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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性化发展中实现腾飞
) ) ) 论福建山区的城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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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是一 个地区 工业 化、市 场化、个 性化 的综 合体
现。特别是对落 后地 区而 言, 城市 化是 顺应 区域 发展 的一
般潮流, 也是探索 特色 发展 的过 程。目 前福 建山 区的 城市

高山区城市化水 平, 对于 缩小 山海差 距有/ 对 症下 药0 的 作
用。第二, 加快山区的城市化进程, 是进 一步发 挥山区 区位
优势的需 要。随 着福 建 山海 之 间新 的 交 通干 线 被不 断 开

化水平接近城市化的加速 阶段( 30% ) 。因此 山区面 临推进
城市化进程和个性化发展双重任 务。正确认 识山区 的比较

辟, 山区交通瓶颈局面的逐步改善, 山区 的区位 优势开 始体
现出来, 即由于处于福建沿海同内 陆省份的 连接地 带, 更容

优势, 发展绿色产 业, 建设 山水 城市, 才 能实 现福 建山 区城
市的快速、
持续发展。
城市化: 山区发展的突破口

易吸收沿海辐射。但是, 山区要想 进一步发 挥区位 优势, 就
必须建设一批拥 有相 当实力 的城 市和 城镇, 以 便集 中吸 收
沿海辐射 ) ) ) 因为 地广 人疏、分 散经 营的 农村 是无 法承 受

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 是 区域 经济 发展 的必 然结 果。对
于福建山区而言, 加快 提高城 市化 水平 的步 伐不 仅是 为了

规模投资带来的作用力的 。因 此, 提高山区 的城市 化水平,
有利于吸引沿海 甚至 海外投 资, 有利 于传 播发 达地 区的 先

适应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而且 也是进 一步促进 山海合 作、 进观念, 有利于地区间信息的双向流通。
实现山区经济腾飞的战略要求。另外, 50 年 的发展, 已经为
( 三) 山区城 市拥有 发展 基础。 改革 开放 前福 建/ 小 三
现阶段福建山区加快城市化进程打下了经济基础。
线0 建设给山区留下 了一 个包 括 造纸、机 械、化工、电 子、冶
( 一) 加快山区城市化进程, 是适应 全球发展 的大趋 势。 金、食品、
塑料、森工、
建材、电力等 门类齐全 的工业 体系, 为
城市, 作为人类文明的聚集地和 人们工 作生活的 中心, 正成 山区经济打下了基础。而福建省从 80 年代初始实行的山海
为世界性 的 话 题。 有学 者 预 计, 未 来 的城 市 将 吸 纳 全 球
50%的人口 和大 部分 的经 济 实力。未 来地 区之 间 的竞 争,
主要就是 作 为 区 域 中 心 的 城 市之 间 的 竞 争。 在 我 国, 至

合作战略为山区的发展提 供了越来越 强大的 外力支 持。山
区中心城市对本地国民经 济贡献的平均 水平甚 至超过 了沿
海漳、泉、
莆三地 市( 1997 年 莆田、泉 州、漳州 中心 城市 GDP

2010年, 设 市城 市 将超 过 1, 000 个, 建 制 镇 将超 过 20, 000
个。全国的经济重 心会 越来 越集 中在 城市。 在福 建, 面对

占地区 GDP 的 比重分 别为 29. 2% , 16. 4% , 18. 7% , 而同 时
期三明、南平、
龙岩的贡献率为 21. 9% , 23. 6% , 31. 6% ) 。

人均 0. 57 亩耕地 ) ) ) 只有全 国平均水平的 47. 5% 的土地资
源状况, 加快城市化进程对于集 约利用 土地, 缓解人 多地少
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具有 更深远 的意义。因 此, 如何提

因此, 在现阶段提 出加 快山 区城 市化 进程 是具 有可 操
作性的。加快山区 的城 市化 进程, 意 味着 集中 山区 的经 济
能量和沿海的支援力量, 整合山区 的发展动 力, 首先打 破山

高城市化水平, 升 华 城市 功 能, 是 我 们必 须 认真 思 考的 课
题。

海城市差距拉大 的局 面, 进而实 现整 个福 建山 区的 经济 腾
飞。

( 二) 加快山 区的 城市 化进 程, 是山 区经 济实 现战 略突
破的迫切要求。第一, 提高山区 的城市 化水平, 是缩 小福建
山海差距的需要。 沿海 六地 市, 土地 面积 不到 全省 的 1P3,

绿色产业: 浓缩山区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地区 发展的资本 。区域经 济只有 充分
体现该地区的比较优势, 才能展示 其个性化, 才 能在竞 争中

却集中了全省 55% 的城市, 72% 的城镇, 65. 9% 的城 镇人口
和 74. 3% 的工 业总产值。由此可见, 沿海经济 发达, 主要是

发展壮大。福建 山区的 比较 资源 优势 是山 区的 生态 环境,
由此决定了山区的比较经 济优势就是能 把环境 效益转 化为

由于沿海城市、城 镇的 经济 实力 强大: 山 海差 距不 断拉 大,
首先是山海城市差距在不断拉 大。因此, 发展山 区城市, 提

生产力的绿色 产业。因 此, 把城 市化 作为 山区 发展 的突 破
口, 就必须在城市经济中确立绿色 产业的主 导地位, 以 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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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山区城市独特的创造力。
( 一) 福建山区 的生 态环 境。福 建面 向太 平洋, 直 接濒

就是说, 山区城市形象要展示其个 性, 必 须实现 城市面 貌与
自然风光的有机结合。因而/ 山水城 市0 是山区 城市建 设首

临台湾海峡, 陆上 省界 有与我 国东 南大 陆海 拔最 高的 大山
系分水脊重 合, 自 成一 个地 理单 元。这 使山 区在 阻滞 西北

当其冲的选择。
第二, 建 设 山水 城 市是 稳 定 山区 的 生态 环 境 的 选择。

冷气流的同时又能 充分吸 收台 湾暖 流带 来的 丰富 水汽, 形
成中亚海洋性季风气候。山区独特的 生态环 境就是 以这种

建设山水城市, 就是通过城市建设 改善城市 居住环 境, 提高
城市生活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 使城市建 设成为 提高城 市化

季风气候为中心环节, 结合地 貌、
水 文、土壤、植被等 自然要
素综合形成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 1, 500 毫米以上, 有 的地区甚

进程的动力, 城市环境成为市民关 注的话题, 形 成经济 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约束不利于山区环境的政策出台。
第三, 建设山水 城市 是呵 护绿 色产 业的 需要。 绿色 产

至高达 2, 000 毫米。
业的生命力源于 山区 优越的 自然 环境, 它 的成 长和 环境 保
2. 水系发达。福建境内 四大河 流( 闽江、九龙 江、
汀 江、 护形成良性循 环, 和环境 恶化 形成 恶性 循环。 从这 个角 度
晋江) 均发源于山 区。径流量 丰富, 年径 流深多 在 1, 000 毫
米以上, 最大达 1, 600 毫米。闽江径流 量甚至超过黄河。河

看, 它们的成长有 脆弱的 一面。 这要 求山 区城 市必 须高 瞻
远瞩, 坚决 排斥那些 在特 定时间 段内 极具 诱惑 力的 污染 型

网呈格状, 流域面积几乎覆盖整个山区。
3. 植物生长 旺盛。 山区 生长 期长, 且积 温高, 少严 寒,

企业, 从长计议。从这个层次上看, 山水 城市为 绿色产 业提
供了生存空间, 有利于绿色产业的持续发展。

越冬条件好; 微生 物 活动 条 件 好, 有 机质 的 形成 和 分解 较
快。

( 二) 山区建设/ 山水城市0的特色所在。
第一, 城市水网。水多且分布均 匀, 是福建 山区的 地理

4. 山林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超过 70% , 水源涵养好。
5. 风景秀丽。山 区 地形 复杂, 峰 峦绵 亘, 兀 峰突 起, 名

特色之一。山区的水资源特点 是未来山 区吸引 投资的 重要
资本。因此, 山区的城 市形 象应 该体 现山 区水 源充 裕的 特

山胜水, 交相辉映。
( 二) 适合山区的绿色产业。

点。具体而言, 我们在进行每一项 建筑过程 时, 都应设 法保
护周围的水源, 把水引入周围环境: 保存 原先河 床的天 然河

第一, 生态农 业及 其加 工业。 山区 的自 然环 境非 常适
宜发展生态农业。温 和的 气 候, 肥沃 的土 壤, 充足 的水 源,

流及其周围 草 木; 把天 然 雨 水从 屋 顶、路 面汇 集 到小 水 池
中, 然后沿 花园水径 和公 共人 行道 流过 沟渠, 供 行人 观赏;

有利于推广众多优 良品种, 有 利于 农产 品在 速产 丰收 的同
时保持天然性。

在公共场所建造 喷泉 , ,总 之, 要把 天然 的和 人工 的融 合
在一起, 形成城市水网, 展示山区城 市的魅力。

第二, 其他无 污染 的出 口加 工业。 随着 山区 交通 瓶颈
局面的不断改善, 山海 铁路、高 速公 路网 络化 的日 趋成 形,

第二, 绿化工程。首先应该根据城市的地势走向勾勒出绿
化带的主脉和支脉, 灵活运用块状绿地、
带状绿地、
契状绿地、

福建山区 的城 市 完全 可以 把 自己 当 成早 期 的临 海 城市 看
待, 学习沿海 地区 发 展出 口 加 工业 的 经验, 建设 好 软硬 环

综合绿地四种形式有机连接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城市外围的
绿色景观, 让青山绿水的韵律和节奏贯穿城市, 形成城山的有

境, 吸引外资、技术、
专业人才。
第三, 旅游业。对于整个福建 山区来 说, 旅游业 的发展

机统一。其次, 城市的绿化工程带给人们的不单是视觉上的享
受, 还应该肩负着城市生态走廊的功能, 即起到改善气候、
吸收

方向是生态旅游业。
第四, 实现技 术升 级的 资源 型产 业。改 革开 放前 福建

热量、
保持水土、
调节湿度温度、
降低风速、减少噪音、
吸收有害
气体、
输送新鲜空气、
美化环境等作用。因此, 对于不同功能区

的/ 小三线0 建设把 山区 造就成 工业 基地, 留 下了 不少 资源
型工业、
重工业。对 于这 类企 业, 只 能走 集团 化、技术 化的

的绿化手段, 绿化品种应该有不同的考虑, 尤其是在市民工作
活动的核心地带。最后, 城市的绿化工程离不开对城市公园、

道路。坚决关停小企 业, 如小 造纸厂、小水 泥厂、小煤窑、小
钢铁厂等最容 易 污染 环 境的 企 业; 组 建大 企 业, 采 用新 技

花园、
游园等城市自然景观的设计和建设。这些园区往往布置
在绿化带的主脉或支 脉上, 是集中体现城市 个性化的最佳场

术, 实现规模效应。事实证明, 经过技 术升级 的大企 业也能
成为绿色产业。

所。所以, 每一个园区的建设都应该精雕细刻, 应该集中吸收
城市外围景观和地区的某些人文风格特点, 组成城市的园林体

山水城市: 山区城建的目标取向
城市的 个性化不但 表 现在 城市 经济 中, 还体 现在 城市

系, 让人充分感受到回归自然的感觉。
第三, 城市的文化气息。福建山区的主要城市都拥有悠久

形象上。只有把 城市 塑造成/ 区域 名片0 , 集 中代 表地 区的
发展面貌, 山区城 市才 称得 上是/ 突 破口0 。把/ 山水 城市0

的历史。比较年轻的三 明市也早在明代就 开始辟墟设镇了。
而且, 山区的人文传统也各有不同。闽西地处客家文化圈, 而

作为城市建设的目 标是 适应 山区 城市 发展 的选 择。但 是,
/ 山水城市0 只是一 个哲 学层次 上的 概念, 在 实际 的建 设中

闽北则是古越族人的 发源地, 中部的三明还 有移民文化的特
征。因此, 山区的城市建设应该体现出城市的历史发展痕迹,

还需要摸索一套技术性很强的操作方案。
( 一) 山区城市呼唤/ 山水城市0 。

吸收/ 山水文化0的精华, 形成福建山区城市特有的文化氛围。
离开了历史背景, 城市会丧失个性。山水城市的建设最终也会

第一, 建设山 水城 市是 城市 形象 个性 化的 要求。 山区
城市浸润在青山 绿水中, 天 生具 有/ 山 水文 化0 的烙 印。也

变成/ 形似而神不似0 。w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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