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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背景下的西方规划师价值观
—兼论“城市人”理论

□　魏　伟，谢　波

[ 摘　要 ] 研究以文化基因的视角分析西方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背景下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观，即基于“个人”
的自由价值观、基于“泛人”的平等价值观和基于“理性”的理性价值观，并与我国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观进行对比分析，总
结出由于中西方文明体系的演化背景、历程不同，中西方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中西方城市规划师的价值观，更大意
义在于“互视”，而非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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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Urban Planners Value Option: A Discussion On Citizen Theory/Wei Wei, Xie Bo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essential value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under individualism and consumerism infl uence, to be 
exact, individual freedom, equal right, and rationalism.  The paper compares them with Chinese urban planning values, conclude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values of urban 
planners shall be refl ections instead of copies of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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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在其著作《西方文明

的文化基因》[1]中提出的解读西方文明要义的重要观点。

他提出，产生于现代前、根植于希腊理性、罗马秩序和

基督太平的“唯一、真”文化基因①，以及产生于现代、

根植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个人、泛人”文化基因②，

两组文化基因共同影响现代西方文明的内涵。“唯一、真”

的文化基因令西方人产生信服（忠贞与极端 )、捍卫（刚

毅与霸道 )、宣扬（慷慨与扩张 )的意识，“个人、泛人”

的文化基因让西方人走上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道路。“文

化基因”观点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西方文明架构下的宇宙

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观察，总结出西方人对真理、对

个人及对他人的基本价值观来源，并以水为法，将文化

基因融入到不同的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历史背景与契

机的容器之中，勾勒出西方文明的主体轮廓，以此透析

出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内在本质：源于经验主义的“个

人”基因，结合现代前的“唯一、真”心态，形成个人

主义，并衍生出自由、功利主义，以个人的自由竞争和

资本的自由扩张，伴随着英美的霸权走向全球，英美式

的个人自由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

资本主义民主、竞争、法治和人权的认识，离不开对“个

人”文化基因的解读，也离不开对以“自由”为前提、

以“平等”为权宜的理解。

现代城市规划伴随着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无节制

扩张（如城市无序蔓延、无限的资源需求和无度的消费

增长 )，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自由”（如环境恶化、交

通拥堵和旧城密度过大 ) 应运而生，通过对城市土地和

空间的管控与引导，实现对公众利益的保障，制衡自由

带来的无序和不平等。同时，西方城市规划中也一直蛰

伏着对不平等的反抗理念，既有自上而下乌托邦式、整

体性甚至革命性的理性规划思考，又有自下而上消除差

别、包容多元、实现机会均等和福利公平的诉求。总体

而言，城市规划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纵剖面之一，是在土

地空间层面处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而城市规

划师既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具备“文化基因”的基

本内涵，又是专门处理这个特定关系的职业群体，在技

术方法、选择方式及实现过程中有着对文明的特定解读。

规划师价值观的反映是在西方整体文明特质的框架下，

对“规划对象的认知、对规划设计的选择、对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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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定”的基本态度。本文即从这个角

度展开分析。

1基于文化基因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
的认识

1.1“个人”基因主导下的需求与供给

权宜平衡
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角度衡量，

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是产生西方现代城

市规划的根本因素。城市规划作为一种

公共管理制度，努力在个人“需求”和

消费“供给”之间寻求权宜平衡，这和

古典、中古及近代西方的“规划思想”

有着本质的不同。“个人”可以看作是

现代西方文明的显性基因，由此引出的

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及资本主义等均不

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如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具有明确宣扬目

标的形态。个人主义在西方近现代文明

中无处不在且战无不胜，挖掘出了人性

中最难抗拒的个人意识，并与方向性的

求真目标割裂开来（这与古典时期的真

理方向、中古时期的真神方向不同 )，以

物质的拥有和非永恒的精神思考填补人

的意义。这个文化基因的特征使其对土

地及空间的需求有了物权化、扩大化、

交流性和冲突性的基本特征。城市规划

需要从功能及权属、交流与机会、私人

与公众、自由与约束等层面对城市最重

要的土地资源进行政府管理。

从供给层面分析，消费文明不但是

西方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③，而且是

西方战胜其他异质文明的“拳头”，还是

推行西方文明价值观念的利器。工业社会

的生产制造业，资本社会的金融资本业，

包括信息社会的信息、文化产业，都是以

满足消费，尤其是新消费为基本特征的；

产品创新、质量提高、生产个性化及消费

观念的更新，都在引导消费容量的不断扩

大和增值。城市作为消费的主要承载物理

空间，就要供给满足消费的生产用地、消

费空间及交流保障空间。城市规划曾一度

是一种满足、平衡各种消费“供给”的城

市土地空间调控制度。

1.2“泛人”基因下规划探索的式微
西方城市规划经历了“建筑及艺术—

理性系统工程—倡导性、阶层调和”的

连续演化过程，体现了现代规划的理性

出发点和对“泛人”文化基因下平等意

识的不断追求。“泛人”文化基因根植

于西方古代理性和基督信仰，发端于笛

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思索，式微于“个人”

文化基因下的英美全球霸权，是现代城

市规划追求人人平等和公共利益的思想

基础；但由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格

格不入，以及它们分别倡导的平等与自

由理念之间存在本质矛盾，理想式的城

市规划与现实制度下的城市规划在博弈

中举步维艰。基于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

的文化基因特征依然明显，只是“个人”

的对象有从精英小众向普通大众改变的

趋势，面对更多的“个人”，但情况可

能由此变得更加复杂。面向公平和中下

层大众的“倡导式规划已经陷入衰落”[2]，

个人主义不会因阶级的不同而显示出倾

向于中下层大众的倡导力。

1.3 规划范式的质疑与徘徊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经历了从“美学、

艺术性的工作”向“理性、系统性的工

作”，再到“政治、倡导性的工作”的

转变 [3]，也可以看作是体现自由主义“多

样、差异、多元”的后现代主义对体现

理性主义“简单、秩序、统一”的现代

主义的不断否定与排斥。但是，后现代

主义虽然打上了“为民请命”的道德旗

帜④，然而除了能提出“质疑理性共识”

的呐喊式思维，以及“包容多元”式、

听上去很美但绝不可行的假设途径，其

实质作用主要表现在“反现实”及对理

性的质疑，这与现代西方走上完全个人

自由主义的道路后的心态是一致的。理

性平等下的规划目标与个人自由主义下

的现实主导之间存在差异及距离，二者

也一直并行，形成了西方城市规划从理

论到实践层面的不同范式。

2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下的城市规划师
价值观特征

西方城市规划的目标均是以处理公

共利益为核心的，但因其价值观的多元

化，导致出现了众多理论源头，以及多

种理念下的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Peter 

Hall 对此开展了全面总结，从中可以看

到基于平等和社会理想的“田园之城”“底

层阶级之城”，基于自由的“区域之城”“自

建之城”“交通之城”，基于理性的“塔

楼之城”，基于国家主义的“纪念碑之城”，

基于资本的“企业之城”，基于后现代

主义的“盛世之城”，以及在现实与理

想之间挣扎的“理论之城”[4]。以文化基

因的视角，从其反映的基本价值观看，

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

2.1 基于“个人”的自由价值观
基于“个人”的自由价值观应该是

最具现代英美文明的观念。个人主义对

自由的追求衍生出自由主义，洛克的《政

府论》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自由主

义在政治、经济、法治及人权上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亦随着英美的称霸而推广

至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成为现代西方的

主流意识形态。生命、健康和财富（尤

其是产权 ) 的私有和不容侵犯，成为政

府建立合法性的基本出发点和公共管理

职能的基本内容。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

共管理职能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得以存

在，尤其是在保障个人空间利益、调控

公共空间平衡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英

国，作为政府工作的城乡规划就是由公

共卫生和住房政策发展而来的，田园城

市、卫星城镇和工业及贸易区的大力发

展，也是为扩大个人空间和缓和公众空

间矛盾而推行的；美国的区域城市思想

来源于苏格兰的格迪斯，其在广袤的土

地上和全球的资源支撑下开展着田园式、

自由式、分离式和扩张式的规划引导，

将自由主义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规划的

自由价值观尽力保障着人的需求自由，

而忽视这样的满足是否带来整体社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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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与人之间的不自由。规划对汽车交

通的优先满足就是体现“自由”的代表，

当更快捷的交通移动和更大范围的空间

接触成为基本需求，城市规划也搭建起

了满足汽车交通的城市构架，并以此划

分街区、布局公共设施 ；而由此带来的

“自由、活力、文化”的丧失，在西方

也遭到雅各布斯等人无情的批判。到了

西方后现代主义强调多样性、差异性和

多元化的时代，自由主义已经演化成为

“绝对自由主义”了，对多元的认可与

包容，对差异的敏感与隔离，规划成为

一种“交流和斡旋”，以满足更多人的

自由，成为众多规划理论的价值取向。

2.2 基于“泛人”的平等价值观
相对而言，现代欧洲大陆具有较强

的平等观念。欧洲的平等源于古希腊、

古罗马道德哲学中的信仰，之后基督宗

教在中世纪建立起的“基督太平”为“泛

人、平等”提供了类似“家庭结构”的

现实社会关系，即神与人的父子关爱关

系和人与人的兄弟平等关系。但宗教改

革之后个人意识的觉醒，发展至个人意

识至上的现代主流形态，平等的观念失

去了理性的支撑和信仰的归属。理性这

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意识—无论是基于

现代前的信仰归宿，还是莫尔的《乌托邦》

所描述的古代基督团体和柏拉图“理想

国”结合的理想社会，还是基于笛卡尔

的人人可拥有的“天赋理念”，或是卢

梭的“社会契约”试图建立具有“共同

意志”的平等社会，法国大革命用“自由”

作口号，希望实现对不平等的反抗，直

到将平等视为全人类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共同实现的社会目标的“共产主义”—

平等的内涵虽已随着历史变迁发生改变，

但平等的意识依然是西方文明无处不在

的支柱观念。另外，基于“个人”主义

的自由和基于“泛人”主义的平等，在

“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下，在失去了

理性和信仰至上的现实下，二者不可能

在大的社会现实中实现真正的一统；多

数情况下，平等和自由正如一对彼此角

力的兄弟，互不相容但深知离不开对方，

失去了平等的自由在西方“性恶论”的

意识中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平等价值观，

正是在这样尴尬而矛盾的局面中若隐若

现。乌托邦式的规划理想在全社会的推

行，无疑只是个梦想，但对乌托邦的向

往却一直根植于心；倡导性的公平规划

思路，一度让西方规划师找到了平衡道

德的砝码和制定交流式规划的利器，但

终在资金的匮乏和规划师的职业饭碗思

量下淡出主流；新马克思主义式的、人

文主义式的规划分析和社会呼吁，虽然

让人兴奋，但期望改良社会的规划意图

“早已超出了规划师应持有的职业操守，

也令规划理论迟滞不前”[5]。可以看出，

西方规划的多次重要范式改变或实践突

破，均是平等价值观对自由价值观的一

种修正和反省，虽没有改变个人主义下

的自由观念，但通过规划追求“泛人”

的平等，一直以来都是现代西方文明在

城市规划上的写照。

2.3 基于“理性”的理性价值观
理性观念是整个西方自古以来延续

至今的特质，但在现代西方境况式微。

理性也是西方自古以来最为重要的认识

论、方法论和目的地，古希腊的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为理性制定了恒定目标、

逻辑范式以及归纳、演绎的思想方法，

并由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将理性与信仰结

合，终成一统。但 16 世纪马丁·路德以

反对教会腐败和教义僵化为目标的宗教

改革，开始动摇了理性与信仰的一统；

法国的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

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虽源于不同的社

会背景和时代心态，但开始将认知建立

在“人”的基础之上；加上牛顿创立的

科学范式、斯密制定的政治框架和达尔

文发现的物种演化规律，赋予了西方理

性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和以“人”为本

的内涵。最终，“理性”夹杂着现代前

对“真”的探索，并保持着数学、几何、

比例、逻辑和秩序等理性思维原则，结

合了现代基于观察、归纳、实验的科学

方法和不断更新的技术，以“寻找规律”

和“致用”为原则，形成了西方现代理

性的综合内涵。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诸多思想源泉

和实践，都深深地打上了“理性”的烙

印。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功能理性城市

和现代建筑运动，基于几何和秩序的原

则，对空间秩序的追求、城市功能的区

分、交通的组织及建筑的竖向延伸，虽

在西方备受来自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的批判（前者批判其不识时务的抽象，

后者批判其破坏城市的有机性、忽视人

类的复杂性 )，但理性规划思想及其广泛

的城市建设实践，业已成为现代城市结

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几何理

性本质和现代城市的秩序理性塑造，依

然是城市物质空间的主体构成。道萨迪

亚斯的“人居科学”也饱含理性主义色

彩，以人居模式去演绎城市发展的动力，

以“静态细胞、动态城市结构”去实践

规划，通过人居环境要素的组织达到“最

大接触、最小气力、恰当距离、优质环境”

的最优人居。虽然这套被认为是“物理

决定论”“朴素机械化”的理性思维在

西方“政治博弈化”的规划现实中难以

立足，但其对城市本质的理性分析、对

规划实践的清晰指导、对规划愿景明确

且系统化的描述，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另外，随着计量技术、系统理论和

数学模型的成熟，西方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将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纳入到严

密的逻辑模型演绎当中，试图揭示城市

内在的演化规律，并以此制定具有可控

性的模型化规划。虽然这种理性思维同

样受到质疑，但其对城市规律性的解释

及模型化的演绎，已然成为科学范式和

数字技术高度结合的典范。

2.4西方规划师对“真”的追求和反省
规划理论价值观念的多源化，以及

理论流变范式的混沌特征，表面反映的

是社会背景的变迁和规划需求的变化，

但深层次的理由是现代西方价值观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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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义及其延伸出的自由、功利和资本

主义及其消费文明的主导，“无约束的

自由”与“自由的相对存在”之间，“无

限制的消费”与“资源的有限存在”之

间，都存在逻辑上和条件上的矛盾；另

外，各种规划理念均对各自“真”的坚

持和宣扬，形成了相互间的对抗。每一

种价值观主导下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

都可看作是西方规划师对“信仰”的追

求，但在个人主义主导下的文明形态中，

其会对与个人、自由、功利、消费等不

同的观念予以抵制和打击；理性思想、

物质决定论、系统思想和公平规划思想

的相继失败（或是沉陷待浮 )，正是对这

一现象的体现。与此同时，从宗教改革

以来就形成的对传统观念“反”的精神，

也不断催生出各种“新”的规划理念，

如霍华德具有社会改良性质的田园城市，

柯布西耶追求理性秩序的光辉城市，芒

福德推崇复古式的中世纪城镇，道萨迪

亚斯营造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居环境，雅

各布斯倡导街区活力的多元化城市等。

西方规划师的历史价值恰恰体现于这种

矛盾运动当中，一是对“真”的不断追

问和实践，二是对传统、惯性的不断“反

省”。

3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中西方
规划师互视

在西方以“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

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城市规划中

强调的“自由、平等、理性”的基本价

值观显示出矛盾对立的特点，此消彼长，

但长期共存。中国城乡规划的基本架构

来自西方，但“不是以其自身来直接面

对社会的，而是按照被赋予的职责来完

成相应的结构需要的”[6]，可以将其理解

为西方现代政府管理构架与中国传统“致

用”思想结合的产物，是以处理“公共

利益”为核心的工具和政策。西方现代

城市规划也因为自上而下式的管控理念

与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高度契合，

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集中调控

土地资源和公共利益诉求日益高涨的近

三十年间，城市规划在中国的地位日益

显著。

下文将以上述的三个西方基本的城

市规划价值观放置到中国的文明体系当

中思考，可以看到以下异同。

3.1 基因不同的自由价值观念
“自由”，镶嵌在个人主义下的基

本观念，在中国隐现的“大我、泛人”

的文化基因下（相对于西方的“我、个人”

的基因 )，是有所冲突的。中国现代的城

乡土地制度及资源的配置模式，包括人

地关系的紧张现状，都使得城乡规划的

自由价值观非常模糊；人们对土地权、

物权、人权及空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使得“有限的自由现实”和“无限的自

由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加深刻，而传统

中缺乏对自由的理解以及无法实现西方

现实中制衡下的自由，使得中国城乡规

划在这个价值观的践行上显得束手无策，

经常走上两极分化的尴尬境地，如城市

规划师制定的无约束的规划方案，城市

管理者导控城市资源的绝对自由，民众

对无约束自由的向往等。所以，“自由”

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道德范式、不同

社会基础和不同的民众理解，使得中国

的城市规划在践行“自由”这一价值观

时，尤其要注意区分自由的尺度和对象。

现实约束下的自由观念，包括环境约束

下的城乡发展目标，土地资源约束下的

城乡关系和功能梳理，以及对土地投机

的约束性控制，这在中国城乡规划中显

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3.2 内涵不同的平等价值观念
“平等”，在中国城乡规划的现实

制度和理想社会中，是有其文化基因作

为基础的。但中国与西方的平等价值观

念来源有所不同，中国对理想人居的追

求兼有“大同小康”“内修外敛”“山

水禅境”等传统伦理观的影响，也有历

经变革后对西方追求阶级平等、民主自

由、公共交流及公众参与等现代平等社

会观的引入；“平等”应该也已经成为

中国城乡规划的主流价值观念。但现实

情况却不甚乐观，个人主义和消费文明

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侵入当下中国的意

识形态当中，让城乡规划的平等性经历

着种种考验：经济发展的主导原则几乎

成为空间分配和资源使用的唯一砝码，

消费空间（包括生产与使用空间 ) 的主

导地位与其他空间的从属地位极度不平

等，粗放式的新城运动和举步维艰的旧

城改造令规划平等失去了空间依托，房

地产的全盘市场化运作令居住的平等性

难以实现，缺乏制度背景和民众自我约

束的公众参与令“倡导交流式规划”流

于形式。

3.3 取向一致的理性价值观念
“理性”，在中西方的文化语境当

中是完全不同的涵义，但又有本质的相

似性。西方的理性来源主要包括秩序、

恒定和平衡（如柏拉图 )，逻辑、因果和

德行（如亚里士多德 )，自我保存和与人

共存（如亚奎那 )；也有理性主义的推进，

如数学方法、推理分析、求真思考和清

晰辨别（如笛卡尔)，科学范式（如牛顿)，

社会契约、共同意志（如卢梭 ) 等。而

中国的理性与“道理”基本一致，老子

的宇宙观、孔孟的伦理观，以及实用的

治世法则，追求的也是恒定、秩序和平衡。

理性本质的相通使得中西城市规划在理

性范式上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在城市空

间秩序性、结构的平衡性和目标的择善

上也是异曲同工。

3.4“城市人”理论框架下的理性、

平等价值观念
平等价值观和理性价值观在中国城

乡规划中的践行，根本在于对城乡本质

的理性认知和落实城乡规划的平等配置。

当下中国的城乡规划理论，总体上缺乏

“规划范式理论”[7]，即具有稳定性和普

适性的规划价值观理论。西方注重科学

方法和理性逻辑的基础性规划理论，在

当下中国城乡规划中尤其值得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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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理论或许给了规划工作

者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建立于“经济人”

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建于假设演绎和

逻辑推理之上 ) 和“人居环境”理论（理

性主义的规划范式 ) 之上的理论，在城市

分析上给出了一套严密的逻辑方法，在

规划方法上提出了基于需求满足的平等

规划范式：“‘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

择聚居区、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规

划工作就是匹配典型‘城市人’和典型

人居的理性过程；‘城市人’典型与人

居典型提供一个模板，帮助规划工作者

衡量和评价在实际中某些居民的要求是

否合理、某类人居的供给是否最优；同时，

也提供一个范式去帮助规划工作者提升

居民的理性和优化人居条件”[8]。该理论

在价值观上突出了理性思维与平等观念。

其采用的理性思考（如直觉理念、假定

原则 )、逻辑演绎、观察归纳及模型总结

方法具有理性主义的方法特征，如对“空

间接触机会”“典型城市人”“典型人居”

的认知，就完全需要以理性原则和科学

方法进行归纳；在复杂、多变及多元的

城市空间接触机会当中，只有通过大量

细致的、可量化的观察、反馈和印证，

通过抽象的数学和模型分析，才能寻找

出具有需求共性和城市特性的面向规划

的接触机会元素，如公共设施的规模，

空间可达性，交通设施的密度、距离，

社区的容量、兼容性、对外联系性及对

内服务性等。该理论的平等价值观念集

中体现于“规划的匹配是为最多的城市

人提供最佳的接触机会”，平等不是均等，

也不是面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面

向具有某类共同需求的典型“城市人”。

同时，“城市人”理论也注重在规划的

不同阶段采取不同范式，避免以纯粹的

“科学主义”或彻底的“政治博弈”和

静态的“价值目标”来统领整个城市规

划；在对“城市人”的认识论上注重观察、

归纳、模型和推理的科学方法，在规划

设计中正视“选择”的排他性和清晰性，

在规划匹配过程中强调目标实现的阶段

性和方向性，这也是“城市人”理论避

免走上“主义化”道路和体现科学性、

逻辑性的所在。

4结语

西方规划师的角色，不论是“理性

精英、工程师”“为民请命的改革者”，

还是“独善其身的设计师”，均是西方

文明体系下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

们的价值观来源于西方的文明特征，也

试图在用自己的专业地位和影响力促进

或是改良文明的内涵；但一是无法超越

当下西方文明的基本形态，二是源于对

个人主义的本身诉求，导致规划意识形

态之间的矛盾愈加严重。

城市规划工作是已经深深嵌入现代

城市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方式，

法律保障以及已经形成的被广泛接受的

工作范式，成为城市规划学科现实存在

的依托；但试图以“自然科学”来架构

一个曾经以工程技术为主导、现在已明

显具备社会科学特征和设计选择特征的

学科，以“科学主义”⑤的思路来完成对

城市规划的兜售，显然与学科的实际效

用和目标指向有些南辕北辙；城市规划

的认知过程（对规划对象的认识 )、选择

过程（设计方案的决策 ) 和目标实现过

程（规划价值观的推行 ) 应该是在具有

不同范式特征的思维体系下开展的。

价值观是根植于文明体系当中的，

中西方文明体系的演化背景及历程的

不同，决定着其诸多的价值观存在巨大

差异。因此，中西方城市规划师的价值

观，更大的意义在于“互视”，而绝非

照搬。

（本文的撰写得到梁鹤年先生的悉心

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

[ 注　释 ]

①“唯一、真”文化基因根植于基督信仰和
希腊理性的两度结合。公元 4 世纪的奥古
斯丁以基督教义过滤柏拉图的理性思想，
建立了静态、悲观、求稳的欧洲文化传统，
使罗马帝国盛世之后的欧洲又进入基督太

平下的一统局面；公元 13 世纪的阿奎那
重拾淹没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理性思想，以
动态、乐观、求变的姿态期望建立更加牢
固的文明构架—对理性与信仰、政治与
宗教、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统一定位。

②“个人、泛人”文化基因根植于经验主义
和理性主义的不断对抗。以笛卡尔“天赋
理念”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天赋
自由”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根植于法英不同
的土壤，却都在用“人”的发掘重新定义
西方文明的框架；出于对平等和自由的追
逐，在观察的主观性和经验的不确定性背
景下，西方思想因此而变得愈加多元而无
形。

③经济发展作为文明主体的内涵，可以从“个
人”文化基因中找出端倪：斯密的“追求
私利可达公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
及英美的经济称霸，使得源于经验主义的
个人主义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主流意识
逐渐成为西方当下文明的显性特征。

④代表性的理论如 John Friedmann 的《再
寻美国：一个交往式规划的理论》和《公
家规划：从知识到行动》，提出了“对话
式的互相学习”和“社会改良”的观点。

⑤“科学”可以看作是基于经验、寻求规律
并带有理性假设和逻辑推理的人类认知范
式，而“科学主义”则是把“科学”打上“唯
一性、排他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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