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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上海世博会：通向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之路 

魏楚雄  澳门大学 

 

一、上海世博会：百年寻梦 

尽管人们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气势恢宏的开幕式记忆犹新，中国目前又在举办另一盛

会：2010 上海世博会。这些世界顶级盛事，加之世界杯足球赛，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通常是

世界级的文化、娱乐及科技大事。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它们却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两大盛

事主办城市的选择，意图不言而喻。北京被选作 2008 年奥运会的体育赛场，从而在历史上宣

告，作为中华帝国及共产党中国的首都，北京已不再是外国列强可以恣意向“东亚病夫”强

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地方；上海被择为 2010 世博会的主办城市，目的是要昭示，西方

入侵中国、以上海为起点的老路，其方向已被逆转。原本被认为不受欢迎的西方侵略者，如

今欢迎前来对外开放的中国。此外，作为“行政文化名城”的北京，适宜举办政治文化盛

事；而作为商业城市及“大都市”的上海，则适合主办世界级的城市、社会及商业活动。1作

为一座历史及现代名城，上海能向国人展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不断联系及上海充当这一桥梁

的意义。据此意义，上海不愧为 2010 世博会主办城市的不二选择。 

世博会最初是因为 19 世纪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而诞生的。看到法国成功主办了一系列吸

引世界眼球的博览会后，英国于 1851 年邀请众多国家参加了在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博

览会，其间展出了许多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自那以后，世博会在近 30 个国家举办了 120 余

次。其重点及主题经历了三大阶段，分别为：“工业化阶段”（1851-1938）、“文化交流阶

段”（1939-1987）及“国家品牌阶段”（1988-2008）。2 2010 年之后，世博会可能进入一个 

“城市化”的新阶段，因为这是世博会首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而且为了实现希腊哲学

家亚里斯多德两千年前所描绘的“人们为了生存，来到城市；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

市” 3的蓝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成了其口号及主题。 

中国早在第一届世博会时就参与了世博会。宝顺洋行的粤籍买办徐荣村，以其荣记湖丝

参展，荣获金、银奖牌各一枚。1878 年，自强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沪商盛宣怀，将 59 件产

品送法国世博会参展，但展览期间未售出一件产品，遭遇败绩。1903 年 4 至 5 月间，宝顺洋

行的另一青年、后成为中国晚清立宪派代表、实业家的张謇 ，曾八度参观日本大阪世博会，

其创办的颐生酿造公司出品的茵陈曲酒，在该世博会获得一纸奖凭。1904 年，清政府首次派

遣官方代表团，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1906 年又遣团参加了米兰渔业博览会，期间中国获

得各类奖牌、奖凭一百多枚/张及中国酒类首枚金奖。由两江总督端方发起、张謇组织的世界

规模的“南洋劝业会”，1910 年 6 月于江苏江宁举办。美、英、德、日及南洋诸国，均派团

参展，参观者达 30 余万之众。1915 年，中国在旧金山世博会的展览，共获奖牌 1,211 枚 4，

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及 40 年代的战争岁月，中国中断了世博会的活

动。1949 年后，西方对红色中国的敌意及制裁，阻碍了她重返世界大家庭及世博会舞台。这

一局面一直延续到 1982 年为止。1993 年，中国最终加盟了“国际展览公约”，成为国际展

览局的第 46 个成员国。1999 年，昆明主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在 1910 年南洋劝业会举办整

整一百年后的今年，上海主办了 2010 世博会，实现了中国的百年梦想。 

1894 年春，著名实业家、买办、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出版。郑不

仅在该书中提出发动商战，实行全面改革，而且还首次主张于上海举办世博会。他在《赛

会》一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

区，必自上海始，”盖因“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后来，上海人陆士谔、改良派

梁启超、小说家吴研人，分别在各自的小说《新中国》、《新中国未来记》及《新石头记》

中，描绘了他们想象中的上海主办世博会的情景，希望他们的祖国（一头沉睡的雄狮），终

将觉醒，希望他们病入膏肓的民族，终将康复。5在郑观应提出主办世博会的主张整整百年之

后，上海市政府于 1984 年旧事重提，并开始申请于上海主办世博会。2002 年，上海获准主

办 2010 世博会，经过一百多年之后，梦想终于成真。 

 

二、老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人历时如此之久方才得以圆梦？上海是如何赢得竞争的？为什么？梦想成真

的原因是什么？谁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问题十分复杂、敏感，且颇具争议，答案只能从上

海的发展史中去寻找。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地理学家罗兹·墨菲称，现代上海由西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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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脱胎而来，赋予上海西方色彩、使其成为现代商业中心并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服务的主

要城市的，正是西方。6 然而法国历史学家玛丽·格莱尔·白吉尔，却将上海定义为“另一个

中国”，带有西方及少数民族血统，但“与乡村中国同样货真价实。” 白吉尔认为，上海的

影响，“仅限于一个特权区域，并未波及全国其他地区。”它甚至可能“突出二元结构的问

题，导致上海与中国其他省份的分裂。”7 

有趣的是，时隔 20 余年，墨菲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而附和白吉尔的主张。他再度声

称，现代中国经济实际上分为两块：现代经济通过包括上海在内的通商口岸，与国际市场紧

密接轨；而广大内地的传统农业经济，则极少受包括通商口岸的商权在内的外部势力的影

响。8然而，对于上述观点，林达·库克·约翰逊均持反对意见，并称：截至 1843 年，上海

已经位居中国二十大城市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的各类产品，均“积极参与中国

的国内贸易”，她“既非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也非“与中国内陆联系不多的边缘化城

市。”现代上海是早期空间与行政多元化及商业成就模式的延续。9 

然而，墨菲和白吉尔的理论，至少可以用来解释 1854 至 1926 年间的上海局势。其时上

海为三大地方当局（即华界城内的上海市政厅/公所、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及法租界的公董局）

分管，每一当局均有自己的法律及职官。工部局与公董局合作，有效地治理着上海的大部地

区，跨国贸易及商业资本在辖区内发挥着使上海现代化的重大作用。1863 年，进入上海港的

外轮，达 3，000 余艘，卸载货物共计 96 万吨，为其时广州港吞吐量的 3 倍，从而使上海成

为中国第一通商口岸。1895 年，《马关条约》赋予洋人在通商口岸设厂之权利，导致外国投

资进一步增加。10 1919 年始，因对西方国家的原料及食品的需求剧增，加之金价下跌，进口

物价下降，“上海模式达到了巅峰” 。随着地方及中央官僚制约的消退带来的能量释放，加

之公共租界内外营造的“岛屿”治安环境相对良好，新上海便在这种巧合的氛围下诞生了。
11 

然而，现代上海的崛起，在昭示 “西方的胜利”的同时，也引进了可怕的矛盾，其中最

为显著的，便是民族主义意识的滋长。较之其他地方，上海的民族主义意识更为早熟，更为

暴烈，更为复杂，导致了对外国存在的排斥。1927 年，国民政府收回上海后，上海进入了一

个别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对自由放任经济、私营企业及外国特权心怀敌意，上

海的资产阶级因此衰落。1927 年 6 月，南京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收复了中国被剥夺的权

利，将上海各区及郊县纳入其管辖范围。国民政府不仅接管了公共租界内由知名工商资本家

组成的、最为独立的总商会，而且还直辖了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12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

海的命运主要由外国左右。日本的侵略及 1943 年西方列强对治外法权的放弃，结束了上海的

国际地位。外资大量出逃，城市因被绑架而沦为孤岛。在此后的内战中，政府货币持续短

缺，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导致通货严重膨胀，是为当时经济的一大特征。13直到战争结束，

上海的经济才恢复了正常状态。 

 

三、新上海：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上海与西方的国际关系被完全切断，国际资本消失

殆尽。绝大部分民族资本逃往台湾，其余资本被收归国有。西方观察家预言，“上海必将毁

于共产党之手，而共产党必将毁于上海。”14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海非但未遭灭顶之灾，

反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复苏起来。中共在扶植工业的同时，努力控制城市扩张，即实行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从而逆转了 “过度城市化”的趋势（许多第三世界城市，因过度

城市化，得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中国城市避开了许多城市病及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失业

或半失业问题，成为“20 世纪 70 年代全世界的光辉反例。”15 

然而在最初的八年间，中共沿袭苏联发展模式的政策，并未给上海带来益处。共产党政

府通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将上海这个资本主义的国际消费型都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

产型城市。 1956 至 1958 年间，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放弃，对上海来说是一个转捩点：上海的

崛起，既有别于普通的西方城市化经典模式，也不同于制造城乡差别的苏联工业化模式。通

过城乡的紧密联系，恢复中国城市化的传统特征，上海在都市区里实行 “灰色”与“绿色”

的结合，密切协调商品、服务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成为促进更大城乡均衡与农业增长的新

城市区域之一。努力发展中等城市与小城镇，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新构想。发展地方

工业，一方面可吸纳农村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力，一方面可防止城市核心人口高度集中。1953

至 1978 年间，虽然上海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8.8%，与其他中国城市一样，通过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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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动、采取人人有饭吃的用工政策、增进邻里及单位团结，上海同时实现了极为高度的稳

定与平等，拥有良好的治安环境及较低的贫困率。16 

然而，近年来却有许多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断言：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在

投资分配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制定方面，始终是歧视农村的。中共从来就没有什么反城市主

义的广义哲学，她扶持的是一个造成巨大城乡差别的城市发展，引发了一场阻遏农村人口流

向城市的持久战。17这在 1953 至 1973 年间是否真实姑且不论，1978 年后的情况绝非那样。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是从农村发端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更多的生产管理自主权，提

高了农产品价格，并且史无前例地放宽了人口流动限制。 

的确，自 1978 年始，中国转入了一个新方向，但上海仍然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当了约 12

年的“后卫”。1980 年，上海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

一）及向其他地区输出技术人员（过去几十年超过一百万人）等方面、均居全国第一。然

而，由于政府的严格控制，1949 至 1983 年间，上海上缴北京的财政收入，高达 87%，仅留

13%由自己支配，而北京及天津则平均留有 30%的岁收，供地方开支。20 世纪 80 年代，中

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六分之一来自上海，上海因此被称为“摇钱树”。结果，上海 1979 至

1990 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从 8.8%降至 7.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中央领导为之一惊。他

们准备在上海进行改革。 

 

四、焕然一新的上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983 至 1984 年间，中央政府确定了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并出台了对

上海实行倾斜的政策。然而，上海高速发展的腾飞，是在中央政府 1990 年 4 月决定，将上海

作为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试点，将浦东作为上海的增长平台，才真正开始的。较之中国其他

地方，中央政府给予了上海更多的政治支持，更多的优惠政策。1991 至 1994 年间，邓小平

年年都到上海，鼓励当地干部“胆子要大一点，”并且 “要赶超先进。”19 

那个决定非常正确，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上海拥有地理优势，产品极易进入广大内地

和世界市场。此外，自 19 世纪以来，作为中国的重要商业中心，上海早已闻名遐迩，并在全

世界营造了一个广泛的商业网络。而且，上海拥有一支廉价然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现代

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能力相对更强且不那么腐败的城市管理者。这些管

理者在快速振兴上海，将其建设为世界级都市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实行市政

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垂直管理制度，上海市政府完成了从执行中央政府的生产计划到

操作“增长机器”的职能转变。20 导致上海出现新资本主义的，正是这一政策与市场的协同

演进模式，或称“地方国家统合主义”，而非单纯的市场机制。21 

上海过去 20 年间的发展，确实十分显著。1991 至 1997 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为 25%，国内生产总值 2008 年上升至 13,698.15 亿元，是 1982 年的（675.4 亿元）20 余倍。

上海的人均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30,047 元，上升至 2008 年的 73,124 元（10,529 美元），

远远超过取得世博会主办权资格的 8,000 美元的标准。第三产业对上海整个经济的贡献，由

1978 年的 18.6%，跃至 2002 年的 50.6%。 截至 1996 年，外资企业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

额，达到 34.8%，而国有企业的份额，则从垄断地位降至 38.8%。1990 至 2004 年，上海的外

国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 860 亿美元。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由 1993 年的

12.7%，上升至 2003 年的 58.2%。截至 1997 年，在上海设有地区总部或开设分厂的世界百强

企业，共有 55 家。与此同时，上海还在中国各地扩大了横向工商联系，恢复了其外资及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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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集散地的核心地位。2004 年，上海市政府自豪地、满怀信心地提出了“融入全国，服务

全国”的口号。22 

1990 年以来，上海的城市、空间及社会面貌，均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变。1991 年，上海

投入了创纪录的 61.38 亿元，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2008 年，该项预算达到了 1,733.18 亿

元，增长了近 29 倍。上海的污染重灾区，如长期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被整治一清。1978 至

2002 年间，上海内环路以内的第二产业总面积，下降了 11%；5,000 余座商务大厦，在上海

各区拔地而起，其中 220 座集中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1.7 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成为上海的

新地标，与浦西外滩的西方老建筑形成了强烈对比。那些曾是上海最高、最威严的西方建

筑，如今“蜷缩”在浦东新建的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令参观者触景生情，追忆西方在华的

昔日辉煌。23 

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上海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有关食品、商品、水电供

应，道路扩建、交通及邮政服务，新建医院、学校、研究所、博物馆、娱乐中心的数量，图

书、期刊、报纸的出版，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数量等方面的政府统计，均呈大幅增加。上海

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 2000 年的 4.6 平方米，扩大到 2008 年的 12.51 平方米。上海居民

人均居住面积，由 1985 年的 5.4 平方米，扩大到 2008 年的 16.9 平方米。1992至 1997年，上

海对文化机构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前五年翻了一番。新建文化中

心及博物馆 40 余座。上海主办的数不胜数的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艺术节、文化节及展览

会，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众多参与者及参观者。上海居民在住房、保健、教育、娱乐等方

面的开支，显著增加，由 2000 年的 8，868 元，提高到 2008 年的 19,398 元。上海人口平均

期望寿命，从 2000 年的 78.77 岁，上升至 2008 年的 81.28 岁，体现了“美好城市”里的“美

好生活。”2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既是 2010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上海永无止境的奋

斗目标。从上个世纪起，世界便步入了“城市时代。”现在，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住在城

里；两年之后，中国人口的一半也将以城市为家。城市化意味着，伴随着工业化及现代化进

程，人口将聚居于城市中心。虽然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进程，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劳动

力由农业为主的社区，向工业为主的活动转变的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空间体现。的确，城市化

给上海带来了繁荣及美好生活，但是前来上海寻找美好生活的流动人口，特别是那些因为没

有户口和资金而被剥夺了诸如住房、教育、保险、退休、社保、医保及其他许多社会服务权

利的农村人口，也给上海带来了不少问题及挑战。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那堵将中国从地理上

分隔为农村和城市的无形之墙，如今正在将城里人从经济上和社交上隔离开来。中国社会的

这一持续二元性，短期内无法消除。25 历史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上海及其他中国城市。它们

必须继续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迈向比 2010 年更美好的城市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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