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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①

[德]黄凤祝

  内容提要 城市的建立,是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社会形成的基础,是精神

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次最大的分工。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市的起源、

城市和私有制、城市和资本主义三个方面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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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市的起源

  按照马克思的城市理论,城市的建立,是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社会形成的

基础,是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次最大的分工。劳动分工发展到不同的阶段,
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所有制的形式,取决于个人和劳动材料、工具、产
品的关系。城市的建立,促使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并造就了城市和乡村的对

立。

  恩格斯给城市下的定义简单明了:“只要它(乡村)用濠沟和墙壁防守起

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②防守和城墙是使乡村变为城市的两个

主要环节。由于冲突,才需要防守。当冲突发展为武力斗争,即战争时,就需

要更为有效的防守,城墙就应运而生。简单地说,城市起源于争斗,是争斗的

产物。

  恩格斯认为,原始部落的部族,由于战争的原因,联合成为部落联盟,成为

细小的民族,并开始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的形成早于国家的建立。

  部落的发展和建立,是以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干涉自发形成的秩序为前提。
如果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自然成长的民主秩序处于全盛期,那
么脱离人民、与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就不可能存在。随着国家的建立,常设的

  收稿日期:2006-7-10

  作者简介:黄凤祝 (NgHongChiok),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德国科隆大学和上海同

济大学。

  ① 原文共分10个章节,标题分别为: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市的起源、

城市和私有制、城市和资本主义、城市和无产者道德的沦丧、城市和住宅问题、需要体系与社会价值、自

发性和共产主义、结论:存在与意识。因篇幅所限,只刊出三个章节。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1.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15辑 黄凤祝: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39   

部落议事机构演变成为元老院,自然民主秩序逐渐转变成为贵族制度。古希

腊的部落,在特洛伊战争的年代,已经联合成为一些细小的民族,居住在有城

墙的城市里。各细小民族为了占领最好的土地,掠夺战利品,不断地进行战

争。将俘虏充作奴隶,成为原始社会的一种制度①。

  雅典城邦的产生,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典范。它没有受到外来或内部暴力

的干涉。其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②。
城市最初是作为军事防御城堡。城邦(Polis)的原意是堡(Burg)。居住在城

堡里的居民(Buerger),就成为城邦的公民(Politen)。

  随着古代殖民地的拓展,城堡成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中心③,城市成为政

治中心和统治者的聚居地。城市与国家结合,就发展成为古希腊罗马的城邦

制度。

  早在公元前1200年,希腊的城邦已经开始萌发。公元前800-500年,希
腊的城市在贵族的控制下,获得全面的发展。希腊式的城市化,由地中海向黑

海扩张,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希腊的殖民时代结束时,沿海一带约有1500座

城市。城市是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集中居住的中心。城市的范围包括近郊的田

野和居民。农民住在城内,日出时出城耕作,日落时回城④。

  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

工,是野蛮向文明、部落向国家、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的开始。这种发展贯

穿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乡的分离是资本和土地所有

者的分离,是资本倚赖地产而存在的开始,也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

义所有制的开始。

  随着城市的出现,社会需要建立公共管理机构,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政治

管理机制来维持秩序。在城市中,居民被划分为不同阶级,这种划分以分工和

生产为基础。城市显示出生活的集中性。在城市中,人口、生产工具、资本、娱
乐和对商品的需求都被集中起来。而乡村却表示出孤立和分散。乡村和城市

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存在。这显示出个人屈服于分工,
为了生存被迫从事某种活动。这种屈服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

动物,另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他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每天都在不

断地产生。在这里,劳动已不是实现自己的一种力量,而成为一种异化的力

量,凌驾于个人之上。只要这种异化的力量存在,私有财产就必然继续存在下

去。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要消灭这种对立,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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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多种物质条件①。

  中世纪的城市,由那些获得自由的农奴建立起来。每个人带来的只是很

少的一点资本,即他劳动时所必需的工具。当时的手工艺者,往往同时也是商

人。连年的战争,以及后来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使这些原来的手工业

者和商人必须有组织地武装起来,由此形成了各种行会和城市自治团体。流

入城市的逃亡农奴无法与有组织的行会竞争,只好屈从于这些有组织的城市

竞争者。这些后来流入城市的手工业者,屈从的程度远远超过对自己工作漠

不关心的现代工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奴隶般地忠心耿耿②。

  简而言之,城市联盟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对财产保护的需要。在中世纪,
每一个城市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贵族。市民

阶级由此产生③。

二、城市和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城市的建立,是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社会形成的基础。分工

发展到不同的阶段,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所有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

段: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城镇奴隶所有制、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和现代的市民所

有制。

  第一种所有制为部落所有制(dasStammeigentum)。在生产不发达的时

代,人们依靠狩猎、捕鱼、放牧和务农生活,当时存在着大量未开垦的土地。这

一阶段分工并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产生的自然分工。土地和产品归部落全

体成员共同拥有。

  第二种所有制是古代乡镇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dasantikeGemeinde-
undStaatseigentum)。这种所有制的形成,即集体的财产私有制(dasge-
meinschaftlichePrivateigentum),是由几个部落经过契约或征服联合起来成

为一个城市后产生的。城市的产生,使分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造就了城乡的

对立,并加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也造就了阶级社会的基础。在古

典的城邦社会(即市民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利益、城市工业和

海外贸易的矛盾,城邦市民和奴隶的关系也因此获得发展。随着生产逐渐集

中,集体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逐渐形成个人财产的私有制。马克思认为私

有财产的集中,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④。在这种所有制下,劳动力的

再生产,即劳动力的获得,大都是通过战争,将战俘作为劳动力使用,即变成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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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0.
MEW,Bd.3,22~23.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15辑 黄凤祝: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41   

隶。

  第三种财产所有制是封建或等级所有制。马克思认为,古代历史的起点

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中世纪历史的起点则是乡村。土地占有者成为贵族,
掌握了军事和政治大权,并直接支配农业的生产。封建贵族的统治,没有减轻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城乡的对立始终存在着①。

  第四种所有制是个人财产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是从

封建财产私有制中发展形成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

  分工成为经济意义上真正的分工,始自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②。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资本所有者,有权支配他人的劳动成果,即可以支配他人

的劳动力。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③。马克思认为私有

财产的形成,是劳动异化的结果④。

  市民社会(diebuergerlicheGesellschaft),是从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

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发展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

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一现实关系,长期被对国家及其元首

功勋伟绩的崇拜所掩盖。市民社会这一用语,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欧

洲的生产关系已经脱离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形态。市民社会是从当时的社会生

产和交往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构成任何时代国家及

其理念的宏观结构的基础(dieBasisdesStaatsundderidealistischenSuper-
struktur)⑤。

  现代市民社会,是从中世纪居住在城堡外的小市民(Pfahlbuerger⑥)发展

出来的。中世纪的小市民,是从农奴中产生的。从市民等级中,又发展形成最

初的资产阶级。美洲的发现,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印度和

中国的广阔市场以及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加速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大工

业的建立,促进世界市场以及商业、航运和陆路交通的发展。这一发展反过来

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工业的扩展。城市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第三等级在代议制

国家中夺得统治地位,使国家政权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

会⑦。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为争夺市场奔走于世界各地,使一

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事业,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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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Bd.3,2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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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工业的生产,帮助资产阶级为世界创造新的需要,原本依靠本国产品就

能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依靠遥远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
昔日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相互依赖的状

态。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同样如此①。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

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

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

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

属于西方。”②

  城市是无产阶级的发源地。它造就了无产阶级,也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对立。恩格斯认为,城市化不仅反映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是进入社

会主义的必然前提,因为城市是新生产方式的所在地。如同城市在中世纪是

市民阶级的发源地一样,在城市中,分工获得最高的发展,现代工业使工人发

展成为最完善和最纯粹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惟有在城市中,才能获得其完

整的阶级性(inseinervollstenKlassizitaetzurErscheinung③)和最高的觉悟

(amklarstenzumBewusstseinkommen④)。

三、城市和资本主义

  城市社会学,研究空间对定在人的城市生活的作用。当然,空间对定在的

乡村人,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对人的作用有所不

同。这种作用是由于不同定量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中,产生了不同的组合,并
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主要是组合上质的不同,而不是量之

不同的结果。当然,数量的增长,会促使结构和质的改变。但只着重对城市人

口量的研究,无法深入探讨城市的本质。

  在研究马克思学说时,许多学者只关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阶级

斗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学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忽
略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基本核心:1.人道主义,2.异化问题,3.需要理论,4.
城乡对立学说。有关城乡对立的学说以及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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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7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5。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70.MEW,4,466.

MEW2,273.
MEW2,27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61,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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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几乎没有涉足①。

  事实上,有关城市和乡村对立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从古代直到现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从城市和

乡村分离的运动中获得解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
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②

  恩格斯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中,引申出取消城乡对立现象的结论③。他

认为要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只有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分工后才有

可能实现。

  在封建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对立促进了社

会的变化。这种对立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分工:城市经营商业、从事手工业生

产,乡村则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分工,使城市和乡村各自拥有自己的生产方

式。城市形成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乡村却保留了传统封建主义的生

产方式。这种不同历史形式的产生,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马克思认为,
要理解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以这种对立作为出发点。没有城

市这一主体,社会就无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④。

  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后,19世纪欧洲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城乡对立,而
是城市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不再是促进社会发展

的主要动力。社会问题不再是城市和乡村对立引发的问题,而只能单独作为

城市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它只是借助城市这一形式作为表达而已⑤。恩格斯

认为:要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只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⑥。城市的贫困

问题只有经过社会变革才能得到改善⑦。

  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成就,是靠工人来创造的。只有工业才可以把刚

刚摆脱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作无生命的物件,当作一件东西来使用。如果

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无法存在的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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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arxianUrbanTheory
NgHongChiok

  Abstract Theestablishmentofcitiesisthebasefortheformationofprivateowner-
shipsystemandclasssociety,andisthebiggestdivisionbetweenspiritualandphysical
work.Thispaperistostudymarxianurbantheoryfromthreeaspects,thatis,theoriginof
citiesfromthepointofviewofMarxandEngels,cityandprivateownership,andcityand
capitalism.
  Keywords Marxism urbantheory privateownership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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