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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上海城市转型的历史与文化
　 　 　 钱文亮

摘　 要:　 近代上海经历了从一个海边县城崛起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历程ꎬ在此背后的原

因复杂多样ꎬ除了世界格局的大变与优越的地理位置ꎬ江南地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是

上海近代城市转型的重要因素ꎮ 本文通过勾勒近代上海从单一“县城”演变为“二元城

市”、进而跃升为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发展历史ꎬ揭示了在此过程中江南地域文化与西方

工业文明在上海城市崛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关键词:　 上海ꎻ江南ꎻ西方ꎻ城市近代转型ꎻ“二元城市”ꎻ国际大都市

中图分类号:Ｋ２９５ 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 ９１４２(２０１８)０６ － ０１５２ － 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５
作者简介:钱文亮ꎬ男ꎬ河南罗山人ꎬ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ꎬ文学博士ꎮ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都市群理论与中国城市圈发展研究”(项目编

号:１３ＪＪＤ７５０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①　 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ꎬ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８６ － ８７ 页ꎮ

一

近代上海经历了一个从海边县城、因商贸而兴的区域性港市到工商业共同繁荣的国际大都市的特

殊历史发展过程ꎮ
１８４３ 年ꎬ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强迫开辟上海为通商口岸、在上海县城的北面设立租界ꎬ对近代上海

的城市发展产生明显影响ꎮ
开埠之前的上海ꎬ位于长江入海口南侧的黄浦江畔ꎬ为清政府上海县的行政中心ꎬ拥有地理条件特

别优越的商贸港口ꎮ 以周长 ９ 华里、高 ２ ４ 丈的环形城墙为界ꎬ当时的上海县城地区可分为“城”与

“港”两部分ꎮ 城墙之内的县城“衙署、县学、书坊等公廨布满城厢”①ꎬ东门至南门的城墙之外的港区ꎬ

２５１



则是“人烟稠密ꎬ商贾辐辏ꎬ码头、货栈、商行密布ꎬ与城内邑庙闹区成犄角之势”①ꎮ 不过ꎬ当时的上海尽

管已称繁荣ꎬ且有江南古镇的幽情雅趣ꎬ但市容面貌却相当落后ꎬ布局杂乱无章ꎬ“城厢内外有街巷百余

条ꎬ但大多狭窄弯曲”ꎬ路面高低不平ꎻ“同时ꎬ沟渠淤积ꎬ建筑拥挤ꎬ景象破败ꎬ几乎没有公共设施”ꎬ表现

出封建时代中国县级城市的普遍特征②ꎮ
１８４３ 年 １１ 月ꎬ根据中英«南京条约»ꎬ被列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正式开埠ꎮ 英、美、法等西方诸国的殖

民者从此开始占据苏州河入江口两岸和黄浦江黄金水道西岸的大部分岸线ꎬ以之作为租界ꎮ 这些地方

当时虽然还是芦苇丛生的浅滩沼泽ꎬ交通却极为便利ꎮ 从开埠到 １９４３ 年一百年间ꎬ西方殖民者以此为

中心ꎬ一再抓住外交上的有利时机ꎬ不断寻找借口进行扩张ꎬ最终形成了占地 ４８６５３ 亩的租界③ꎮ 不仅

如此ꎬ租界里的西方人还依据«上海土地章程»、«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等成立了自己的市政管理

机构“工部局”、“公董局”及其警察武装(即“巡捕”)ꎬ享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ꎮ
由于租界占据了中心位置ꎬ当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市区面积逐渐扩大以后ꎬ新的市区只能在租界的

外围形成南市、闸北等区域ꎻ横梗其中的租界把中国人管辖地区分割开来ꎬ形成“三界四方”的特殊格

局:英、美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ꎬ法租界由“公董局”管理ꎬ租界之外由中国政府管理ꎮ 整个上海的

城市行政权被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所分割ꎮ 近代上海特殊的城市框架和行政体系至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步形成ꎮ
上海被迫作为通商口岸城市ꎬ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到来在无意间“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④ꎬ使

得上海“脱离了原来的发展轨道”⑤ꎮ 租界的生产生活方式ꎬ影响了当时的上海居民ꎬ带动了城市的

转型ꎮ
租界地区第一次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ꎬ是在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ꎮ 因为先后有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

攻打江南ꎬ上海及其周边江浙皖等地区的士绅商贾、官僚百姓竞相逃往租界躲避战乱ꎬ人口和财富随之

大量流入租界ꎻ加上租界当局乘机扩大行政、司法权力及控制面积ꎬ租界以惊人的速度繁荣起来ꎮ 作为

城市支柱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埠际贸易、零售商业和金融业ꎬ重心开始向租界内集聚ꎮ 于是ꎬ两个新的经

济地理概念“北市”和“南市”在上海出现了ꎮ 北市指新兴的租界商业区ꎬ南市即以县城为中心的传统商

业区ꎮ 因为遭受战争破坏ꎬ且无有效的市政管理ꎬ与“北市”比较ꎬ“南市”已经相形见绌ꎮ⑥

上海租界的近代化首先从市政建设起步ꎮ 开埠后ꎬ因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ꎬ租界当局立即修筑堤

岸ꎬ填埋沼泽河浜ꎬ兴建高标准的马路ꎬ规划和打造区域陆上交通ꎬ在租界区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

络ꎻ与此同时ꎬ进行整浚港道以及建造码头、开辟公园等工作ꎮ 这样一来ꎬ辖区内“三里五里一纵浦ꎬ七
里八里一横塘”的水网地貌ꎬ便很快被马路、桥梁和街区所取代ꎮ⑦ 除了道路交通ꎬ租界当局还重视市民

生产、生活服务类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的建设ꎮ 租界内的西方人直接引进了其母国英、美、法等国的技

术ꎬ在上海建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煤气公司、发电厂和自来水公司ꎬ还有通达国内外的电报电话和邮政

系统ꎬ以及大量的公共娱乐设施ꎮ
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的建设ꎬ为上海租界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ꎮ 经过几十年

３５１

钱文亮　 论近代上海城市转型的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杜黎:«上海开放历史一二三»ꎬ载于叶树平、郑祖安编:«百年上海滩»ꎬ上海画报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５ 页ꎮ
朱华:«上海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历史回顾»ꎬ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ꎬ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９３ 页ꎮ
其中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占地 ３３５０３ 亩ꎬ且不包括 １９１４ 年以后“越界筑路”的面积 ４７０００ 亩ꎮ

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有 １５１５０ 亩ꎮ 详见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ꎬ«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ꎬ第 ７６６ 页ꎮ
何一民:«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ꎬ«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朱华:«上海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历史回顾»ꎬ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ꎬ第 ９９ － １０３ 页ꎮ
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篮»ꎬ«史林»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的建设ꎬ到 ２０ 世纪初ꎬ以南京路外滩为中心的租界地区已呈现出近代文明的繁华景象ꎮ 这里不仅成为

上海的商业中心ꎬ而且道路宽敞ꎬ高楼耸立ꎬ灯火辉煌ꎬ一派大都市的气势①ꎮ 在进行市政建设的同时ꎬ
租界当局也将西方的城市管理措施移植于租界内ꎬ建立起了纳税制度、市政管理制度、交通规则等ꎬ并为

这些制度的实施颁布了一系列细则和措施ꎮ
至此ꎬ上海因租界的存在而不再是单一结构的整体ꎬ上海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由此置于一个二

元空间:租界、上海县比邻共存②ꎻ或者如林达约翰逊所说ꎬ上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二元城

市”③ꎮ
相对于租界ꎬ上海华界在 １８９５ 年以前“本无所谓市政ꎮ 所有清道ꎬ路灯ꎬ筑造桥路ꎬ修建祠庙ꎬ举办

团防等事宜ꎬ悉由地方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经办”④ꎮ 不过ꎬ由于租界市政建设与城市管理的有效ꎬ影响

了中国的官僚、绅商和市民ꎮ １８９６ 年ꎬ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ꎬ华界最早的市政机关“上海南市马

路工程局”正式成立ꎻ１９００ 年春ꎬ由上海、宝山两县地方士绅自筹款项ꎬ创办“闸北工程总局”ꎬ不久“浦
东塘工善后局”也告成立ꎮ １９０５ 年ꎬ受清政府“新政”鼓舞ꎬ上海县绅李钟钰、姚文枬、莫锡纶等在沪道袁

树勋支持下ꎬ正式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ꎬ对人口众多、范围广大的华界进行分区管理ꎬ在“形式

上是采用当时外侨市政组织中的董事制”⑤ꎮ 而后改组成立的上海城自治公所和上海市政厅ꎬ基本沿袭

了这套制度ꎮ 华界的市政近代化受到租界市政建设的影响ꎬ历经十余年的建设ꎬ华界的闸北等地开始出

现比较繁华的近代城市面貌ꎮ １９１４ 年ꎬ阻碍经济发展的县城城墙被全部拆除ꎬ旧城区与城外华界、租界

连成一片ꎬ华界中重要却古老的中心城区也开始了市政建设和管理的全面近代化ꎮ
虽然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成效各不相同ꎬ进度也不同步ꎬ但一市三治的特殊格局并未分割和破坏城市

整体ꎮ
晚清时期ꎬ租界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直走在华界前面ꎬ即使到民国初期ꎬ在市容市貌等方面ꎬ华界仍

然落后于租界⑥ꎮ 上海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活动大多是在公共租界进行ꎬ全市大部分的学校、几乎所有

报馆ꎬ也都是设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内ꎮ 到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租界内的外滩原先简陋的建筑更新重

造ꎬ黄浦江边自北向南ꎬ高楼巨厦如群峰突起ꎬ与以 ２４ 层楼的国际饭店、四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路楼群

形成一个“Ｔ”字型ꎬ并由此向外辐射ꎬ与周围的商贸经营型大楼构成了一幅“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壮观画

面⑦ꎬ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奢华而气派的一种象征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ꎬ上海城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华界对租界的赶超上ꎮ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ꎬ直属南京国

民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成立ꎬ上海华界因此得到统一规划与治理ꎬ市政建设加速发展ꎬ市民的生活环境得

到整体性改观ꎮ 此后ꎬ华界的市区和人口继续扩大ꎬ道路建设和公交线路的开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峰ꎬ从而与租界一起ꎬ将上海城市建设提升到了世界先进城市的发展高度ꎮ

４５１

钱文亮　 论近代上海城市转型的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有学者认为ꎬ１８４５ 年«上海土地章程»有关市政建设的若干规定开创了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的先河ꎬ上海租界从
一开始就仿照西方现代城市模式建设ꎮ 详见杨秉德、池从文:«中国近代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ꎬ«华中建筑»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ꎮ

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篮»ꎬ«史林»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引自周锡瑞:«中国城市的现代性与民族性»ꎬ载于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５２４ 页ꎮ
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ꎬ载于上海通志馆编:«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四期»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九辑»ꎬ台湾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７ 年版ꎬ第 １２１３ 页ꎮ
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九辑»ꎬ第 １２２２ 页ꎮ
相对于租界ꎬ上海华界迭遭二次革命、江浙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三事变”等各类战争的威胁与破坏ꎬ

正常的建设几度处于停顿状态ꎬ这也是华界的城市建设落后于租界的重要原因ꎮ 参见张笑川:«战争与近代上海闸北城
区的变迁»ꎬ«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忻平:«人建筑空间文脉»ꎬ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ꎬ第 １１７ 页ꎮ



在时局动荡、战火频燃的近代中国ꎬ由于上海特殊的“租界环境”①与通商环境ꎬ形成了大量资金、工
厂与人口集中于上海的明显趋势ꎮ 上海的崛起ꎬ是商业贸易、金融业迅速发展的结果ꎬ贸易的发展直接

引发了城市的工业化浪潮ꎬ在整个近代ꎬ上海的工厂数量、平均规模、技术和设备ꎬ在全国居领先地位ꎻ而
工商业的繁荣ꎬ直接带动了人口规模的扩大ꎬ自 １８５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ꎬ上海人口增长了 ９ 倍左右ꎬ净增长人

口达到 ５００ 多万人ꎬ其中 ２ / ３ 左右是外来移民ꎮ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上海就已经是集商贸、金融、工业

于一体的国际大都市ꎬ不仅在亚洲独占鳌头ꎬ而且在世界上也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的第五

大城市ꎮ

二

上海并没有北京、西安和南京等古都那样悠久辉煌的历史ꎬ但它却从古代一座并不显眼的县城成为

经济发达的近代城市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ꎬ其颇富传奇色彩的崛起与发展本身ꎬ恰恰

折射出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历史进程ꎮ
众所周知ꎬ中国走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国内经济循环而向世界经济体系开放并融入ꎬ进而接受工

业革命之后的世界文明体系主要始于 １９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失败ꎮ
在 １９ 世纪之前ꎬ中国还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ꎬ以小自耕农为骨干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

语)形成农业帝国经济结构的稳固性ꎬ并且得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儒学文化系统的支持和加固ꎮ
因采取皇室统治的中央集权制ꎬ强调专制帝国对“编户齐民”的控制ꎬ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非竞争性”
的②ꎬ处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之中ꎻ“重农抑商”作为安定社会和防止民间权势增大的重要

手段ꎬ成为专制帝国的基本国策ꎻ而且ꎬ为保持其“非竞争性”的立场ꎬ帝国统治者倾向于闭关自守ꎮ 这

一现象的原因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ꎬ“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③ꎮ 同时ꎬ在儒学

“天下国家”观和“夷夏之防”理论的支配下ꎬ直到晚清ꎬ上至皇帝下到老百姓在“中国是天下的中心”的
幻觉中ꎬ对世界的认识严重滞后ꎮ

而与明清专制帝国大相径庭ꎬ自 １６ 世纪新航线开通以后ꎬ资本主义在西欧诸国迅猛发展ꎬ其注重契

约与权利、尊重规则与惯例、关注世俗利益等精神取向和品格ꎬ带有明显重商主义倾向ꎮ 其以自由经济

为本位ꎬ以赚钱致富为荣ꎬ提倡竞争———具有那种开发全球市场、实行商品与资本输出并就能源展开争

夺的逐利本能ꎮ 这种逐利本能ꎬ导致了鸦片战争ꎬ在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ꎬ客观上使一些中国

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ꎬ在这些城市中ꎬ上海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ꎮ
就城市的出现与发展而言ꎬ因商兴城、因港兴市是一般规律ꎮ 早在明清时期ꎬ位于经济发达的江南

地区且襟江临海的上海便已成为以商品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城镇之一ꎬ在清代嘉庆年间即有

“江海通津ꎬ东南都会”之誉ꎬ而在 １８３５ 年前来考察的英国传教士麦都士(Ｗ. Ｈ. Ｍｅｄｈｕｓｓｔ)眼中ꎬ“上海

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即使不超过广州ꎬ至少也和广州相等”④ꎮ 但是尽管如此ꎬ开
埠前的上海仍然不能摆脱古典城市形态ꎬ其工商业发达程度无法与借贷发达、金融活跃条件下的西方工

业城市相提并论ꎮ 和中国其它普通县城一样ꎬ上海的设置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了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ꎬ
而是出于清政府在这个地区实行统治的需要ꎮ 也就是说ꎬ开埠前的上海首先是作为清政府上海县的行

政中心———县治所在地而存在ꎬ仍然是封闭型县城ꎬ在体制上处于上海县的管辖之下ꎬ并不具有超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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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区之上的城市建制①ꎬ甚至在城市形态上也以圆形的封闭的老城厢为主体ꎮ 所以ꎬ这时候的上海县

城ꎬ仅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ꎬ扮演的仍然是一个传统商埠的既定角色ꎮ 其繁华所在实际是城墙之外的

港区ꎬ在十六铺以南长约 ２ 至 ３ 公里的黄浦江西侧沿岸ꎮ 由于商人们赚钱的方法ꎬ莫过于长途贩运和贱

买贵卖ꎬ利润有限ꎬ这也决定了城市的人口规模一直在 ２０ 万左右ꎮ②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轻商”ꎬ城市意识相当薄弱ꎬ政府只重视征税ꎬ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政管

理职能和相应的机构ꎬ地方行政官员都不把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ꎬ所以现代意义上的

市政规划和市政建设基本没有ꎮ 正因为如此ꎬ当 １８４３ 年正式开埠ꎬ上海县城仍然保留着江南古镇的幽

情雅趣ꎻ在城市的管理上ꎬ也完全因袭中国传统封建管理方式ꎬ城乡无甚大差别ꎮ 故此ꎬ施坚雅才说“前
现代中国城市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③ꎮ

不过ꎬ上海毕竟又是一个天然良港ꎬ有着不同于一般县城的潜在发展优势ꎮ 其襟江临海的优越地理

条件与天生具有的通商优势ꎬ早已为处心积虑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列强所垂涎ꎻ所以ꎬ当«南京条

约»签订后ꎬ英国、美国、法国很快便占据上海县城外交通最便利、发展前景最好的地理位置作为租界ꎬ
各国洋商更是争先恐后地来此开设洋行、银行ꎬ“以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为标志ꎬ自 １８５０ 年代起上海逐

渐成为广州以外中国新的对外贸易中心”④ꎮ 洋商和西方传教士等进入租界后ꎬ除了在道路建设、城市

规划、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方面极力追赶世界潮流之外ꎬ租界当局还搬来了一整套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

的市政组织结构和市政管理制度ꎬ在构筑近代城市物质形态的过程中ꎬ改变了中国古典城市的结构和功

能ꎮ 具体来说ꎬ租界对上海城市演变的影响具有双重性ꎬ它的存在既便利和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

的侵略ꎬ使上海打上半殖民地城市的烙印ꎬ与此同时又提供了一个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展览馆”ꎬ上海

人对其器物、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有了直观、具体的认识与了解ꎻ通过租界ꎬ中西文化在近代上海直接

碰撞、交流与融合ꎬ进而形成了影响上海城市的新的文化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上海面对的实际上是西方近

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空前强大的工业文明ꎮ 这种影响要而言之ꎬ表现在以下几点ꎮ
第一ꎬ转变了不少上海人以至中国人的物质观念ꎬ使人们接受了工业文明“以商贾为本计”的经济

模式与竞争意识ꎬ产生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新的价值观ꎬ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ꎬ商业成为独立经济

部门ꎮ 晚清末年ꎬ清政府出于王朝安危的考虑推行新政ꎬ由抑商变为重商ꎬ朝野上下一致倡行“实业救

国”ꎬ在外国资本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企业兴旺发达的同时ꎬ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有显著发展ꎮ
第二ꎬ租界为上海提供了依法自治的城市管理模式ꎬ推动了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

治运动和上海市民自治组织(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等)的成立ꎮ １９２７ 年ꎬ上海特别

市正式成立ꎬ成为与省平行、直辖中央的城市型政区ꎬ标志着上海从此脱离了传统行政区划体系的羁绊ꎬ
在体制上具有了合法的城市建制ꎮ

第三ꎬ租界内通行国际惯例ꎬ具有推动各种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ꎻ除此而外ꎬ在时局动荡、战火频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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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二级制的行政区划体系以来ꎬ两千多年间ꎬ中国一直只存在一种政区模式ꎬ即
地域型政区的模式ꎮ 所谓地域型政区ꎬ是指面状的行政区划ꎬ即省是国家的区划ꎬ县是省的区划ꎬ乡是县的区划ꎮ 在中国
古代ꎬ城市始终不是行政区划的一种ꎬ中国古代社会是积乡而成ꎬ而不是积市而成ꎮ 中国古代的城市最先是作为各级行
政区划的中心存在ꎬ如州治、郡治、县治等ꎬ这些城市既是行政中心ꎬ又是经济中心ꎮ 宋代以后ꎬ工商业经济发展较快ꎬ在
各级行政中心以外又出现了不少经济发达的城镇ꎬ方才形成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分离的二元化倾向ꎮ 但是直至清末ꎬ经
济再发达的城镇也未能冲破封建的躯壳ꎬ在体制上依然要受其上级府县的管辖ꎬ并未出现超越县级政区之上的城市建
制ꎮ 参见周振鹤:«上海设市的历史地位»ꎬ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ꎬ第 ８２ 页ꎮ

参见周绍荣:«租界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影响»ꎬ«江汉论坛»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１ 期ꎮ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ꎬ叶光庭、徐自立等译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７ 页ꎮ
参见李发根:«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以战争契机与口岸制度为视角»ꎬ«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年

第 ９ 期ꎮ 该文指出ꎬ除了太平天国战争对传统贸易格局的打破ꎬ１８６１ 年汉口、九江和镇江的开埠使得整个长江流域成为
上海真正意义上的腹地ꎬ才是上海彻底取代广州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最终原因ꎮ



的近代中国ꎬ上海租界对各类战争与封建军阀势力侵扰具有很大程度的抗干扰性①ꎬ加上有效的市政管

理和企业管理模式ꎬ因此吸引了国内国外大量的资本ꎬ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ꎮ
第四ꎬ租界当局对于租界内不触及殖民者直接利益的言论和行为ꎬ一般不加干涉ꎬ对当时参与社会

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一些精英人士提供保护ꎬ吸引集聚了国内外大量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精英和各类人

才ꎬ他们在上海兴办新式学校、创办报刊杂志、书店出版社ꎬ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艺术活动ꎬ传播和倡行

新思想与新文化ꎮ
第五ꎬ上海的建筑格局与式样也受到了西方建筑形制的影响ꎮ 开埠以前ꎬ上海地区主要是土

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ꎮ 受儒家的等级观念和道家摹仿自然、虚实相生思想的影响ꎬ中国传统建

筑讲究高低错落、对称平衡ꎬ以横向铺开的组群式为主ꎬ崇尚平面空间尺度的巨大ꎬ表现出由“天

人合一”观念出发的对大地的亲和力ꎮ 所以ꎬ开埠以前的上海县城其中心是官府的衙门ꎬ另外就是

豫园、徐园等江南园林ꎬ城隍庙、高昌庙、静安寺、虹庙、天后宫等宗教庙宇ꎻ而县城的居民住宅也以

院落式低层建筑为主ꎬ房屋朝向庭院里面ꎬ靠院墙连接而呈蜂窝状ꎬ以封闭幽深为特征ꎬ主要建筑

都是中国传统式样ꎮ 开埠以后ꎬ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ꎬ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上海ꎮ 在租界中

心商业区ꎬ不久便呈现出鲜明的西方景象:“洋楼耸峙ꎬ高入云霄ꎬ八面窗棂ꎬ玻璃五色ꎬ铁栏铅瓦ꎬ
玉扇铜环”②ꎮ 与中国传统建筑不同ꎬ西式建筑以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为主导ꎬ而且ꎬ受宗教文化

天堂观念与商业竞争意识的影响ꎬ西式建筑以石质梁柱为特点的“柱式”结构ꎬ造成了一种上耸的

造型和仰望天堂式的布局ꎮ 在住宅区ꎬ西式建筑则追求明亮通风的居住环境与开朗的空间ꎬ外表

华丽美观ꎬ大方实用ꎻ和西方人开放心态相适应ꎬ租界地房屋的窗户一律朝向街道ꎮ 受西式建筑的

影响ꎬ上海的民居建筑很快出现新的特点ꎮ 自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ꎬ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

宅) 、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ꎬ其中最多的建筑ꎬ是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
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ꎬ以及由石库门等普通乃至简陋的房子组成的弄堂ꎮ

三

虽然说ꎬ西方(近代)文化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ꎬ但这种外力作用不可能脱离上海

所扎根的本土文化而发挥影响ꎮ 固然ꎬ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保守性特征和自我封闭的倾向ꎬ但在另

一方面ꎬ也有善于舍弃固有观念以接受外来事物ꎬ吐故纳新的开放传统③ꎮ 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

略ꎬ民族生存发生危机的情势ꎬ激发了中国文化开放的一面ꎬ这成为上海能够吸收西方文化的主要

原因ꎮ 除此之外ꎬ近些年的学术研究证实ꎬ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④ꎬ开埠以前ꎬ在经济结构、社会文

化和行为方式方面ꎬ已经具有较多的近代性因素⑤ꎮ 换句话说ꎬ开埠之前的上海本已具备飞跃性发

展的巨大潜力ꎬ而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并加入全球市场ꎬ只是上海的潜力得以释放、爆发的一个契

机ꎮ 而这种被压抑的潜力实际上早就形成于江南地域经济和文化之中ꎮ 历史学家注意到ꎬ开埠之

前ꎬ上海之所以能够从“区区草县”变成“江海通津ꎬ东南都会” ꎬ这跟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开放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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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ꎮ 上海是典型的江南港市ꎮ 港口盛ꎬ上海就盛ꎻ港口衰ꎬ上海就衰ꎮ 开埠前的上海为什么不能

更“往前一步” ? 根本原因在于ꎬ当时上海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自主性ꎮ 朝廷把海禁解除了ꎬ上海就

发展起来了ꎻ朝廷一关门ꎬ上海就萧条了ꎮ①

据此而观之ꎬ近代以来上海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其获得了足够自主性ꎮ 然而仅此一点并不足以

解释近代上海腾飞的奇迹ꎮ 因为同样是作为通商口岸、以租界为主体的商埠城市ꎬ如天津、武汉ꎬ
同样是作为通商口岸、享受了解除海禁、对外开放政策的城市如广州、厦门、威海、镇江、湛江等ꎬ其
城市近代化的转型和近代化发展的程度就远远不如上海ꎮ 固然ꎬ原因有各种各样ꎬ但是除了世所

公认的地理优势之外ꎬ追根溯源ꎬ上海传奇般崛起的深厚基础其实就在江南地域经济和文化之中ꎮ
据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的专家研究ꎬ江南地区自宋以降就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ꎬ到明清则

臻于成熟ꎬ具体表现为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市镇网络的形成、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经济开放度

的提高ꎬ出现了商业信用、包买商、雇佣劳动和早期工业化等新经济因素②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日本

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才认为宋以降江南社会已经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８ － １３ 世纪

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ꎬ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ꎮ 总之ꎬ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
其说是‘纯农业文明’ ꎬ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ꎬ这是延续到 １９ 世纪中国社

会的最大特色ꎮ”③因为其市场化在整个中国先行一步ꎬ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ꎬ商人的地

位有了很大的提高ꎬ传统的士 － 农 － 工 － 商的顺序ꎬ在开埠之前实质上已经是士 － 商 － 农 － 工了ꎮ
上海社会生活中ꎬ商人地位也比农人高ꎮ④

有利于上海“接轨”近代工业文明的江南地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ꎬ就是江南人在

“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等注重“事功”的观念影响下所形成的求真务实的精神ꎮ 许纪霖言:“上

海文化传统也有个本土资源: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 ꎬ“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

西方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ꎮ 一方面上海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

学)和新教传统相结合ꎬ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ꎬ这
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 ꎮ⑤可以说ꎬ中国江南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

的融通奠定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文化基础ꎮ 与近代工业文明承认世俗生活的合法性、鼓
励追求财富的奋斗理念相似ꎬ江南地区崇尚物质享受的市民文化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ꎬ
追逐声色货利ꎬ追求新奇ꎬ讲究饮食衣着ꎬ蔑视礼教ꎬ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已是普遍现象ꎮ 换句话说ꎬ
工业文明的某些近代因素ꎬ在开埠以前上海所处的江南文化环境中ꎬ也有类似物或萌芽存在ꎮ 而

开埠以后ꎬ来自国内外的各种移民和各类人才中又以江南人占比最高⑥ꎬ构成上海市民的主体部

分ꎮ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ꎬ造成了上海成为文化交流、融合的有利场所ꎬ带动了上海从传统商埠向近

代都市、上海人从乡民向市民的历史性跨越ꎮ
的确ꎬ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发展ꎬ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主体毕竟是人ꎬ是人口的素质ꎮ 在这一

方面ꎬ江南地区对于上海的发展居功至伟ꎮ
众所周知ꎬ江南地区自宋代以后人口就已高度密集ꎬ由此造成耕地不足ꎬ逼迫江南人民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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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细作的传统和勤劳敬业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ꎻ除此之外ꎬ巨大的生存压力也迫使大批劳动力转向

生产经济作物和从事以丝织和棉纺为主的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ꎮ 江南人民走向多种经营发家致

富的传统ꎬ可以说无意之间为开埠之后多功能发展的上海商贸业、服务业、金融业和工业等储备了最充

分的高素质人力资源ꎬ而上海开埠后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高效而神奇的变化当然也得力

于江南地区所贡献的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和职业管理人员ꎮ 这些江南地区人力因素ꎬ是上海腾飞的雄

厚资本ꎮ
江南地区在文化上对上海城市转型的贡献还表现在崇文重教的民风和传统上ꎮ 所谓“东南财赋

地ꎬ江浙人文薮”ꎬ关于江南地区科甲兴盛、人文荟萃的论述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ꎮ 不过ꎬ以前的研究往

往侧重江南作为著名的“科举之乡”ꎬ状元、进士等精英人才在全国的比例很高ꎬ而相对忽视了江南地区

遍布城乡的家学、私塾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与繁荣ꎬ以及普通民众崇尚读书习文、重视教

育的浓厚氛围ꎮ 据相关的历史研究显示ꎬ相对于全国男性低至 ２０％ －２５％的识字比例ꎬ①清代江南男子

的识字率将近 ４５％ ꎬ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地区ꎬ其中接受过县学、府学教育的人数相当可观ꎮ② 而尤为特

别的是ꎬ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其他地区ꎬ江南许多普通人家的女子在明清时一样能够读书识字ꎮ③在上海

城市经济的惊人发展中ꎬ江南地域的文化为之提供了深厚基础ꎮ 在笔者看来ꎬ这种基础因为结合了长期

成长于农商社会所形成的开放心态ꎬ就使得崇文重教的江南人多了一些“知书达理”的理性、多元思维

的宽容ꎮ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西方人最后选择上海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租借居留地ꎬ正是因为这种比较宜

人的地域性格ꎮ 对此ꎬ美国学者霍塞(Ｅｎｅｓｔ ０. Ｈａｕｓｅｒ)的论述足为佐证:“从广州来的英国人对于这个

地方觉得很为满意ꎮ 他们觉得上海人比广州人来得和气ꎬ举动较为文明ꎬ走过街上的时节ꎬ不像在广州

一般时常要受到当地人民的侮辱”ꎻ第一批到上海的美国人在写给他们本国总机关的报告中也这样描

述他们眼中的地方情形:“他们的性情仁慈和平ꎬ乐于学习ꎬ虽因习俗之所积偏于迷信ꎬ但在实际上并没

有过分的重视它ꎮ”④

四

近代西方列强的战争侵略给中国人的情感造成了一次次屈辱与挫败的记忆ꎬ因此ꎬ上海城市开埠以

来的发展与演变ꎬ又始终受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ꎬ处于中国人创建新的“现代民族

国家”的理想与追求之中ꎬ在中西、华洋、殖民与被殖民、现代和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激烈的冲突鼓荡

中ꎬ上海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ꎬ形成了自己复杂而独特的发展历史ꎮ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ꎬ因为租界对中国主权的攫夺ꎬ使得上海形成了独特的“二元城市”形态ꎬ导致

全面的城市规划难以实现ꎬ全市范围的资源调动也是不可能的ꎬ城市发展出现极不平衡的局面ꎮ 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ꎬ城市改建工作被视为实行现代化进程的首要任务ꎬ上海因此被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为重点

开发建设城市ꎬ“中外观瞻所系”ꎬ受到方方面面的极大重视ꎮ 南京当局特将原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辖

大片土地划入上海特别市ꎬ使上海城市发展有更大空间ꎮ 而在实行西方模式的城市化进程中ꎬ上海城市

改建者也竭力保持着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ꎮ 上海特别市成立后ꎬ曾提出过一个旨在摆脱租

界掣肘、改造上海城市布局的“大上海计划”ꎮ 这个庞大的城市建设规划以五角场为新上海的中心ꎬ主
要建筑群吸取中国传统轴线对称手法ꎬ设想以巨大的中式门楼和宫殿造型突出民族特色ꎬ并藉此消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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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心城区的殖民地记忆ꎮ 该计划未纳入租界ꎬ也避开了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区ꎬ实际上属于城市局部

地区的开发规划ꎮ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ꎬ该计划主要完成了开辟市中心区、辟建道路网、建造轻便铁路

“三民路支线”等三项重要任务ꎮ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国民政府收回租界ꎬ西方人主导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由此终结ꎮ 面对战后国家重

建和复兴的重任ꎬ上海市政府专门设立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委会”———笔者注)ꎬ负责

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ꎮ 自 １９４６ 年底至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底ꎬ该计划共完成三稿ꎬ最后交给新中国成立后的

上海市政府集结成册而保存ꎮ 作为二战后中国大城市编制的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ꎬ“大上海都市计划”
虽然没有付诸实践ꎬ但其意义与影响却是深远的ꎮ 该计划采取行政领导与专家相结合、以专家为主的方

式ꎬ从一开始就贯穿了当时城市规划界主流的现代主义的理性思想和理念ꎬ包括有机疏解、功能分区和

区划管理、邻里等理论ꎬ并且深受当时完成不久的艾伯克隆比主持的大伦敦规划的影响ꎬ对上海城市发

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充分而认真的讨论ꎮ 其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

城市规划中仍然得到了延续ꎬ其原理、工作方法在学术和实践中得以继承ꎬ也为当今上海的城市规划与

建设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历史基础ꎮ②

结　 语

近代传奇般崛起的上海既是工业文明全球化扩张中在东方大地生长起来的“新器官一样的东

西”③ꎬ也是江南地域文化传统在近代化烈火中的凤凰涅槃ꎻ而更为重要的ꎬ是上海的城市发展适逢中国

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期ꎬ可谓“时势造城市”ꎮ 城市的建设与

发展离不开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积淀ꎬ在这样的两个时代过渡的节骨眼上ꎬ作为“江南的上海”成为当时

清政府治下的经济“特区”和文化“特区”ꎬ进而跃升为“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ꎬ实属偶然之中的

必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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