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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京都城既被視為富庶、

奢靡的逸樂象徵，也被視作國力貧

瘠、王朝偏安的軟弱體現。鴉片戰

爭以來，隨着沿海開埠口岸的崛

起，南京的發展明顯遲滯。1927年 

後政治中心地位的確立為南京城市

建設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從而奠定了其現代城市的發展格 

局1。晚近以來，海內外研究者從

市政建設、日常生活、社會空間、

符號建構、城市規劃等經濟—社

會史及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南京的現

代化進程，大大豐富了民國時期南

京城市史的研究2。

城市研究就其本質而言就是空

間研究，空間是城市記憶的重要載

體3。1927年，當國民黨力排眾

議，定都南京時，各派力量均對這

個城市能否具備一個現代首都的功

能心存疑慮。然而，抗日戰爭爆發

前，國民政府運用先進的城市規劃

理念及建築技術，不僅使南京在通

首都建設與民族國家建構
——評Charles D. Musgrove,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 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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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前，國

民政府運用先進的城

市規劃理念及建築技

術，使南京在通訊、

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

煥然一新，並通過修

建集現代化技術與中

國傳統美學特點於一

身的公共文化建築，

彰顯國家權力，向民

眾灌輸國家與民族認

同，使南京成為名副

其實的中國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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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煥然一

新，並通過修建集現代化技術與中

國傳統美學特點於一身的公共文化

建築，彰顯國家權力，向民眾灌輸

國家與民族認同，使南京成為名副

其實的中國首都。

1927年國民黨執政至1937年

抗戰爆發前，是民國時期一個難得

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階段， 

被稱為「黃金十年」（又稱「南京十

年」）。「黃金十年」期間，南京城

的蛻變究竟是如何發生，又是如何

展開的？國民政府對南京的塑造有

哪些值得鑒戒之處？馬里蘭聖瑪麗

學院歷史系副教授莫林（Charles D. 

Musgrove）於2013年出版的《競爭

的中國首都：南京的建築、儀式與

回應》（China’s Contested Capital: 

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以下簡稱《競爭的中國首

都》，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把民國

時期的南京城帶回到中國現代化 

進程的語境中，聚焦探討它如何從

一個地方性政黨派系掌控的城市 

轉變成為一個民族的整體象徵。本

書運用建築學與政治文化史的研 

究方法，將民國時期南京的建築空

間作為研究對象，對上述問題加以

探究。

全書共有六個章節，大體分為

四個主題：南京如何在不斷競爭的

過程中脫穎而出成為首都；1929年 

《首都計劃》的實施及「建築革命」；

各種政治儀式與慶典活動的開展；

政府對民眾的規訓以及民眾的回

應。作者在書末延伸討論，比較

1949年後北京、台北和南京三個

城市，對民國時期首都建設的歷史

經驗和啟示加以概括提煉。基於

此，筆者擬圍繞着上述主題，對本

書展開述評。

一　南京與民國時期的 
首都之爭　　

「首都」並非一個簡單的城市，

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是一個具有豐

富象徵意義的國家權力中樞4。自

工業革命以來，新型民族國家的首

都通常既是國家政治管理的權力中

心，也是民族國家構建與整合的精

神象徵。首都作為一個國家政權統

治的基礎和國家存在的體現，在

二十世紀初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

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其城市設

計往往被置於一種異乎尋常的突出

地位——誰控制了「首都」，就意

味着誰佔據了政治道義的制高點，

擁有比其他政治強權更多的政治合

法性5。對首都的爭奪、規劃與改

造在在成為執政者亟需掌握的政治

符號。

作者在書中指出，1912年孫

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

有意將南京定為民國首都。在孫中

山眼中，北京意味着滿清權貴的 

腐朽以及封建王朝的暮氣沉沉， 

而南京不僅具有「鍾山龍蟠，石城

虎踞」的地理格局與帝王之氣，驅

逐蒙元入侵的明太祖也歸葬於此。

他多次表示帝制時代的都城北京 

不宜作為共和國的首都，要將南京

打造成為未來中國的首都及精神 

象徵（頁33-34）。然而，作為首都

的候選城市，民國初年的南京依然

面臨北京和武漢兩個強有力的競爭

對手。

「南京十年」時期南京

城的蛻變究竟是如何

展開的？《競爭的中

國首都》一書把民國

時期的南京城帶回到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語

境中，聚焦探討它如

何從一個地方性政黨

派系掌控的城市轉變

成為一個民族的整體

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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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北京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

枕居庸，南襟河濟，是東西南北聯

繫的必經通道6。那裏既有紫禁

城、國子監等最高政治與學術中

心，亦有大柵欄、琉璃廠等民間商

業與文化區。對廣大民眾而言，北

京仍然是國家的政治與文化中心。

清末民初，政權易幟。各派勢力此

起彼伏，競相佔據京城的政治舞

台，卻絲毫不影響北京的首都地

位。如作者所言，儘管孫中山在南

京就職臨時大總統，但南方革命黨

人旋即遭遇北方軍政勢力的高壓。

伴隨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北京再

度成為國家政治中心（頁32）。

隨着北伐的興起，國民黨的軍

事力量擴張至長江中下游地區，共

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佔據了九省通衢

的武漢，他們宣稱以蔣介石為首的

國民黨右派已經向大地主、大資產

階級妥協，這裏將成為新一輪國民

革命高潮的起點。與此同時，國民

黨右派挺進長江下游地區，將江浙

兩省納入勢力範圍，並醞釀遷都南

京。一場「民國永久之首都」的大

討論，圍繞着北京、南京、武漢三

個城市展開。南北雙方的軍閥、地

方實力派及報刊雜誌均認為各自的

城市是首都的不二選擇。作者提

到，在北京的支持者看來，南京是

偏安、文弱、短命、奢靡的王朝的

代名詞。此外，南京距離上海這一

西方殖民勢力滲透的中心城市太

近；而北京則雄踞國疆上游，對建

立全國統治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歷史上建都北京的朝代大都國力強

盛，國運長久（頁49-50）。

在作者看來，南京與北京分別

代表着現代中國的不同面向。南京

能夠汲取國民黨先驅發源於廣州的

民族革命精神，而作為帝都的北京

則更容易獲得西方列強的公開支持

（頁47）。國民黨領袖希望通過遷都 

創造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面

對爭議，他們抬高孫中山作為黨國

象徵的精神地位，將南京與總理遺

願聯繫在一起——畢竟孫中山生

前希望日後歸葬南京（頁48-49）。

在他們看來，北京是封建殘存勢力

和軍閥政客的盤踞地，不適合做革

命新政府的首都。北方在歷史上多

次因遭遇蠻族入侵而淪陷，南京則

每每在北方淪陷時期成為漢民族延

續的政權核心，保存了民族文化傳

統，成為孫中山所指的民族精神象

徵所在（頁34-35）。

隨着北伐的軍事勝利，定都南

京的呼聲日益高漲，一種樂觀的情

緒在民眾中蔓延。各種全國性會議

在南京相繼召開，各界人士紛紛聚

集南京。這個城市迎來了政治與社

會秩序的穩定以及經濟的繁榮。北

方的銀行、公司相繼南遷，為南京

帶來了大量投資。國民政府決心將

南京打造成為模範首都，並成為中

華民族精神的核心象徵。這個首都

必須在各方面做到最好，各種軟硬

體設施必須是最現代化和高效的，

整體環境也必須比其他城市更優

勝。南京開始成為具有現代化導向

的國民政府向世界展示其執政能力

的視窗。

二　首都設計與「建築 
革命」　　　

在傳統中國，儒家精英將建築

視為器物層面的匠作勞動，既非藝

術，亦非科學。伴隨西方列強的入

在作者看來，南京與

北京分別代表着現代

中國的不同面向。南

京能夠汲取國民黨先

驅發源於廣州的民族

革命精神，而作為帝

都的北京則更容易獲

得西方列強的公開支

持。國民黨領袖希望

通過遷都創造出一個

現代化的民族國家。

c169-201408032.indd   150 18年10月8日   下午4:13



	首都建設與民	 151	

	族國家建構	
侵，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現代西式

建築開始在開埠口岸大量出現， 

對傳統中國建築行業構成極大競 

爭（頁91）。庚款留學孕育出清末

民初一批數量巨大的留學生赴美、

日、法等國學習土木工程等專業。

1920年代末，他們相繼學成歸來， 

創辦建築師事務所，成為現代中國

建築行業的核心力量，在國內逐步

確立建築行業規範及其自身群體 

的社會地位。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

以及定都南京，為中國的建築師進

行他們的「建築革命」提供了契機

（頁93）。

作者認為國民政府對首都南京

的規劃和建設極為重視，專門成立

了首都建設委員會等相關機構制訂

首都發展規劃，希望將南京建造成

一個中心城市，以區別於象徵着腐

朽過去的北京以及象徵着西方列強

侵略的租界城市上海（頁 89）。

1927年，劉紀文出任南京市首任

市長。上任伊始，他即任用一批在

英美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建築專

家，從事城市的規劃與設計工作。

由此，一份旨在構建一種有秩序的

現代生活，有別於帝國時代骯髒、

無序的都市生活的《首都計劃》應

運而生（頁79）。這些建築專家開

始根據自身對現代中國的理解和想

像，將國家、民族等政治理念融入

他們設計的建築物中，掀起了一場

「建築革命」。

政府制訂的《首都計劃》在規

劃、設計、管理等多方面都借鑒了

歐美模式，南京開始具有現代都市

的道路交通系統、港口作業區、機

場、住宅與商業區等多種城市空

間。然而，盲目跟隨西方樣式對建

設民族精神是不合適的，國民黨認

為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頁100）。為了使南京超越於西方

發達國家的首都，政府提醒規劃 

者要凸顯中國歷史上繁榮時代的 

典型特徵，充分借鑒中國傳統建築

式樣的優秀特色，突出國家主權與

民族文化。政府希望南京既具有現

代化特徵，又體現出中華民族精神

蘊涵。

政府的理念得到了規劃者的認

同，他們將中式建築的文化美感與

西式建築的原料和技術方法相結合

（頁93）。考試院、交通部等建築

外觀採用了中國傳統的宮殿式屋頂

及亭閣屋檐的裝飾，並採用了採光

充足的大窗戶；法院的建築則完全

按照「國際標準」（頁107）。政府希

望這種建築形式能夠使西方列強相

信中國的執政者忠於堅守法律的國

際性與普世標準（頁108）。

1929年，南京市着手規劃中央 

政治區。作者指出，政府選擇紫金

山南麓作為位址，不僅為了「鼎新

革故」、「除舊更新」，更具有喚醒

民族主義情感以及加強黨國統治的

意識形態灌輸功能。對於意在「民

族復興」的國民黨政治領袖而言，

明朝是一個漢民族正統王朝成功驅

逐異族、重建政權的時代；將中央

政治區置於紫金山南麓明孝陵附

近，凸顯了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思

想。孫中山生前希望人們能夠將他

作為共和國的領導者而緬懷，期望

自己的陵寢成為正在形成中的中華

民族的精神象徵，就像列寧與拿破

崙的墳墓一樣。儘管孫中山以堅韌

不屈的革命精神所著稱，但死後歸

葬紫金山的遺願表明他希望將其陵

1927年，建築專家開	

始根據自身對現代中

國的理解和想像，將

國家、民族等政治理

念融入他們設計的建

築物中，掀起了一場

「建築革命」。政府希

望南京既具有現代化

特徵，又體現出中華

民族精神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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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寢與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相關

聯（頁128）。

國民黨將孫中山生前內涵豐富

的思想理念簡化為以科學性、實效

性以及為民族奉獻的神聖性為主要

內容的意識形態（頁126）。政府所

在地位於中山陵的山腳下，在國父

與他所創建的政黨之間建立起一種

精神紐帶。首都規劃重點在於塑造

一種民族的、政治的以及意識形態

方面的認同和一致性（頁95-96）。

中央政治區毗鄰中山陵，極大地加

強了國民黨樹立的黨國體制的合 

法性。

在作者看來，1930年代南京的 

「建築革命」體現出一種利用城市空

間創造新紀律與社會秩序，將政府

與民眾納入一體的企圖（頁117）。

政府職能部門的主要建築在南京 

十年期間建成，並被視作現代化的

體現，服務於國民政府的經濟和戰

略規劃（頁120）。這些機構相繼投

入運作，強化了國民政府調動國家

與社會資源的能力，加強了其集權

傾向，顯示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政

府所具有的管理國家及市民的能力

和理念（頁19）。

然而，民國時期南京的「建築

革命」以及政府的集權傾向具有致

命的弱點。規劃者倚仗專業知識，

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領導者，比

民眾更清楚知道他們需要甚麼（頁

87）。 南京老城區的街道十分狹

窄，為了拓寬馬路以及修建城區主

幹道中山路，需要拆遷大量居民房

屋。政府和規劃者合謀的結果是忽

視了民眾自身的利益。政府承諾在

人民服從城市規劃的前提下，他們

將得到繁榮、現代生活以及受益於

國力的強大。然而當地居民不滿政

府的拆遷補償方案，認為私有財產

受到侵犯，並作出集體抵制（頁79、 

82）。南京的規劃者掀起的「建築革

命」旨在以超越的速度進行城市現

代化轉型，他們無法等待一個中產

階層自然發育成熟，而是通過規劃

城市空間創造了一個想像的中產階

層；他們也無法等待人民生活的逐

步改善，而是宣稱新型城市空間會

帶來理想的現代生活（頁87）。

面對民眾的抗議和抵制，政府

與規劃者站在同一陣線，認為民眾

目光短淺，受一己私利驅使；劉紀

文更宣稱決不向民眾的抵制低頭。

此外，民國時期的法律並未規定城

市治理的權責邊界，從而導致南京

的市政管理歸於內政部，而非南京

市政府。因此，儘管南京十年期間

政府高度集權，但權力的運行過程

並不穩定，總共換了六任南京市

長，頻繁的人事變動也影響到行政

治理的效率和穩定性（頁62-63）。

三　曆法與節日慶典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執政者往

往通過時間規則的建構與控制來規

訓民眾，為其統治尋求合法性。如

本書所述，為了廢除封建帝制的時

代象徵，與世界文明接軌，1912年 

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

臨時大總統時提出改用國際通行 

的陽曆紀年法，採取民國紀元。

1928年，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實行

孫中山倡導的紀年法，所有政府機

構、社會團體及學校等都必須遵

守。陰曆紀年法適用於農業社會，

1930年代南京的「建

築革命」體現出一種

利用城市空間創造新

紀律與社會秩序，將

政府與民眾納入一體

的企圖。政府職能部

門的主要建築在南京

十年期間建成，強化

了政府調動國家與社

會資源的能力，加強

了其集權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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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陽曆紀年法則適用於城市。政府

禁止人民遵從傳統陰曆新年的習

俗，制訂了「雙十節」等一系列法

定假日，以及與孫中山革命生涯的

關鍵時刻有關的黨國紀念日，希望

藉着新的節日和曆法制度能夠教育

人民遵守新的國際時間標準，從而

規範工作、娛樂、商業及財政計

劃。然而，新的紀年法對於傳統農

村生活習俗是一種威脅。民眾不願

意放棄傳統陰曆節日和習俗，他們

對官方宣傳的黨國紀念日的重大意

義極度反感（頁169-74）。

1928年清黨之後，國民黨由

一個有着廣泛群眾參與的動員型革

命黨蛻變為一個以政治控制為主的

執政黨7。作者指出，國民黨政權

為了消解民眾對官方規定的節日和

曆法的冷漠和抵制，在容忍民眾保

有傳統節日習俗的同時，在城市開

展了大量節日慶典儀式的活動，動

員民眾參與。閱兵式成為國慶日慶

典的主要內容之一，各種標語、口

號、演講等層出不窮。明孝陵與中

山紀念公園是兩個大型群眾集會場

所，南京市民被鼓勵到那裏表達他

們對國父的崇敬（頁190）。國民黨

在各個縣、市的基層黨務人員對地

方經濟社會政策影響不大，但他們

熱衷於主導國民黨的各種慶典儀式

活動（頁195）。政府認為民眾的素

質尚不足以實行民主和憲政，因此

動員他們參與黨國的節日慶典，喚

醒他們的民族與國家認同。而民眾

的參與並不意味着他們認同政府的

執政主張，許多人懷着獵奇、湊熱

鬧等各種心態與目的參加活動（頁

202）。這些慶典活動逐漸流於不易

管控的喧鬧和狂歡，對城市社會秩

序構成挑戰。

1929年，國民政府精心籌辦

了規模宏大的孫中山靈柩安葬典

禮。這是一場由國家與民間共同操

演完成、影響波及各地的全國性紀

念儀式，也是國民黨向民眾自上而

下灌輸領袖崇拜、宣傳國家意識形

態的絕好機會。為迎接孫中山在北

京碧雲寺的靈柩，國民黨中央事先

布置一輛宣傳列車，從5月初至 

5月底，沿津浦線北上展開宣傳；

沿途經停浦口、蚌埠等七個大站以

及三十個中小站點。每到一站，即

會同當地黨部召集各機關、民眾團

體、學校代表，召開迎櫬紀念宣傳

大會。宣傳過程中採用了各種形

式，包括集會講演、散發宣傳品，

放映和演出有關孫中山革命事迹的

電影、話劇、魔術，用留聲機播放

孫中山的演說唱片，張貼各種迎櫬

圖畫和標語等8，這些宣傳活動使

民眾對孫中山的記憶更加形象和具

體。6月1日，國民政府舉行了禮

節繁雜、控制嚴格、場面宏大的祭

祀活動。所有的參加者都被要求靜

默和有序，他們對總理的緬懷不能

夠轉化為對當前執政者的不滿（頁

150）。整場典禮被錄影，在公共場

合反覆播放。未能親歷大典的民眾

可以通過各類傳媒的傳播和報導，

感受到大典的隆重與悲壯。全國性

奉安大典儀式展示了國民黨領導的

新生國家政權已經具有強大的社會

動員能力，國家意識形態得到有效

宣傳，孫中山符號得以建構，而國

家權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體現

了神聖化9。

國民黨政權為了消解

民眾對官方規定的節

日和曆法的冷漠和抵

制，在城市開展了大

量節日慶典儀式的活

動。民眾的參與並不

意味着他們認同政府

的執政主張，許多人

懷着獵奇、湊熱鬧等

各種心態與目的參加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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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不過，國民黨舉行的祭奠活動

也不乏異議。有反對者認為活動過

於鋪張浪費，指出這些巨大的花費

應當用於解決中國繼續發展所面對

的一些主要問題。然而，大多數新

聞輿論及觀察者仍然被紀念活動本

身所打動。祭祀孫中山的活動也贏

得了西方列強的認同，提高了國民

政府的國際聲譽。許多外國駐華大

使、參贊等人員都參加了祭祀活

動，並予以高度評價。南京成為國

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的

展示視窗（頁164-65）。由此可見，

政府制訂節假日的計劃及慶典儀

式，將一個原先只有區域影響力的

政黨成功塑造成一個在觀念上引領

國家走向現代化道路的全國性政黨

（頁201）。

在孫中山的遺體安葬中山陵

後，國民黨開始制訂嚴格的謁陵規

範，希望使全體國民崇拜孫中山，

服從黨國統治。每逢重大節日、日

常集會、文官考試等，國民黨及社

會各界均舉行謁陵儀式，主要的國

家節日活動都會在清早以謁陵展開

序幕（頁176）。中山陵對於國民黨

官員而言意味着一個神聖的儀式 

場所。由於孫中山符號是重要的象

徵資本，國民黨政要常常在孫中山

靈前上演權力鬥爭的政治鬧劇。國

民黨標榜遵從總理遺教，以三民主

義為最高準則，但由於政治腐敗，

民生凋敝，謁陵遂成為人們表達對

國民黨不滿的實踐形式bk。中山陵

成了一個象徵的政治意識空間， 

那裏的抗爭意味着陵墓具有強大 

的象徵權力，是國家不能夠壟斷的

（頁204）。

四　民眾的回應

國民黨希望用莊嚴的大道、新

式體育館、公園等公共建築作為構

建民族與國家認同、塑造新市民的

城市空間。然而，南京的城市居民

對此有着自己的解讀和利用方式。

他們的日常生活經常與統治者刻意

南京城市居民的日常

生活經常與統治者	

刻意打造的秩序、紀

律、意識形態和強力

統治相抵觸，遂利用

標誌着新意義的建築

空間表達自身的訴求

並採取行動，創造了

集體記憶。南京十年

期間持續不斷的城市

抗爭，說明國民黨政

權在民眾心中缺乏合

法性。

在孫中山的遺體安葬中山陵後，國民黨開始制訂嚴格的謁陵規範，希望使全體國民崇拜孫中山，服從黨

國統治。（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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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的秩序、紀律、意識形態和強

力統治相抵觸，遂利用這些標誌着

新意義的建築空間表達自身的訴求

並採取行動，創造了集體記憶。這

些建築空間也獲得了更廣闊的合法

性，不再局限於官方所賦予的意

義。在作者看來，當市民從消極抵

抗到積極抗議的時候，街道成為國

家與社會發生碰撞與融合的交叉

點。南京十年期間持續不斷的城市

抗爭，說明國民黨政權在民眾心中

缺乏合法性（頁204-205）。儘管在

此期間南京的城市交通狀況有了極

大改善，新街口等地成為城市的重

要交通樞紐，但新聞輿論始終聚焦

於各種道路上頻發的危險狀況。本

地的新聞報紙經常報導因交通事故

死亡的人數，把汽車視為危險的

「城市老虎」。新修的人行道的使用

也不符合規劃者的初衷，人們習慣

於在人行道上從事各種活動，如婦

女在人行道上哺乳、攤販任意佔道

擺攤（頁210）；交通設施的發展也

無法滿足南京迅速增長的人口需

求。儘管南京十年期間城市公共建

設得到明顯改善，但市民並未享受

到它所帶來的益處，許多公共建築

和設施集中於政府辦公區以及外國

領事館等地；資金短缺與人口劇增

成為影響城市建設的兩大因素。此

外，儘管政府實施了拆除和改善城

市平民住房的工程，但無法真正改

變那些舊城區市民的生活習慣（頁

215）。對一些老市民而言，他們不

願意生活被改變。

國民黨認為城市需要強有力的

統治秩序。南京十年期間，警政事

業迅速發展，遍布全城，建立了

六十四個警察局；國民黨軍事機構

也大量駐扎在此。儘管外在的統治

力量不斷加強，但南京市民仍然借

助城市空間積極從事各種抵制與請

願活動（頁217）。南京的許多抗議

活動往往起源於中央大學，這裏的

大學生經常聯合其他中等學校及大

專的學生組織各種校園集會。初期

的抗議活動主要包括市民的利益訴

求以及學生對國民黨消極抗日方針

的抵制，然而一旦學生積極投身抗

議活動，他們就不願再埋頭於校園

的書本學習之中（頁221）。

國民政府通常採取溫和態度對

待學生的請願，學生代表往往受到

政府的熱情招待，能夠得到高層領

袖的接見，並獲得領袖秘密承諾的

對抗日本的「解決方案」（頁223）。 

然而，一些學生因採取過激方式抵

制國民政府而被逮捕；當學生的行

動過於激進時，往往失去普通民眾

的支持。儘管民眾同樣反對日本的

侵略，但他們更關注房屋拆遷等涉

及自身利益的具體問題，對反政府

的抗議活動缺乏興趣（頁226）；社

會輿論也認為學生走得太遠。後期

的學生運動從中得到教訓，學生 

開始理性地將行動限制在合理的 

範圍內。1936年的「雙十節」，南京 

舉行了宏大的慶典活動。「西安事

變」後，南京全城民眾遊行，慶賀

國家領袖的平安歸來。南京十年 

的末期，蔣介石利用對日抗戰的契

機，逐漸將整個民族整合在一起，

使國民黨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

（頁242）。

五　結論與思考

作者認為，南京十年期間，儘

管政府與規劃者制訂的各種政策措

儘管政府與規劃者制

訂的各種政策措施時

常遭遇民眾的抵制，

但這個城市開始建

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

中所需的民族精神象

徵，政府也由此獲得

了執政的合法性資

源。但是，南京從來

沒有被視為一個永久

性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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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施時常遭遇民眾的抵制，但這個城

市開始建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

需的民族精神象徵，政府也由此獲

得了執政的合法性資源（頁245）。

作者從三個方面作出結論：

首先，相較於北京而言，南京

從來沒有被視為一個永久性首都。

清末民初，政治時局的變動並未影

響北京作為首都的合法性和正當

性；相反，南京一開始只是國民黨

作為一個派系勢力掌控的城市。儘

管南京成為中華民國的首都，但國

民黨政權一直飽受政局分裂、軍閥

割據的困擾，因而影響其管治合法

性和有效性。在此期間，不僅謠傳

政府要遷都上海，加上淞滬戰爭期

間日艦進犯長江流域，威脅南京，

政府一度遷都洛陽，由此引發了關

於南京是否適合做首都的爭論。此

外，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也削弱了南

京作為首都的功能。對一些人來

說，南京只是蔣介石的城市，而不

是一個國家的永久性首都。由於南

京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緊密關聯，

1949年後，北京取代南京，成為共 

產黨執政的新中國首都（頁247-51）。

其次，南京十年時期，執政者

與規劃者希望將南京打造成為模範

首都，成為塑造中華民國政治統一

體的精神核心（頁252）。期間，政

府與民眾在城市公共空間內展開博

弈，其背後是推進現代民族國家政

權與維繫傳統鄉土社會生活習俗之

間的衝突。國民政府一方面通過提

倡傳統禮儀文化，另一方面通過抬

高孫中山的精神領袖地位，默許民

眾保有原來的生活習俗，同時動員

民眾參與各種節日慶典，推進政權

合法性，喚醒民眾的民族與國家認

同。儘管中日戰爭危機強化了國民

黨政權在形式上的統一，但國民黨

在抗日戰爭中的失利使其政權的合

法性資源喪失殆盡，為共產黨的崛

起和國家再造鋪平了道路（頁

259）。

再者，作者將南京、北京與台

北作比較，考察民國時期的首都遺

產。1949年後，共產黨政權沿用

了南京時期的首都美學與國家儀式

（頁262）。1950年代，蘇聯專家與

中國專家就北京城的規劃方案出現

了意見分歧。前者主張沿用帝制時

代的建築，將紫禁城作為新政權的

中心區；後者則認為應當保護老

城，另建新城。毛澤東採納了蘇聯

專家的意見。國共兩黨的領導者都

是同一代人，汲取了現代中國革命

進程中相同的政治實踐和帝制時代

的文化遺產。中山陵與天安門廣場

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都成為不同

政見者以及對政府心懷不滿者的聚

集地。至於作為國民黨退居台灣的

首都台北，儘管在城市空間方面同

樣複製了民國時期南京規劃格局中

的中央行政區，但開闢了儀式化紀

念空間的新方向。國民黨到台灣初

期，總統府與介壽路（今稱凱達格

蘭大道）成為各種抗議者抵制政府

的聚集地。伴隨台灣的民主化發

展，民主自由的理念也在改變着人

們對城市空間的解讀和利用：規劃

者可以製造空間，政黨可以舉行儀

式，城市空間成為政府與社會力量

共同介入並賦予意義的場所（頁263- 

65）。儘管今天的北京和台北呈現

出截然不同的發展面向，但1949年 

後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都繼承了民國

時期首都南京的建築遺產。

國共兩黨的領導者都

是同一代人，汲取了

現代中國革命進程中

相同的政治實踐和帝

制時代的文化遺產。

中山陵與天安門廣

場具有相同的政治功

能，都成為不同政見

者以及對政府心懷不

滿者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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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與西方中世紀以來

以集市貿易為基礎興起的城市不

同，中國歷史上城市的形態與功能

深受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影響，經濟

層面的作用居於次要地位。而作為

民國首都的南京，其近代以來的城

市歷史文脈注定與國民黨政權對現

代中國的設計和改造密不可分。如

何把握民國時期南京的「地方性」

與「國家性」之間的黏合與張力，

是體現研究者功力的關鍵。國民黨

創立伊始，即是一個以粵籍為主的

派系色彩濃厚的政黨。寧粵對峙之

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江浙派戰勝了

黨內的廣東派，蔣介石「最高領袖」

的地位得以確立bl。自1927年南

京國民政府執政起，即面臨整合社

會、重建國家的歷史任務。此後國

民黨如何淡化地方色彩，獲得執政

的合法性，已有研究尚缺乏足夠關

注。本書通過民國時期南京的城市

規劃與建築空間的文化意義，力圖

呈現國民黨在南京十年期間擺脫了

「地方性」，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過

程，將「地方性」放置在「國家性」

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推進了該問

題的研究。作者進而認為，國民黨

在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過程中伴隨着

不斷的集權化、儀式化、妥協與競

爭。然而作者僅描述了國民黨建構

政權合法性過程中的策略和表現方

式，並未分析國民黨建構政權合法

性本身失敗的原因。海內外學者在

關於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是一個弱勢

獨裁政黨，其政權具有派系性、妥

協性、脆弱性等特點的問題上已基

本達成共識，在這前提下，作者的

結論大體不差，但難免有隔靴搔

癢，意猶未盡之憾。

此外，單從國民黨政權核心所

在地的建築文化及政治儀式的角度

考察國民黨政權獲得合法性過程的

論證框架值得商榷。在趙鼎新看

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有三個

要素：意識形態、執政績效與政治

選舉（程序合法性）bm。與擅長理

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的共產黨相

比，國民黨在此方面的能力較為薄

弱。與共產黨不同，國民黨並未許

諾一個無限光明的烏托邦社會的到

來。19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證明

國民黨對民眾的意識形態灌輸並不

成功。南京十年期間的政治與社會

穩定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繁榮，可

以視作國民政府獲得的良好執政績

效。儘管蔣介石接替孫中山成為國

民黨領袖，但在此過程中一直伴隨

黨內派系的反對以及黨外軍閥的倒

戈，這為蔣介石名義上統一全國、

結束軍閥割據局面，實則以相互認

可各自勢力範圍的方式擺平各種軍

政勢力埋下伏筆，客觀上導致了國

民黨政權的妥協性和不穩定性。因

此，在考察國民黨政權獲得合法性

過程時，或許應該重點關注趙鼎新

所提出的後兩個層面。

將民國時期的南京與上海相

比，可以看到兩個城市在超越地方

性、構建公共性方面的路徑差異。

小濱正子指出，清末上海的社團發

揮了慈善、救濟等地域社會的公共

職能，民國初年的地方自治與中央

政權的弱勢強化了上海社團發揮的

地方公益作用，以資本家為核心的

地方精英在其中處於領導地位。

1927年後，國民政府試圖融合「黨

治」與「地方公益」，重建地方精英

所主導的公共性，使民間社團接受

國民黨在獲得政權合

法性的過程中伴隨着

不斷的集權化、儀式

化、妥協與競爭。然

而作者僅描述了國民

黨建構政權合法性過

程中的策略和表現方

式，並未分析國民黨

建構政權合法性本身

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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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國民政府的領導和監督bn。由此可

見，近代上海的公共性是在地方精

英的主導下自發生成，從而體現出

上海的城市特性。而南京一方面由

於缺乏像上海一樣發達的社團組織

和地方精英，另一方面緣於其作為

國家政治中心的首都定位，故南京

的公共性無法由市民與地方精英孕

育產生，只能由國民黨自上而下地

單方面建構。在作者看來，政府與

技術專家儘管有意使南京城市及市

民轉向現代化，但這一微弱的願望

被遮蔽在國民黨構建黨國統治合法

性的努力下。國民政府在南京構建

的並非現代城市公民所應具有的公

共性意識，而只是國民黨一廂情願

構造的國家意識。由此引申的問題

是，對於首都城市而言，其作為首

都的政治特性是否壓抑了城市本身

的特性？換句話說，這些城市的特

性是否就是「首都特性」？如果是，

如何解釋北京、南京、洛陽、開封

等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城市的內在差

異？如果不是，又如何發掘首都城

市自身的特性及其與「首都特性」

之間的張力體現？

《競爭的中國首都》論證的核

心問題可以上升為現代民族國家所

普遍遇到的國家政權建設問題。現

代國家政權建設是一個權力結構從

分散到集中的演進過程，其間，公

民的政治認同從傳統的地方性組織

上升到國家政體，其本身的公民權

利得到釋放，並由國家承擔起保障

這些新權利的責任。與此同時，傳

統地方精英的庇護結構解體，國家

權威提高，新的權威和社會關係得

以確立bo。近代中國與西方的國家

政權建設過程截然不同。在近代歐

洲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國王通過

為普通民眾提供保護，挑戰了地方

精英的力量，取得普遍支持，民眾

則獲得了公民身份bp。它們不停地

建立共同利益和想法，消除特殊性

和地方性，聯合起來提高生活和才

智，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創建國家

和政府bq。

然而，無論是董玥筆下的北

京，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筆下的 

華北農村，王笛筆下的成都，抑或

本書作者筆下的南京，都展示出民

國時期的現代化轉型中，傳統士紳

階層庇護地方社會的功能不斷衰

減，權力向下延伸的政府與地方精

英及技術專家合謀，侵害甚至吞噬

了民眾利益br。由此引發的問題

是，這種在民眾看來幾近掠奪的行

為，其政府如何獲得普遍認同，建

構政權合法性？而上述研究均表

明，民眾並非任由政權拿捏和形塑

的工具，他們的行動自有其主體

性；民眾內部也非鐵板一塊。現代

化轉型過程中新舊社會群體與階層

交錯混雜，他們的利益訴求與行動

方式如何體現出時代共性與內部差

異性？此外，國共兩黨都強調對地

方的控制和對國家資源的動員，但

是共產黨信仰階級鬥爭，國民黨相

信全民革命；共產黨挑戰以歐美列

強為主的世界秩序，國民黨尊重以

歐美為主的世界秩序。兩者所採取

的對策截然不同，所獲得的效果也

有天淵之別bs。對比1949年的前

與後，國共兩黨政權合法性的建構

過程及民眾的回應，也是一個有待

深入的後續議題。

國民政府在南京構建

的並非現代城市公民

所應具有的公共性意

識，而只是國民黨一

廂情願構造的國家意

識。由此引申的問題

是，對於首都城市而

言，其作為首都的政

治特性是否壓抑了城

市本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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