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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闵行一条街的历史解读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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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59年的闵行一条街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住宅建设的新风貌，即成街成坊的建筑形式

和居住风格。随后一条街模式风行全国，各地复制一条街模式引起了建筑界的深入讨论。

专家们对一条街模式给予了理性的审视，闵行一条街的特殊性印证了专家们的正确认识。

专家的理性审视及闵行一条街的文本价值，对当前城市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闵行一条街；一条街模式；理性审视；启示

作为上海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闵行

一条街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住宅区的一种

新风貌，即成街成坊的建筑形式和居住风格。

闵行一条街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型街道”，各

方赞誉之声不断。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一条

街。“一条街模式”在全国各地的复制及出现

的问题，引发了建筑界对一条街及模式的深入

讨论。本文以1959年上海闵行一条街的建设为

切入点，详细考察专家对“一条街模式”的探

讨，尝试挖掘建筑史背后的政治、经济、思想

文化因素，对历史现象做出全面的解读，并解

析其当代意义。 

一、闵行一条街的崛起

闵行位于上海市西南，黄浦江上游左岸，距

离上海市中心32公里。解放前是上海县的一个

农产品集散市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上

海电机厂、汽轮机厂在此建设，逐步具有小型

工业城镇的基础。1958年，在闵行镇被划归上

海市后，上海把它列为第一个卫星城——机电

工业基地来建设。1958年底，上海决定在1959

年兴建一批住宅，作为该年“十一”工程①，闵

行一条街工程建设被提上议程。

闵行一条街坐落于闵行一号路（今江川路）

上。1959年9月底，首期工程——自沪闵路到

十二号路（今兰坪路）竣工，在长550米的大街

两侧，竖立起11幢现代化的高层民用建筑物。
[1]同年10月起至年底，十二号路东西两侧二期

工程竣工。至此，闵行一条街在1959年共建成

13.6万平方米，其中沿街建筑20幢，6.3万平方

米，街坊内住宅、托儿所、食堂等共53幢，7.3

万平方米。[2]1960年初至1961年7月，工程向西

延伸，在一号路南北、十号路（今瑞丽路）东

西陆续建成各类建筑，闵行一条街面貌形成。[3]

闵行一条街的出名，源于建筑形式、风格

上的大胆创新。规划初始，中共上海市委就明

确了成街成坊的建设方针，“新住宅区一定要

成街成坊，要先成街后成坊，要使居民感觉方

便，要能够吸引人，使人愿意去，要有城市气

氛。”[4]按照成街成坊的建设方针，闵行一条街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9月号
17



首期工程建有一条长达550米的柏油马路，马路

南北是11幢大楼，其中5幢大楼底层是商店，商

店上面是住宅，另5幢大楼是公寓式住宅，还有

一幢是6层楼、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闵行饭

店。商店沿街而设，分布在街道的南北，并形

成完整的商业网，有百货商店、理发室、新华

书店、鞋帽店、钟表店、南北货商店等。“无

论吃的，穿的，用的，看的，玩的，在这条路

上一应俱全。”[5]至1959年底二期工程结束后，

街坊内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食堂等也陆

续建成。

商店沿街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建筑形式，这

种形式带来的繁荣景象在解放前的上海等城市

一些著名街道已有呈现。说起成坊，居住区中

有饭店、百货商店、幼儿园等生活设施，在解

放后建造的曹杨新村等工人新村中也已有之。

但是，闵行一条街建成前的住宅建筑，或是商

店沿街、住宅在后，或是仅有住宅而无街道风

貌，像闵行一条街这样“街中有坊、坊中有

街”，即以成街建筑为中心组织住宅建筑，同

时在街坊内部有各项文化福利设施，之前没有

出现过，更别提在远郊建设。因此，成街成坊

是闵行一条街在住宅建筑上的一大创新。

为了突显成街成坊的效果，闵行一条街的

建设高度现代化。街道宽44米：中间14米是快

车道，两旁2米为绿带，绿带旁再是3米的慢

车道，再加2米的绿带，最后是8米的人行道。

“它比新辟的肇家浜林荫大道还要宽阔，相当

于两条南京路的阔度。”[6]沿街建筑造型各不相

同，层次分明，建筑物墙面漆成淡黄或浅咖啡

色，看上去美观而大方。房屋结构都是钢筋混

凝土，房间面积在18到20平方米，比一般工人

住房的房间大。[7]

闵行一条街建成后，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誉

和喝彩，普遍认为它既在城市景观上有立竿见

影之效，又带给广大职工生活上诸多便利，是

将住宅建设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的一次成功尝

试。

上海在闵行一条街之后，先后建造了多个

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嘉定一条街、天山一条

街、安亭一条街、桃浦一条街、松江一条街

等。由于上海的成功示范，“一条街模式”迅

速在全国传播，“全国各地新的成街成坊的住

宅建设如雨后春笋一般”[8]。在各地实践中，由

于只是简单模仿，出现了问题：有的不问朝向

立面一律朝街，有的形成山墙一律不许朝街的

不成文规定，有的只成街不成坊，大批旧建筑

挡在大墙后面。[9]“一条街模式”在全国各地的

复制，引发了建筑学界对社会主义建筑风格及

“一条街模式”的深入讨论。

二、建筑学界对“一条街模式”的探讨

“一条街模式”遭到重新审视与1960年代

严峻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1958年起，“大跃

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但自

1959年中期起，“大跃进”导致的不良后果开

始出现。1960年后，我国逐步开始国民经济大

调整，重、轻、农发展次序改变为农、轻、

重，工业建设压缩战线；勤俭建国方针再次被

强调，城市建设降低要求。在严峻的经济形势

面前，“一条街模式”中的高标准、高规格受

到质疑。

上海市建筑学会分别在1960年5月、8月组

织系列座谈会，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建筑风格问

题。1961年6月，华东地区各省市建筑设计单

位的设计工程师聚集上海，对城市住宅问题进

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工程师们对“一条街模

式”的推广提出了看法，指出“闵行、张庙一

条街是城市住宅建筑中新的创造，值得发展、

提高，但并不普遍适合于各省市实际情况和地

区特点，各省市应根据地区特点，结合建筑群

体布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创造各自的风

格”。[10] 

“一条街模式”并不适合于各地，这一观点

的提出纠正了各地一窝蜂的状况。与此同时，

上海各建筑工程师、设计专家深入闵行一条

街、张庙路、曹杨新村、嘉定工业区等地，结

合当地的建筑实例，围绕“什么是建筑风格的

决定因素”“新材料、新结构对建筑风格的影

响”等问题，至1961年10月，先后举行六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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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入的讨论。[11]1961年12月，上海民用建筑

设计院以闵行、张庙一条街为实例，就“成街

成坊”设计及两个住宅区的建筑风格开展学术

讨论。1962年9月，上海建筑学会组织会员再次

讨论。

1960年以后的数年中，建筑界围绕“一条街

模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一条街的发源

地，上海建筑界的讨论尤为激烈。在交流中专

家们对“一条街模式”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

“一条街好还是居民新村好”、如何建设一条

街等问题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结论。

首先，专家们肯定了一条街的建筑风格，同

时也指出一条街建筑存在的不足。对于闵行、

张庙两地的建筑风格，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

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闵行、张庙的规划设计

不仅符合社会用途、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且

以定型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洁的街道、优美

的绿化、明快的建筑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12]因

此，专家认为一条街的布局形式较之曹杨、鞍

山等新村，有较多优点。同时也指出，由于在

规划设计工作上缺乏经验，存在一些问题，如

部分公共建筑的项目和规模超出了实际需要，

有些行业（如百货、家具店）缺乏一定的仓库堆

场等辅助用屋用地，底层店面要求大面积分间导

致增加上层住宅建筑的造价。[13]

其次，专家们指出“一条街模式”不宜到处

采用。在规划设计闵行一条街时，上海民用建

筑设计院副院长汪定曾就曾指出：成街的规划

并不是仅仅设计一条街的建筑，而是必须结合

街坊内部绿化、交通、房屋同时考虑，这样方

不致造成内外脱节，街与坊毫无关系。[14]这一

观点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他们指出，必须因

地因时进行区别对待，其中首要考虑街与坊要

配合建设。专家们反对单纯为了追求街景的美

观而设置一条街，建议街和坊必须线面结合、

同时建设。“像桃浦、安亭等孤零零地建造一

条街，而没有成坊的住宅建筑配合，因此就好

像一层皮，沿街造住宅既不实用（影响居民安

静），而且也显得过分单调，并不美观。”[15]

专家们认为像安亭、桃浦这种目前新村规模还

不大、居民还不多的情况，就不适宜修建一条

街，必须要看当前的条件，因时、因地制宜地

逐步建设一条街，“如过多、过快地而不顾条

件地建设一条街，从目前所取得的经验来看是

不相宜的。”[16]有的设计人员指出：“在有的

地区，街与坊不能同时修建时，也应先建坊后

建街。”[17]

第三，专家们对一条街商业、住宅与交通

等问题的处理提出了宝贵建议。关于住宅、商

业中心与交通之间的矛盾问题，专家指出，首

先要根据道路性质区别对待，同时考虑相对地

集中布置公共福利设施。由于一条街吸引较多

的人流，因此不宜在运输繁忙的干道上或过境

道路上采取一条街的布局形式，以避免与货运

交通的相互干扰。[18]对闵行、张庙一条街，专

家认为：它们都不是交通干道，货运卡车禁止

通行，所以这样布置是适宜的。[19]关于沿街商

店的用屋如何恰当安排以及街与坊的整体空间

如何组织等问题，专家们根据闵行、张庙一条

街的建设经验，归纳出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商店等用屋可以根据建筑功能特点，采取

单独设置与结合多层住宅底层设置的混合布置

形式；通过高低结合、虚实结合等方式造成广

阔的建筑群体的空间，而不再是沿街两排屏风

式的建筑立面。[20]

第四，专家提出不要局限于“一条街模

式”，应因时因地制宜创造多种布局方式。

“布置联合的商业机构不及将商店布置在住宅

底层容易形成热闹的气氛”这种观点是片面

的，不要一味追求“一条街模式”。“在一个

卫星城镇或大住宅区中心中，有足够的公共建

筑来形成一个完整丰富的建筑群，如果布置得

当，同样可以形成一个热闹、便利而美丽的中

心地区。”因此，市镇或大住宅区中心，几个

小区的联合中心和小区的中心布置方式可以多

种多样，既可以采取一条街的方式，也可以采

取一条街与中心结合或其他方式，建筑师应该

结合远近期建设上的需要，因时因地制宜，运

用各种手法来创造出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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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21]

综上，“一条街不宜到处采用”以及不要局

限于一条街，是1960—1962年建筑界专家们对

一条街深入审视的宝贵建议。总体来看，专家

们对“一条街模式”的探讨仍是理性的，并没

有全面批判。不过，专家们虽然称“一条街模

式”不宜到处采用，但是对闵行一条街始终是

赞誉有加。之所以如此，与闵行一条街的特殊

性密切相关。

三、闵行一条街的特殊性及其当代意义

闵行一条街自1959年10月首期工程完工后，

就受到全国各界的关注。毛泽东、朱德、周恩

来、宋庆龄、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

聂荣臻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先后来此视察，郭沫

若、老舍等文人墨客在此留下足迹，社会主义

阵营的各国领导、代表团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友

好人士也来此参观，上海周围各地群众更是来

此游览、购物。②闵行一条街之所以能长久受到

关注，是因为它坐落于闵行卫星城。

1958年以后，上海工业向高、精、尖迈步，

决定在上海远郊建立卫星城，作为上海发展重

工业的战略要地。闵行、吴泾、嘉定、安亭、

松江被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五大卫星城，其

中，闵行是第一个确定、最先开始建设的卫星

城镇，从后来的发展看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

随着上海电机厂、汽轮机厂的扩建，以及重型

机器厂、锅炉厂、新民机器厂、闵行发电厂等

大型企业的迁建，闵行逐渐成为以制造成套发

电设备为主的机电工业基地。上海电机厂、汽

轮机厂、重型机器厂、锅炉厂被称为上海“四

大金刚”，成为闵行卫星城的支柱企业，是上

海机电工业的半壁江山，同时撑起了中国电站

设备生产的半边天。凭借雄厚实力，国内第一

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第一台六千千瓦汽轮

发电机、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先后在这里诞

生。所以，闵行一条街与各企业是一体的。闵

行一条街并不是孤立的住宅区或商业中心，它

与周边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闵行工

业建设的突出是闵行一条街崛起和发展的动

力，也成就了闵行一条街的盛誉。

中央领导及各类人员的参观访问并不简简

单单地针对闵行一条街，各大工厂是视察参观

的中心。周恩来1960年9月来到上海汽轮机厂视

察，并陪同外宾参观了闵行一条街。[22]毛泽东

1961年来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同上海人民一起

欢度五一。[23]刘少奇三次到闵行，先后到了上

海电机厂、重型机器厂、汽轮机厂，1961年那

一次，他还对闵行一条街提出建议：一是街上

的路灯电线应埋在地下，二是街道白杨树冬季

落叶、夏天又滋生虫害，应改种四季常青的香

樟树。[24]后来，闵行一条街所有电线埋到了地

下，并在街道两旁种下了香樟树。

相比较而言，其他各处一条街因没有坚实的

工业基石，也就无法真正兴盛起来。闵行一条

街的特殊导致它是无法复制的，从而解释了各

处一条街为什么仅能得其形而不能复其实，也

印证了专家们对“一条街不宜到处采用”的正

确认识。

1960—1962年专家们对“一条街模式”的理

性审视及闵行一条街的样本价值，对当前的城

市建设仍具有较好的借鉴参考意义。改革开放

以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条街模式”，并

有着各类名称，如民俗一条街、小吃一条街、

服装一条街等。这样的一条街是新时期对之前

“一条街模式”中沿街建筑的不同演绎，缺少

成街成坊的实质内涵。如果说这类一条街只是

沿街形式的沿袭，尚不足挂齿，那么特色小镇

从一条街历史的叙述中应能汲取更多的经验教

训。

2016年，我国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

镇培育工作，之后特色小镇在各地建得如火如

荼。但是问题也随之而起，很多特色小镇无

“特色”可言，或一味照搬，导致千篇一律；

或毫无内涵，凭借外在的光鲜亮丽名噪一时而

很快湮灭；或拿着优惠政策搞房地产，完全背

离特色小镇的本意。特色小镇可以形成地方名

片，打响城市品牌，也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是中国城镇体系中的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各地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规划设计，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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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鉴对当前的建设应是有益的。

一方面，正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专家们在

审视“一条街模式”时所提的“不宜到处采

用”“因时因地制宜创造多种布局方式”，特

色小镇不能到处建设，一窝蜂地涌上，同时不

顾本地实际情况一味照搬其他已成功的小镇模

式。如果没有条件，就不应该盲目建设。其他

已成功的也并不能在本地同样成功，因地制宜

很重要。

另一方面，正如闵行一条街与闵行产业建设

的结合造就了闵行一条街的成功，也造就了闵

行卫星城的出彩，特色小镇的“特色”应充分

考虑小镇整体优势，突出“特色”，并形成合

力。特色小镇并不局限在产业特色，也可以有

生态特色、文化特色、资源特色等，但是特色

小镇发展的核心是产业。拥有特色产业、优势

产业，能集聚更多优势资源；同时产业特色应

与文化、生态资源充分整合，形成合力，从而

助力特色小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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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央领导、各界要人及民众考察、参观闵行一

条街在《文汇报》《新民日报》《解放日报》等

报刊上经常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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