而丧失了占有城市、自由进出城市谋取生活

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

的权利；对于当时的政府无论是之前的清政府还是

自公元前 221 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

稍后的国民党政府，他们都丧失了对这些城市的独

之一”[25]。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

立的行政管辖权、规划权。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中国城市化现状，进一步提出了提高户籍城镇化

下，中国人民通过民主革命解放了这些城市、恢复

率的要求，此举正在推动中国从城乡中国向城市中

了城市主权，这正是党在革命时期通过革命夺城为

国的转变，将为推动中国城市发展迈向新台阶奠定

人民实现的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城市权利。新中

基础。另一方面，从主体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治理

国成立后，在政治层面上恢复城市主权的基础上，

城市、管理城市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地优化城

人民群众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追求和实现更大范围

市管理的主体结构。在中国，城市权利在名义上属

城市权利的新阶段，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总体上表

于人民集体所有，但在具体的权力实践中，中国共

现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上城市权利的不断丰富、

产党在城市的各级党委代表人民成为城市的执政

发展、完善。比如就城市生活权利而言，中国共产

主体，城市的各级政府组织则代表人民成为城市的

党不仅注重为一般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卫生、文明、

行政主体。因此，人民是否能够从名义上的权利所

有序的城市生产生活条件，而且高度重视保障城市

有者落实为实践中的权力行使者，有赖于城市党委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早在建设时期，中国共

和政府的授权或赋权。回顾建设、改革、新时代的

产党就领导探索设立了城市救济制度，在改革时期

历程，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人民有权利参与城市

则进一步升级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40 多

的管理、治理，并从理念上实现了从城市管控、城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提高保障标

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这种理念上的变革导致

准、不断扩大保障对象、不断拓展保障项目、不断

人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实践变革，使人民从建设时期

健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机制，为城市困难群

的城市被动管理者、改革时期的城市有限参与者转

众积极搭建了一张安全、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

变为新时代的城市积极治理者。在新时代的城市治

网，有效满足了他们的生存型生活资料需要以及发

理中，城市中的党委、政府和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

展型生活资料需要，从而确保了他们的生活有尊

管理-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呈现为地位平等

严、有体面。

的、作用具有层次性的协作关系，具体而言，就是

2．城市管理不断完善

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城市党委的领导作用、政府的服

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

务作用、社会的主体作用，不仅大力提升了新时代

布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中国的城

的城市工作绩效，而且大幅提振了人民参与城市的

市也迎来了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一个新的极为敏

积极性。

感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
[24]

3．城市工作领域不断健全

治理并管理好满地战争创伤的城市吗？” 检验城

城市工作是一项综合工程，涉及经济、文化、

市管理的成效，既要从结果维度看城市管理者是否

政治、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同时，城市工作也

推动了城市发展，也要从主体维度看城市管理者的

是一项开放的工程，即城市工作不会一开始就涉及

组成结构。而从结果与主体两个维度回顾 70 多年

全部领域，而是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渐地从部分领

的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段历程充分显

域深入更多领域。换言之，城市工作领域会随着实

示：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夺取城市、解放城市，同

践的推进而不断健全。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其中蕴

样能够治理好城市、管理好城市。

含的城市工作历史就呈现出工作领域不断健全的

一方面，从结果维度看，在党和政府领导推动

特征。在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是党的中心工作，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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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工作主要在于从政治领域组建党的城市组

行，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出以乡哺城的特点，以城带

织，以及从文化领域宣传马列主义，以更好地组织

乡的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从而导致毛泽东的

工人群众、宣传工人群众、团结工人群众，从而巩

城乡兼顾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改革开放后，

固壮大革命力量。建设初期，由于党高度重视发展

为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进一

经济，党的城市工作不仅注重做好政治领域的清正

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城乡兼顾思想，先后提出了城乡

廉洁、社会民主、管理机构设立等工作，而且注重

互动、城乡协调、城乡统筹以及新时代的城乡一体

做好文化领域的社会风气改造等工作、经济领域的

化发展思想，破除阻碍城乡融合的思想束缚；在实

三化一改等工作以及社会领域的社会安全、民生保

践上则进一步完善了城乡融合的领导体制、工作机

障等工作。其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

制等，在做好城市工作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了以城带

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城市工作遭遇波折，各个领域

乡的功能，开启了城市工作反哺农村工作的新进

的工作出现波动乃至停滞不前的问题。改革时期，

程，极大地改善了乡村面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党中央拨乱反正，确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采取城乡一

路线，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由此使党重新

体化等措施，结束了千百年来困扰农村地区的绝对

恢复了在城市工作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

贫困问题，使城乡融合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建设、社会建设等各项工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迈上新台阶。

在继承城市工作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凸显了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使城市工作由革命时期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宝贵经验

注重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二位一体、建设和改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主题，

时期注重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设的四位一体扩展到新时代注重政治建设、经济建

化接续发展的历史。由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马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

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体，使城市工作的领域不断健全，能够更加顺应人

因此内在包含并要求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

民日益丰富、多元的城市美好生活需要。

从党的百年城市工作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也确实注

4．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

重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同城市工作良性互动的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居住空间的两种基本形式。

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私有制下城

国化的过程。党的百年城市工作之所以取得一系列

乡从分离走向对立的必然性，并认为随着私有制的

历史成就，是与其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

解体，城乡也将从对立走向融合。在《反杜林论》

国化分不开的。由此，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

中，恩格斯就批判了杜林把私有制下的城乡对立视

成为党的百年城市工作蕴含的一条宝贵经验，为推

为永恒的错误观点，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

进新时代的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制的解体，“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
[26]

1．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为一种基本原理、科

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恩格斯

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也体现为一种基本原

的城乡融合思想，早在革命时期就很注重城市工作

理、科学方法，很难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工作

与乡村革命的相互配合。为处理好新中国成立后的

的现成指南或直接答案。党的百年城市工作历程充

城乡融合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城乡兼顾的思想，告

分证明：如果按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直接

诫全党同志决不能只顾城市、丢掉乡村，而是“城

照搬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则很可能会误导甚至阻

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

滞党的城市工作进程，进而延误党的其他各项工

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

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1]1427

，

作；只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强调“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要使农村的生

才能指引党的城市工作不断前行，进而有利于推进

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

党的其他各项工作。比如，在革命初期，党内主要

[27]

些”

。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城乡二元政策的推

领导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反动势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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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强与俄国反动势力统治城市弱的差异，没有充

市数百年方才达到的现代化成就差距，甚至有些城

分认识到党领导的军队力量与反动势力领导的军

市已经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的现代化成就，充

队力量的差异，直接照搬俄国的城市革命理论，认

分证明中国城市工作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合理

为中国应当像俄国一样实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暴

性，与国外城市发展坚持突出政府领导作用或市场

力革命，据此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的政权，其结

主导作用形成了鲜明差别，深化了关于城市党建理

果就是各种城市革命在反动势力的强势防守和反

论的认识。价值维度上，中国共产党注重体现“城

攻下不断败退，致使党和军队遭受重大损失，革命

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29]这一价值底

跌入低潮。在反思城市中心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

色，通过解放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城市，为人民

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反动

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为实现国家富强、

势力统治城市强、统治乡村薄弱的实际情况，创造

民族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石。回顾党的百年城市工

性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作，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新革命道路，其结果就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探索城市治理一直以来的根本立场”[12]，与国外以

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夺取革命胜利、建立

服务资产阶级利益为导向的资本城市形成了鲜明

新政权的任务，充分证明这条道路走得对、走得好。

差别，深化了关于人民城市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城市形成专题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

体系化的探讨，但其文本中蕴含丰富的城市思想，

党的城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城市工作提出了一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思想源头，对于当前

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推动城市工作由管

开展新时代城市工作仍具有跨越时空的指导价值。

理城市进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一方面需要系统挖掘和深度整理马克思恩

的新阶段，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富

格斯文本中的城市思想，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

矿”。这可以得出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

论打下坚实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需要下一番关于

论的一个可行方向，即从这种富矿中提炼新的城市

中国城市调研的真功夫、苦功夫，充分调查和科学

话语。话语是理论的核心载体，好的城市话语（如

分析城市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治理”“人民城市”）

文明建设等发展现状，实现对城市发展特殊规律的

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城市理论、发展城市理论。从新

掌握、认识和运用，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之

时代城市工作中提炼科学、合理的新话语，具有发

“矢”射中新时代中国城市实际之“的”，最终拟

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讲好中国城市故事、抢占

定推进城市工作的相关思路、方针、政策等。

城市理论话语权等多重功能，需要引起重视并进一

2．在中国城市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在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在城市实践中发展马克

步予以推动。
3．合理对待国外城市理论和中华传统城市思
想资源

思主义城市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

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不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共产党从多个维度推进

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中国化，还包括国外

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发展，其中政治维度与价

城市理论的本土化以及中华传统城市思想的时代

值维度是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维度。政治维度上，中

化。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的过

国共产党注重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通过在城市发

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国外城

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实现了党建对城市工作的有

市理论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党

效引领，使中国城市在 28 年（1921—1949）的时

的城市工作历程提供了探索这一问题的方向。比

间内就恢复了主权，实现了从“一个为帝国主义和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苏为师”方针的影响

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

下，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城市

[28]

；在 90 年（1921—2011）的时间内实现

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苏联城市理论为指导，但与此同

从 乡 土 中 国 向 城 乡 中 国 的 跨 越 ； 在 100 年

时也注重借鉴中华传统城市思想中有关空间规整、

（1921—2021）的时间内大幅度缩小同发达国家城

功能分区、天人合一等有益资源，从而一定程度上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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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城市规划、推进城市发展等层面避免了完全

其基本经验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的“苏联化”，体现出中国特色，在推进城市工业

[10] 刘士林．城市中国之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

化过程中保存和延续了许多城市文脉。改革开放
后，在追求城市发展世界化、国际化的趋势下，中
国共产党开始广泛借鉴社区理论、区域发展理论、
大都市圈理论、海绵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智
慧城市理论等各种国外城市理论，一定程度上助推
了中国城市发展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接轨，使中国城
市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但同时，由于把世界化、
国际化误等于西方化、欧美化，一些城市地方党委
和政府在运用西方城市理论时不加反思、不加鉴
别、盲目运用，其结果就是使“不少城市变为各类
外来规划理论的试验场”[30]，进而在实践上出现各
种备受诟病的规划乱象如千篇一律的洋大楼、破坏
性开发导致的城市文脉割裂等。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是需要
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指导的，但同时也应当注
重合理借鉴国外城市理论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
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
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指导地位、推动
国外城市理论本土化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源时
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市
理论的新发展，进而为指引和发展新时代城市工作

党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20．
[11] 习近平．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一百周年[N]．人民日报，2021-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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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国家治理，2021(14)：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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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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