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60年 |

专栏题：规划60年

OBSERVATION 观察

李浩
城市规划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邹德慈院
士工作室高级规划师，注册规划师。

苏联专家对“一五 ”时期成都市
规划编制工作的技术援助

回望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思城
市规划工作的内在本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51108427，51378476、51478439）

新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档案之下。谈话记录档案共24页，包含4次谈话的记录文

下建立起来的，对苏联专家有关技术援助情况进行历史梳

件，其中2份为手写稿，2份为打印件（图1、附表）。根

理，不仅是从源头出发，更深入地认识我国城市规划创立

据对各方面信息的解析，4份记录文件，分别记载了1953

和发展基本事实的客观需要，对于反思苏联规划模式对我

年5月9日、1953年7月2日、1955年7月27日和1955年11

国的影响，推动规划工作改革及“中国”特色规划理论建

月11日等共4次专家谈话的有关内容。其中，1953年两次

设等，也具有重要的解析价值。

谈话的苏联专家均为穆欣；1955年7月谈话的苏联专家为

“一五”时期国家所确定的西安、太原、包头、兰

巴拉金，1955年11月谈话的苏联专家为巴拉金和马霍夫

州、洛阳、武汉、成都和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是当时工

（工程综合设计专家），前者主要就“二汽”的厂址选择

业建设及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也成为苏联专家

问题展开，后者涉及规划修改工作（贯彻“厉行节约”指

对规划工作技术援助的重要对象。在《苏联专家对新中国

示）、详细规划、工程综合设计和竖向设计等内容。

城市规划工作的帮助——以西安市首轮总规的专家谈话记

在对“一五”时期规划工作进行指导的苏联专家中，

录为解析对象》一文（载《城市规划》2015年第7期，以

亚历山大·穆欣曾担任苏联建筑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地位

下简称《西安》）中，笔者已就西安市的有关情况加以讨

相当显赫。同时，由于其来华时间相对较早、在华工作时

论。本文继续对成都市规划的相关情况进行解读。

间相对较短（与另一位重要的苏联专家巴拉金相比：穆欣

这里所讨论的成都市规划的专家谈话记录，现藏于

1952年4月来华，在华约一年半时间；巴拉金1953年6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隐藏在一份题为“成

来华，在华三年时间），目前所留存的有关穆欣的谈话记

都市1954～1956年城市规划说明书及专家意见”的科技

录资料极少，成都的两份手写稿显得格外珍贵。以下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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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专门针对这两份手写稿展开。

话，是穆欣在成都市规划编制工作的前期草图阶段对规划

就成都市的规划编制工作而言，档案显示，自1952

工作进行的指导。其中，5月9日的谈话记录篇幅相对较

年末开始，1953年4月完成第一份规划草图，并到北京向

长，所谈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包括“对成都送来的材料的

建筑工程部汇报，期间得到苏联专家穆欣的指导。1953

一些意见”“关于成都的规划”“关于干道、中心、广

年7月（穆欣7月谈话之后），规划工作人员从北京赶回

场”“如何利用自然条件”和“今后如何作的问题”等五

成都继续工作，于1954年3月做出修改方案并再次赴京，

个部分（以下简称5月谈话），而7月2日谈话则较为简略

期间又得到苏联专家克拉夫秋克和巴拉金的指导（遗憾

（以下简称7月谈话）。

的 是 ， 迄 今 尚 未 发 现 关 于 这 一 阶 段 的 专 家 谈 话 记录资
料），于1954年7月初步完成成都市总体规划草案。1954

就两次谈话而言，穆欣对成都市规划编工作的技术援
助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年10~12月期间，国家建委对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成果进
行审查，首批批准西安、洛阳和兰州等三个城市的初步规

对草图阶段规划工作的批评，

划；成都市的规划由于第二汽车制造厂从武汉迁往成都

明确规划编制工作的严格要求

等原因，经历了多次修改，直到1955年12月才获得国家

与西安3月谈话（详见《西安》一文，下同）相比，

建委的正式批准。总而言之，1953年5月和7月的两次谈

穆欣的成都5月谈话中出现了许多比较刺儿的批评性语

图1 成都市规划的苏联专家谈话记录档案

注：左图和右图分别为第1、2份记录文件的首页。
资料来源：专家谈话记录[Z].// 成都市1954~1956年城市规划说明书及专家意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792, p101,110.
附表 专家谈话记录档案概况
序号
文档标题
1
专家发言（成都）
2
专家对成都第一次规划草图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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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金专家对第二汽车厂厂址问题的意见
巴拉金、马霍夫专家对成都市厂外工程综合设计
及修改规划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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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谈话时间
9 1953年5月9日
3 1953年7月2日

整理时间
1953年9月21日
1953年10月13日

3

1955年7月27日

1955年8月3日

9

1955年11月11日

1955年12月6日

备注
推断谈话专家为穆欣
推断谈话专家为穆欣，整理者为徐文如
专家谈话地点为城建总局会议室，城市建
设总局编译科整理
专家谈话地点为马霍夫专家办公室，城市
建设总局编译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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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成都同志没有做好这件工作”“城市经济发展方

无法固定”（101页），穆欣则提出“这个理由是不充分

针是资料的一项，……根据汇报是没有搞这件工作的”

的，因为即使地方对中央的计划虽然不知道，但是地方上

（101页——档案中的页码，下同），“在分区来讲是希

已经有了很多工厂开办或者正在申请拨地，这就是对城市

1

2

[稀] 奇古怪、毫无根据的”“在区域规划 中有好多计算

发展有很大作用的一部分资料”，“在城市规划程序试行

是不合理的”（102页），“平面结构答复太一般化”

办法草案中谈得很仔细，如果按照程序去作，也可不致像

（103页）。在7月谈话时，穆欣又指出：“同志们，这

现在这样零乱而无次序”（101页）。穆欣强调，“重要

次的图比上次的是进了一步，但离要求还是相差得很远”

的是在我们的思想上应该纠正一种看法，就是‘希望城

（110页），“规划图，应该重新作”（111页）。

市发展远景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搞出一套交给我们’，这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和睦”的状况，分析起来可能

种希望是永远得不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能代替成都去

有如下因素。首先，有些指导内容在一个多月前对西安市

做，主动积极性是操[持]在地方同志手里的”，“如果今

规划工作进行指导时已经谈过，苏联专家不愿意再重复赘

天以前对成都发展远景不了解的话，而现在是比较清楚的

述，如关于调查资料，穆欣指出“这方面的材料，我们曾

了解了，就可以作为编制规划意见的材料，这个工作必须

分析过，由局内同志去传达，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提出，

在最近搞出来，当然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建筑工程部的

今天不再讲”（101页）。其次，规划人员身份有所不

指导下进行”（101～102页）。

同——西安市规划作为试点，直接由建工部城建局具体帮

对于规划工作的一些具体内容，穆欣也进行了指

助，而成都市规划以地方为主，“城建局的同志只是以意

导。以用地计算为例，穆欣指出：“成都总面积是8252

见帮助，而没有动手去帮助”（110页），由于穆欣受聘

公顷，按84万人计算是比较恰当的，但稍为[微 ]小了

3

于建工部 ，对西安市规划进行指导时，人员也较熟悉，

些”“各区的面积计算在不知道具体资料时，还是可以计

可能会显得“客气”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

算的，按每人75～80平方米再乘以各区的人口数目就可

于，成都市规划工作起步相对较晚，本身尚未步入正轨，

以得出各区土地面积大小。在由此求出的面积中还包括住

加上规划人员以地方为主所自然造成的对苏联规划理论和

宅用地、公共建筑用地、街道广场、绿地”“详细算法可

方法的认识的局限性，前期草图阶段的缺点或错误在所难

参考列夫千可‘城市规划’（列普琴柯著《城市规划：技

免，就记录文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而言，也明确反映出这

术经济指标及计算》）”“土地计算中看不见铁路用地，

样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专家对于城市规

而铁路在成都是将有很大发展，现在却忘掉了”（102

划工作有着严谨性、严肃性和高质量等严格要求。在谈话

页）。关于水文材料，穆欣谈到：“在成都四面有河，但

中，穆欣反复强调基础资料是搞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前

是在图上河流划出，水位没有标出，把夏、冬二季和历史

提，在规划工作中要始终贯彻认真、严谨的高度负责态

上最高水位标出，这样可以看出与绿地的关系”，“可能

度，同时也必须要掌握正确的规划工作方法。

被水淹地面，用虚线表示是不正[准]确的，看去像是在虚

关于基础资料，穆欣评价“调查资料是原始的，没
有加以分析整理，如像风向、地质、区域气候材料等，不

线间都是被淹地，予人概念不清。可以除了虚线以外还要
应用斜线表示具体被淹地区”（103页）。

能从而得出完整的概念来。这个责任应该由成都来负”

在对规划工作进行指导时，穆欣突出强调了掌握正确

（101页）。关于历史资料，穆欣指出，“搜集有关成都

规划方法的重要性。如在人口计算方面，穆欣指出：“成

之平面结构及建筑艺术特征等的材料，其目的是为了了

都的人口估计是根据苏联几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数字搞出来

解现在城市上有价值的东西，作今后规划的根据”“在规

的，这种方法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同时还应该

划程序中讲，需要城市沿革草图及照片，但成都材料是不

找到类似的城市的资料数据才能用，而这些我们是可以知

够的，还应该在1/2500的图上表示出发展过程来，如旧

道的，因为五年计划我们知道了就可能计算得较准确的人

城、皇城、□[少]城三城在明朝时有多大、有何建筑等，

口数字”（102页）。关于各功能区的组织，穆欣谈到：

这样才可看出沿革和发展来，这样使规划者能了解城市的

“住宅区比文教区小，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当然密度

发展、特殊的风格和面貌，才能利用和保持其风格和面

不对，人口在每公顷面积上还可以多住些人，但是还不能

貌，以与其他城市区别，这一点应特别注意，特别是规划

解决问题的”“这是方法上有错误，这种首先划[画]图而

的同志”（103页）。

从后得出数字的方法是不对的，而应该先确定数字再划

关于经济发展方针，之所以没有及时开展，规划人

[画]图”（102页）。除此之外，在5月谈话中，穆欣还提

员解释的“原因是不知道中央的计划，其次是地方的计划

出了编制用地平衡[分配]表的要求：“规划设计应把界线

是看财政力量而定，搞不清楚，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方针也

[限]划清，面积算明，现状图也要把界限划出，土地面积
北京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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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计算，这样就可以和发展作比较。这个工作在以后还

行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其数目、大小、规模、性质是取

需继续。还需要市区内土地使用分配表，这就可以看出建

决于社会生活和规模，而其社会生活和规模又取决于社会

筑物占多少”（103页）。

性质”“同志们知道历史唯物论的最简单的原则，即某个
社会的城市是适应于当时社会要求的”“在人类社会发展

从“方便、经济、美观”到

的各个阶段上，城市发展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性质的”

“适用、经济、美观”的城市规划三项原则

（105页）。尽管立足于很高的理论层次，但穆欣的谈话

在穆欣的5月谈话中，和西安的3月谈话一样，再次

却并没有在理论上过多停留，而是很快转移到“实证分

讲到了城市规划的三项原则，不过这一次在提法上略有不

析”内容上。有意思的是，穆欣所举实例并非苏联的一些

同：“在苏联的城市建设有三个原则：适用、经济、美

城市，而是中国的北京和天津。

观，我们就根据这三个原则来谈成都的规划”（103页），

北京、天津的案例剖析

3月谈话时的“方便”变成了“适用”。从笔迹判断，这两

穆欣指出：“例如北京，北京是封建社会帝王权利极

次谈话记录的整理者为同一人，而当时苏联专家的翻译是

盛时代形成的（15～17世纪），当时城市建筑者的任务

相对固定的，两次谈话的相隔时间只有1个多月，因而翻译

首先是防御，要有城墙，另外是表现皇帝的威严，所以当

人员也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这就是说，从“方便”到“适

时修了很多城楼和层层叠叠的城墙，并且把皇城、紫禁城

用”的用语变化，不大可能是翻译或记录、整理等因素，

放在城市中心”“帝王是天子，是非凡的人，不单要使北

而应当是穆欣在讲话时使用了一些近义词所致。在5月谈

京人、中国人，同时要使外来的使节也能震慑于他的威风

话接下来的内容中，穆欣很快又回到“方便”一词上:“方

之下，所以需要采取方法来达到这项目的”（105页）。

便。首先是劳动人民、工作干部生活工作是否方便。必须

“采取的办法是，走进皇宫是一条大道，成为北京的建筑

声明一点，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的方便，不是就说是要放

轴线”“如从城门到天安门要走很久，下几次车，换几次

在一处，而是说工厂与城市之间要布置得很好，在考虑问

衣服，使他们产生了威迫的情绪，这正是皇帝所需要的，

题时，不能单独提出先摆工厂好或先摆住宅好，根据苏联

这就完成了第一步”“到天安门以后穿过午门、端门，

的经验应该是同时考虑的”（104页）。

过桥到太和殿才是正式接见的地方，这种建筑艺术和规

值得注意的是，穆欣对于“适用、经济、美观”三

划使进[觐]见者在当时已经发抖了”（106页）。不仅如

项原则的强调，时间上要明显早于其成为新中国基本建

此，“封建社会除去上层统治者外，还有宗教在当时在麻

设/勤俭建国的一项重要方针——1954年1月，《人民日

醉[痹]人民。宗教也有许多手段，如天坛、雍和宫等，都

报》刊发《按照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建设城市》的

是用建筑规划手段在人的思想、情绪上起着精神作用的”

文章，此时这些原则尚未成为官方的说法，文章也只是

（106页）。而与统治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通民众的

被刊发在第3版；1955年6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

生存状况。“城市中普通人民居住[条件]很坏，被剥削的

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中央各机关、党派、团体的高级干部

人民也没有力量修好房子。此外当时的内城、外城也可看

会议上作“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

出民族歧视来”（106页）。据此，穆欣提出：“当时为

报告，对“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

统治者服务的城市规划是好的，封建社会的社会活动是非

4

针做出了权威性解说 。据老专家回忆，正是在穆欣的支
5

常有局限性的”（106页）。

持并结合苏联经验所作分析 的基础上，建工部提出“适

穆欣所列举的天津是另一类型城市：“天津的旧城是

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上报中央，最后提法修正

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而其他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发

为 “ 适 用 、 经 济 ， 在 可 能 条 件 下 注 意 美 观 ” 。 这一方

展起来的，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展，殖民者按着他的掠

针，不仅仅指向建筑业、基本建设或勤俭建国，对于城

夺中国的需要而建立起来，在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之后，

市规划建设工作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安的3月谈话

帝国主义者各修租界，自成系统，工[公]用事业设施、上

和成都的5月谈话，是苏联专家影响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方

下水道等各不联系，互相隔绝”“天津看不出任何统一

针的一条重要佐证线索。

性，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掠夺中国的目的，但选择的
方法不同，所以也不能说是统一的”（106页）。穆欣指

干道、中心和广场
从篇幅上看，关于干道、中心和广场是穆欣5月谈话
较为突出的一项内容。穆欣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具有相当
的理论高度：“什么是社会中心？社会中心是城市居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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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果说北京是反映封建专制的威风和力量，则天津
是反映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满清[政府]当时的腐败”
（106页）。
在指导规划工作时，使用一些受众对象比较熟悉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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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市作为案例，自然要比介绍那些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缺

上要考虑到现有路线，二者是要相互考虑的”“中心的布

乏实际体验的苏联城市更具感染力。穆欣的5月谈话，发

置与联系它们的干路，事实上决定了并且构成了城市的平

生在他来华一年左右的时间点，在经过了一段并不算长的

面结构。一般说好的建筑都在中心和干道上，而商店是分

中国生活体验后，他已经能够相当娴熟地大谈中国的城市

散的”（107页）。穆欣强调，“干道、中心、广场必须

文化，这不仅表明了穆欣“与时俱进”“活学活用”的专

在一开始就要解决。昨天成都同志因为没有发展资料而

业态度，也展示出其较为高超的演讲水平。不仅如此，这

要把这些作为第二步的工作，我认为是要同时考虑的”

一档案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份例证，在建国初期苏联规划理

（105页）。

论向中国的“输入”过程中，除了从“外国理论·中国实

针对成都市的规划草图，穆欣指出：“我们根据这

践”和从“外国实践·中国实践”等基本影响关系之外，

些原则看规划草图，可以了解同志们是考虑到这些问题，

还存在着经由苏联专家之手，从“中国实践·中国实践”

但没有很好的解决”“首先[谈]行政中心，地址是对的，

乃至于从“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等响应逻辑，这对于城

如果市区发展是那样大的话，并且在历史上也已形成了，

市规划理论思想的来源的考察具有重要的解析价值。

它是中心的位置”“文教区为什么要有两个中心？任务要

新时代的形势和要求

明确起来，并且应该很好的和学校联系起来”“区域性的

不论北京或天津的案例分析，都必然旨在为新中国

中心找不到”“公园前广场看不出来，数目少，而每个广

的城市规划建设所服务。“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呢？我

场规模[很]大，这样布置不好”（107页）。在谈到这些

们都市建设者的任务呢？我们现在处在空前的建设时代，

问题时，穆欣再次介绍到中国的一些实践案例：“工业区

任务要如何完成呢？是否只把工厂和住宅安排一下就算了

的中心好似公园中心，但又不像，工厂区附近的广场应考

呢？要是那样，我们就会造成天津那样”“现在中国人民

虑，如像哈尔滨的亚麻厂的广场是按照苏联设计的，是小

获得解放，全体人民达到空前未有的团结，建设任务一日

型的，成都可以学习”（107页）。

千里，社会生活也是大大发展的，而我们的城市如何去适

在7月谈话时，穆欣再次对干道、中心和广场的规划

应呢？天津直到现在还没有好游行的地方。当然，社会生

设计进行了指导。关于干道，穆欣指出：“在图上有些地

活不仅只是游行”（106～107页）。穆欣指出：“现在

方是对的，如干路系统，干路的桥梁减少了，但这只是一

政府机关是代表人民[的]政权，人民和政府的联系是很多

方面。干路系统还是很乱，需要重新整理，这只是单纯放

的，政府机关应该放在中心”“现在机关迁就旧房子，

弃桥梁多的道路，没有能更好的为建筑艺术服务”（110

而今后即不同，一定在市中心，并且设有广场”；“大的

页）。关于中心，穆欣评价：“市中心的位置是好的，

城市必须有区域的行政中心，区政权与人民的联系是很多

但组织是很原始[的]。区中心都在十字路口，形成交通中

的，区苏维埃、区委、工会都在区中心，有些文化机关等

心，而其空间组织根本谈不到”（110页），“最好区中

也在区中心”（107页）。

心都能看到市中心，从市中[心]引一干道向南，直到河

除了城市中心和区中心之外，各类广场也是社会活动

边，靠近文化中心，所谓朝市中心是指区中心的主要建筑

的重要载体：“其次，在大工厂或者在数个工厂的大门前

物对着市中心”（111页）。关于广场，穆欣强调它“是

也[应]有广场，工厂办公楼、俱乐部、餐厅、合作社、邮

特别需要有组织的”“历史上的广场也都是有组织的，如

电局设在那里，就形成了社会中心”“在社会主义和新民

希腊是长方形，不复杂；罗马是有主次；意大利是逐步

主主义社会的城市，必须保证工人的休息。在大公园门外

形成，而不对称。形状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但需要有组

也[应]有广场，除停车场外也有服务性机关”“大的学校

织”“而成都除市中心外，其他区中心都是无组织的，而

门前如莫斯科大学门前有广场，不光是为了学生，而且还

广场四周的建筑形式都像梳子式的千篇一律，这在中国历

为了市民来参观，使自己感到是处于共产主义时代”“车

史上也是没有的”（110～111页）。

站 也 应 有 广 场 ， 已 不 是 运 输 性 的 ， 而 是 社 会活动的场

在7月谈话中，穆欣还就干道、中心和广场的规划问

所”“大的体育场也是如此的”（107页）。穆欣强调，

题打了一个颇为生动形象的比喻：“照像[相]有两种，一

“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的，在规划中应有表示，这即是社

种是职业的，一种是业余的。而我们规划却不能成为业余

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城市的社会中心”（107页）。

的”（110页）。

干道、中心和广场的规划设计

对成都市规划方案的意见

在5月谈话中，以上述理论性阐述为基础，穆欣进而

在5月谈话和7月谈话中，除了干道、中心和广场以

讲解了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中心与干道的关系就应该

外，穆欣对成都市整体层面的空间规划布局也进行了指

考虑到干路如何来服务于中心，而中心的布置在某种程度

导，具体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北京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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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多方案比较，合理进行各功能区的组织
关于工人住宅区，穆欣指出：“成都的工人住宅区布
置是对的，但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如像西面的一大块，
为了使之与东边平衡，但又因为没有内容而勉强凑合的
[放]疗养区是不对的。为了维持旧城区为新城区的中心，
愿望是好的，现在我的办法是使西边的内容充实起来”
（104页）。关于工业区，穆欣评价：“东边作为工厂区
是对的，其有利条件是距离铁路近，运输便利，风向无
害，用水便利，排水良好，但在考虑其他条件之下，如像
在经济上，交通过于集中，在国防上工业过于集中也是不
利的，这都要考虑”（104页）。
穆欣对功能区组织的建议是：“根据上述理由，将工
业区分为两个，一个放在东北，一个放在西南，就风向、
排水、和住宅区的关系等说来都无问题”“第一期工业放
在东北，第二期放在西南，运输可由洛[乐]山的铁路相联
系”“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把住宅区侵占了文教区，其实

图2 1954年成都市现状图及旧城的三大路网系统

把文教和机关集中在一起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将来可以把

注：底图为成都市现状图（1954年）。资料来源：成都市人民政府城市建

文教机关摆在西北方，即现在的疗养区，这样就保持了原

设委员会. 成都市现状图（1954年9月）[Z].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

有的环状”（104页）。关于中心区的位置，“假如成都

室, 案卷号: 0795.

的经济发展远景不大，工业区不可能发展到西南方面的
话，行政中心会向东靠，如有大的发展则中心就可维持在
旧行政区，而我认为成都是有发展的”（104页）。穆欣
强调指出：“上面仅是方案之一，最好作出几个方案来作
比较”“要多方考虑，决定时还需要计算，之后，再作决
定”“不过，这种为了几何上的对称、平衡而拼凑成的区
域是不可靠的，今后不能如此”（105页）。
通过这些谈话记录的文字，不仅能够了解到苏联专家
对成都市规划进行指导的一些具体意见，进一步讨论，它
为成都城市空间规划结构的形成原因的认识也提供了重要
线索。众所周知，当今当前成都市的空间结构与北京市极
为相像，均表现出“以旧城为中心圈层拓展、环状放射路
网格局”的鲜明特点，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成都市空间规划方案的重要特点。就“一五”时期成都市

图3 成都市1949年版初步规划图
资料来源：成都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委员会. 成都市规划总平面图草案[Z].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793.

的城市建设重点——工业项目和工人住宅区建设而言，其
实都主要集中在东北郊的第一期建设范围，但整个城市的
空间规划方案却呈现出以旧城为中心、各个方向均衡发展
的格局，究其原因，除了应对当时旧城三大系统（皇城、
少城和大城）的对立矛盾以及借鉴莫斯科规划经验等因素

件”的问题：“在成都什么是影响城市规划的呢？可以

之外（此乃另外的话题，这里不予赘述），规划设计人

肯定的说是河流。在规划上应该很好地表现出来”“在

员追求城市空间布局的完整性 6以及“几何上的对称、平

苏联靠河边是修筑公共建筑和住宅的好地方，在改建莫斯

衡”等“形式”方面的思想意识，也应当是不容忽视的重

科决议中曾明白指出，把莫斯科河两岸的仓库都搬出去，

要因素之一（图2、图3）。

滨河路搞得很好，高层建筑都在河岸”（108页）。穆欣

加强对自然条件的利用，提高城市规划的艺术性

强调：“成都的平面图上，四周都是河流，这是非常特殊

在5月谈话中，穆欣专门讲述了“如何利用自然条

的，在中国来讲都是少有的，所以应该很好地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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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图上我们就没有看到河浜路，图给我的印象是[河
流]妨碍着我们，而就画出很多的横竖线来准备消灭它”

注释

（108页）。在谈论这一问题时，穆欣还就传统城市营建

1 方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下同。

方式加以引证：“过去的建筑是利用它的，例如：城的走

2 指城市各功能区的组织而言。
3 1952年4月来华时，穆欣受聘于中财委，当年12月转聘至建筑工程部。

向和河的方向是相应的”“不利用浜河的地方作道路，工

4 在报告中李富春指出：“所谓适用，就是要合乎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

程师是可以的，而建筑师则不可以”“我们的祖先是善于

合乎我们的生活习惯，并便于利用。所谓经济就是要节约，要在保证建

利用他[的]，如‘望江楼’等，由此可见成都的规划对自
然条件利用不够”（108页）。
在7月谈话时，穆欣再次强调了对河流等自然条件的
利用问题，并上升到了城市规划的艺术性这一高度。“促
使成都规划美观最大的条件是河流，但在规划图上表示出
的，还是有[又]没很好地利用，这还是没有彻底地懂得这
点，所以没有掌握住它的精神”“整个规划给人的印象，
像是一种揉扁了的衬衣，缺乏艺术性。城市结构以河道
为系统是可以的，而不[该]是原封不动的不加整理。这就
形成了另一[种]极端的过分迁就的现象”“规划图，应该
重新作”（110～111页）。穆欣指出：“先把环城河做
出，西北角河太小，应该把它挖大，使它连接起来”“滨
河路要很好地搞一下，但不一定全都依着河，有的地方是
可以把它拉直的。使河道成为环状放射形的”“第二环状
也可以，但要把它搞得更有组织些”（111页）。关于公
园系统，穆欣提出：“公园的设计，应利用现有绿地作为
基础之发展。例如是没有树木的地方要重新载，就需要十

筑质量的基础上，力求降低工程造价，特别是关于非生产性的建筑，要力
求降低标准。在这样一个适用与经济的原则下面的可能条件下的美观，
就是整洁，朴素，而不是铺张，浪费”。参见：李富春. 厉行节约，为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1955年6月13日在中央各机关、党派、团
体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R].// 城市建设部办公厅. 城市建设文件汇编
（1953～1958）. 北京, 1958: 52.
5 建工部讨论建筑方针时，原来的提法是“适用、坚固、经济”，大家争
论不休。最后，由穆欣发言，他概括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大致是：建筑界
通行的“适用、坚固、美观”三原则[两千年前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
的《建筑十书》中首先提出]和中国勤俭建国原则是可以统一的） 并且介
绍说在苏联现在已不再提“适用、坚固、美观”而是“适用、经济、美
观”。因为现代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古代有很大不同，“坚固”现已不应成
为问题。但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是普遍应该注意的问
题。中国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他认为在中国“经济”问题也是
应该普遍注意的问题。参见：陶宗震. 新中国“建筑方针”的提出与启示
[J]. 南方建筑, 2005(5):4～8.
6 据成都市规划工作总结，“保持城市的整体性”是当时规划工作所确
定的两个“规划方针”之一。参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委员会. 成
都市城市规划工作总结（1954年10月）[Z]. // 成都市1954～1956年城市
规划说明书及专家意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792,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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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好的公园，应具备三个条件：水；树林；建筑艺
术”（112页）。
穆欣特别强调：“在城市规划中，要尽量利用现有东
西，能少花钱产生出大的效果，所以，要侦查各个可利用
于建筑艺术的据点，而于规划中利用之”（112页）。
对后续工作的指示
在5月谈话和7月谈话结束时，穆欣分别提出：“成都
留一部分同志[在京]搞经济设计工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
的帮助下把经济发展远景搞出，同时在局的帮助下修改或
重作规划草图，同时在规划草图中解决今年建筑房屋、地
皮问题，免得因规划延迟建筑任务”（108～109页）；
“下一步工作：需要了解成都的实际情况；经济与规划工
作，都要重搞”（112页）。这些谈话内容，显然是一种
不容置疑的“命令”式语气和“指示”性工作部署，这反
映出，苏联专家对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显然并非只是提
供单纯的技术层面的参考性意见而已，而在某种程度上是
必须执行的“指令”，并深刻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具体安
排。由此也不难体会到，正如老一辈规划专家所指出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专家对规划工作的技术援助具有显著
的“权威”领导地位，并呈现出一定的“专制”色彩。
北京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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