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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为武汉市 3 500年来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城市生态条件优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具有农业 、淡水 、能源 、“流 ”的汇聚和扩散 、建设生态型城市等优越条件 ；应发挥优势 ，协调好人 口、 

资源 、环境 与发展的关系，使武汉市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生态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 F290；F207 

1 长盛不衰的历史 

武汉是我国超大型城市之一，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盘龙城根据考古检测的年代距今 

有 3 500年左右的历史 ，是我国秦岭淮河 以南的最早城镇遗址 ，与郑州同为两座商代古城出土 

地 ，在全国也是最早诞生的城市；两汉和三国时期 ，夏 口已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唐宋时期武汉 已 

是全国性的区域 中心，所谓商业贸易上的“四大名镇”、“九省通衢”的美誉称谓 ，是其历史形象 

的客观反映；近代汉 口的崛起 ，可以和上海、天津相媲美 ，以致孙中山要将武汉建设成为像美 国 

的纽约、英 国的伦敦一样的全国首位城市 ，被国际上誉为“东方芝加哥”． 

在数千年人类历史上 ，曾有无数 的城市兴旺繁荣后衰落消亡 ，继之又有更多 的城市出现， 

终于构成今天城市的格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出于 自然环境改变和灾害而消失 的城市很少， 

如意大利的庞贝古城 ，是因火山爆发而被火山灰埋没；新疆 的楼兰古城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吞 

食”；苏皖交界处的泗水古城埋入淮河下游的洪泽湖等．然而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而消亡 

的城市，却是极普遍的，我 国秦及其以前的城市皆已消失，遗址难寻；湖北省有史可查的县市一 

级城镇 ，无一不是辗转迁徒 的结果；我国七大古都，今 天除北京外 ，‘其余均列全 国八 大城市之 

外，与昔 13的辉煌很难相比；历史上曾是全国最著名对外航运港口的浏河 口，现为小市镇 ；曾是 

举世闻名的大商港泉州、宁波如今是中等商业城市；宋代全国四大名镇，朱仙镇完全消失 ，佛山 

和景德镇如今都是中等城市；齐齐哈尔、吉林、保定、承德、安庆、开封、桂林 、雅安、张家 口等曾 

是省会城市 ，现在在各省区的地位都显著下降；诸此等等，皆说明城市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轨 

迹而言，主要由社会因素决定其兴衰．而武汉在 3 500年的漫长历史中长盛不衰 ，值得研究． 

2 长盛不衰的奥秘 

“长盛不衰”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城市发展的条件既能满足当代人 的需求 ，又不危 

及后代人需求 的需要．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而言，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生态核、生态极 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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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生 态核 即城址的选择，武汉三镇都是依江 而立 ， 

扼长江和汉江汇聚之势．长江沿岸的古老城市很 多， 

如 泸州、宜 宾、重庆、涪 陵、万县、宜 昌、荆州 (涵 沙 

市)、岳阳、鄂州 、九江、安庆、南京、镇 江、扬州等历史 

都相当古老，然最后成为沿江的首位城市 的是武汉 ， 

就因为武汉不仅是沿长江 ． 是汉江的入江 口．沿江 

是上述城市的共同点 ，而汉江 的人江 口则是武汉 独 

有的特征．汉江是古四渎中后四渎的成员 ，自黄河夺 
济水 人海后 ，江、淮、河、汉便 成为 中国 四大 经济流 图l 武汉三镇位置示意图 

域 ，黄、淮航运价值皆不大 ，加上频繁的泛滥，经济的基础被摧毁，所以能持续发展的经济流域 

就是长江与汉江了．武汉市这种独一无二的优越城址选择 ，得天之厚；历史上武汉三镇的名称 ， 

如夏 口、沔 口、鲁 口、汉 口、江夏、汉津、汉阳、鄂州、武昌等 ，鄂州、武昌都是夺取今鄂州的古名， 

江夏是行政区名，真正城市地名皆是与汉江入江有关的称谓． 

所谓生态库 ，指的是城市吸引和辐射的地 区．武汉原吸引范围，历史上考察 ，有三个层次 ， 

即江夏郡，包括今市属范围，还有孝感 、安陆、云梦、汉川、鄂州、咸宁、嘉鱼等县市 ，大约是 以武 

汉为 中心，以 90 km 为半径 的地区．这个地 区在今湖北省范 围内，与 以襄阳为中心的鄂北地 

区，以江陵为中心的长江、沮漳河地区成为最早开发的三大经济区，武汉与襄樊、荆州成为鼎立 

三足的中心城市，今天湖北的大三角格局是历史的反映．中部地区，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西、湖 

南和湖北五省，有六块彼此相联接的平原和盆地 ：豫东 、皖北的黄淮平原 ，皖中的皖江平原，赣 

北的鄱阳湖平原，湖北的江汉平原 ，湖南的洞庭湖平原 ，鄂豫间的襄阳一南阳盆地 ，是全国最大 

的农业区，洛阳、开封古代屡为帝都，便受益于这一农业区．北宋咸平三年正是公元 1000年，当 

时大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主张以中原为中心 ，实行 富国强兵的政治改革 ，却遇到熙宁 

七年(1074)大旱灾，黄淮平原农业一蹶不振 ，加上金人南侵 ，1125年开封为金人攻陷，既结束 

了北宋王朝 ，又使中部地区失去了在中国版图上举足轻重的地位．黄淮平原农业受异民族侵入 

和旱涝灾害的摧残 ，灾民南往避灾，造成中国人 口史上第二次迁移．近 1 000年来，黄河、淮河、 

荆江和汉江，成为中国水旱灾害频发的多灾地 区，农业生产备受其害，以致经济发展缓慢 ，形成 

中部地区政治、经济较北部的京、津、冀、鲁 ，东部的沪、苏、浙 ，南部的粤 、港、澳，西部的成、渝为 

低的中心空洞化现象．在这种环境的背景下 ，武汉深受其害 ，发展受到很大抑制．在公元后的第 

一 个 1 000年，武汉由战略要地发展为区域性 中心城市，东汉末移江夏郡治于沙羡 ，沙羡 即今 

武昌；唐代置武昌节度使驻此．第二个 1 000年开始时，在今湖北和湖南北部设置荆湖北路，原 

驻江陵，南宋初第六年[绍兴二年(1132年)]迁治于今武昌，自此历元、明、清，武汉在全国的地 

位大都和近 1 000年初的地位相当．中部地 区这一态势，尤其是黄淮平原从全国富裕之地 ，变 

成 灾难 深重的地方 ，成 为历代农 民起义 的主要活动之地 ，还 因为中部地区面积不 足全国的 

1／11，但人 口超过全国的 1／4，因此有全 国军事战略决战上的“逐鹿中原”之说．从城市言，洛 

阳、开封衰退之后 ，整个 中部地区仅武汉一地保持了持久的地位 ，这当然有长江中下游的江汉、 

洞庭、鄱阳和皖江四平原，相对稳定 ，使武汉的吸引和辐射范围内既有了可靠的物质和能量供 

应保证，又有了物质、能量交流的需求，同时，也因整个中部地区其他城市发展缓慢，甚至衰落， 

如洛阳、开封、南阳、安庆、合肥、九江、景德镇 、岳阳、襄阳、江陵等 ，都属于衰落之列；长沙、南昌 

等属于发展缓慢类型，以致形成武汉一枝独秀的发展局面．生态库的第三层次，是武汉成 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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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最大的中心城市 ，也就是武汉的生态库扩及中国的整个 内地． 

生态极是城市生态核与生态库之间各种 流的传输渠道．从历史 的角度来看 ，武汉的发展是 

由于交通和流通这“两通”发展起家的．长江及其支流洞庭湖水系、汉江水系、鄱阳湖水系、巢湖 

水系构成以武汉为中心的航运网络体系． 

由图 2可见 ，武汉 的城市功 能，从 

历史角度考察L2]，主要是商埠港 口．将 

鄂、湘 、赣、皖联成一体，四省外销商品 

汇聚武汉，进行区际交流和国际出 口， 

而区 内四省所需物质也 由武汉从全 国 

和世界进 口然后转运供给．位 于华中的 

武汉 ，有长江航线直通上海 与重 庆，由 

长江西上沟通大西南 ，由汉江上溯联系 

大西北 ，由长江顺流而东通达华东和大 

上海．19世纪 6O年代 至 2O世纪 2O年 
‘

代 ，以长江为主的内河航线进入轮船时 
代 ，武汉发展到顶峰．根据陶履恭 、杨文 图2 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航运体系示意图 

洵编译的《中外地理大全 》(商务印书馆 民国十年 (1921)版)的统计 ，1912年全 国六大港 口是上 

海、汉 口、天津、广州、大连、重庆 ，其输出入总额为 18 591．21，13 503．22，10 225．81，9 617．O6， 

6 052．43，5 471．21，单位均是万海关两银 ；六大港 口中，汉 口是全国最大的输 出港 ，以万海关 

两银 计输 出额 为汉 口(8 270．44)，上海 (8 171．67)，广州 (4 776．51)，大连 (2 888．59)，天津 

(2 744．22)，重庆(2 499．94)；汉 口还是唯一的输出大于输入的港 口．1919年按人 口统计 ，武汉 

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武汉 177’万(涵汉 口87万、武 昌 5O万、汉 阳 4O万)，北京 16O万，广州一说 

16O万、一说 9O万 ，上海 82万 (涵 2万外 籍人 口)，天 津 75万，重庆 62万，福州 62万，成都 

5O万，南京号称 5O万、实际上 只 20~30万．孙中山在《建国大纲 》中讲“略于纽约、伦敦之大”， 

很多人不理解 ，武汉怎么可 以超过上海、北京 、天津、沈阳，而居于首位?其实孙 中山的《建国大 

纲》是 1919年出版的，当时武汉客观上就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2O世纪 2O年代 以后的近 8O年来，武汉 首位城市失落 的原因主要 是：1)中部地 区成 为大 

革命的中心，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期 ，汉 口与九江收回租界 ，西方帝 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贸 

活动集中于沿海 口岸，内地 的武汉对他们 的风险太大；2)国际间的海运船舶 大型化，世界最大 

的商贸港 口均是海港 ，除个别外 ，河港让位于海港．内河港 口要保持其地位 ，必须依靠发达的陆 

路交通来弥补水运的缺陷 ，如美国的芝加哥、英国的伦敦、法 国的巴黎、德 国的柏林、俄国的莫 

斯科、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 、印度的新德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等，无不如此． 

武汉欲保持首位的地位 ，必须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L2 中所设计 的那样，建立 以武汉为中心的 

全国陆路交通网，但孙中山的设计并未实现；3)计划缨济模式对武汉的约束．武汉的主要功能 

是“两通”，产生 和发展都依靠 的是“两通”，但 1949年以后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 的城市 

方针 ，武汉 的功能转移到工业 ，1981年武汉成为全 国第 四大工业城市 ，工业 总产值 1O4．13亿 

元 ，虽较上海 (608．67亿元)、北京(216．60亿元)、天津(199．49亿元)有 颇大差距 ；但 较广州 

(96．9O亿元)、沈阳(95．71亿元)、大连(74．51亿元 )、南京(7O．74亿元)、重庆 (70．69亿元)、 

杭州(68．99亿元)，又有 明显优势 ；其他如固定资产原值和实现利税等工业指标 ，均成为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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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应该说功能的转换“七五”以前是成功的．然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市场机制，尽管 

武汉市在“七五”期间，采纳了李崇淮的“两通”起飞论，率先打开城门，搞开放的市场经济，市场 

却被外地 、特别是沿海地区所占领，没有资本的 自我积累壮大 ，而用于港 口、车站、机场、桥梁的 

投资周期过长，从而制约了工业技术改造 、革新 、新设备装备和新技术的投资，一些附加值高、 

技术含量高、市场扩张力强的产品，如洗衣机、电风扇、电视机、复印机、冰柜等家用电器制造工 

业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纷纷被挤出市场；继而纺织 、机械、化工和冶金等支柱产业 ，因为 

效益差，举步维艰．用牺牲工业实现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机制的转换 ，代价过大．所以，2O世 

纪这 1O0年间，武汉在全国的地位 ，总的来说 ，是下降了，当然不是衰落． 

3 武汉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迄今的武汉城市发展史表明，长盛不衰，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很强．这个能力具体地 

表现在如下方面． 

3．1 “菜蓝子”和“米袋子”条件优越 

历史上我国城市的发展 ，如夏都七迁，由晋南汾河下游迁往黄淮平源、华北平原、太行山山 

麓平原，皆是寻找理想的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方_3 ]．秦汉以后直至北宋，历代都城基本上都 

在关 中平原的长安、华北平原的洛阳和开封，元 以后的都城在华北平原的北京，这些都城共 同 

的问题都是无法仰赖附近地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南粮北调成为历史性 的特征 ，江、淮、河、海 

四大河流间的运河，主要运输的物资都是粮食；三国时吴 国最初都城武昌(今鄂州)，由于江汉 

平原 尚未开发 ，武 昌无法供应其需要 ，不得不仰赖下游输往供应 ，致使朝臣反对定都在此，“甘 

露元年(265年)，归命侯又都之，扬土百姓，坼流供给，以为患苦．陆凯上疏 日：武昌土地实危险 

而措确 ，非王都安 国养人之处 ，⋯⋯于是还都建业．”_5 非但古代如此，现代也有其例，如建国初 

华东五省不能满足上海等城市的粮食供给，只好将中南的江西划入 ，才能解决问题．穗、港、澳 

等珠江三角洲城市，广东省无法满足其需要 ，因此将河南、湖北和湖南三个农业大省和两广一 

起划 为 中南 区． 

武汉及其所在的湖北省，农业发展条件很好 ，粮食生产供应保证率武汉要比我国其他城市 

密集区优越．1996年粤港澳地 区人均粮食 占有量仅 241．4 kg，京津冀为 372．1 kg，川渝为 

393．32 kg，辽宁为 403．33 kg，沪苏浙为 405．9 kg，而湖北则为 426．51 kg．不仅湖北是粮食大 

省，与武汉邻近的河南、安徽 、江西和湖南都是全国农业大省 ，全国省际调粮的 7个大省 中，有 

5个在武汉的周 围．这一态势十分有利，国外对中国 21世纪随着耕地 日渐减少，土地质量下 

降，城市化水平提高，提 出“谁来养活中国人”?其重点是 6～8亿城市人 口的粮食供应如何保证 

问题．当然 ，国外的这种论调有其复杂的背景 ，可以不必理睬，但武汉有 国内最好的粮食供应保 

障，最优越的“菜蓝子”、“米袋子”条件，无疑是可持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支撑保障因素． 

3．2 淡水资源利用条件优越 

由于全球淡水资源数量有限，分布不平衡 ，特别是迄今全球主要国家和人 口都分布在中纬 

度地带，而中纬度地带既没有高纬度 ，特别是两极地区数量庞大的固体淡水——冰川资源 ，又 

没有低纬度，特别是雨林地带充沛的天然降水，正好是一个少水和无水地带 ，因此 ，全球性的淡 

水危机将是 21世纪最严峻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较贫乏的国家，秦岭一淮河以北地区 

为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地区，总的是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淡水资源不能满足国民生产和生活 

的需要，水荒将会愈演愈烈．秦岭一淮河以南 ，虽然降水较充沛 ，但是云贵高原和广西地区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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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分布广泛，降水被渗漏而造成淡水短缺 ，而沿海因储水条件普遍不好，河流又为海水融人较 

高盐分不能使用 ；所以淡水资源丰富的省份是川、鄂、湘、赣、浙、闽、粤 7省．浙、闽、粤均有淡水 

短缺的沿海与岛屿，真正的富水区只川、鄂、湘、赣 4省，武汉是 4省的中心，这一优势意义重 

大．世界各国面临淡水危机，采取严格的水价政策，一方面确保节水方针的贯彻执行 ，另一方面 

则提高淡水的使用价值．我国即将实施淡水商品化经营产业开发 ，武汉不算地下水，地表水总 

量达 7 913亿 m。，开发 10 ，就可以产生年值 791亿元(一般认为 1元／m。是起码价格 )．中东 

的以色列和海湾国家水价普遍高于石油．我国若不施行合理的水价政策 ，节水型开发很难实 

施，则淡水供应的缺口会越来越大 ，试图用调水来解决，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平 

二调”模式 的反映；若是产业开发型调水，则水的资源税、从进水到供应全过程的工程费、管理 

费、损耗费以及征地费、设备装备费等全由用水者负担，则调出地水价如果是 1元／m。的话，中 

线南水北调的终点地 区的水价当是调出地的 6～10倍，如北京市民生活用水人年均 365 rn。， 

其支 出为2 19O～3 650元 ，只有年均收入达 2．19万元至 3．65万元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发达 

国家也普遍实施农业用水价格优惠，此优惠额由城市第二、第三产业 的用户分摊支付 ，若不实 

施优惠，则要提高农产品市场价格．《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确定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沿岸地 

区为全国大耗水、大耗能、大运量产业开发 区，1O多年来一直实施不 了，就是因为水价体制未 

予改革所致．一旦实施水价体制改革 ，武汉丰富的淡水资源，不仅是资源经济的巨大宝库 ，也是 

投资环境优越 的硬件条件． 

3．3 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条件优越 

世界上工业革命是由新能源利用推动的，世界近代史上蒸气机的发明和推广利用，是工业 

革命的标志．蒸气机一煤炭，内燃机一石油、天然气 ，电动机一 电力(由煤、油、气的火力发电为 

主)，这是工业革命 的三大步，都是和能源联 系在一起 ，所以能源是工业革命的推动因素．煤、 

油 、气是 当今主要的能源，约 占世界能源的 3／4左 右，但却是 不可再生 的一次性能源，藏量有 

限，而能源的需求却是持续无限的 ，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求，这是当今世界能源危机 的主要 

原因．另一方面，煤、油、气作为主要的能源，是环境恶化的主要罪魁祸首，大气污染、粉尘污染 

由此引起 ，水体污染也与其有关 ，诸如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都是 由这些一次性能源造成 的． 

所 以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加在一起，成为阻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困扰着全人类． 

武汉在近代以来 ，能源一直是城市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因为武汉及其所在的湖北省 ，是 

煤、油、气资源极端贫乏 的地区，故将能源建设的重点一直放在水电上．1996年水电发电量达 

270．7亿 kW ·h，占全国水电的 14．4 ，占全省发电量的 56．9 ，是全国三个(滇、鄂 、青)以水 

电为主的省级单位之一．正在施工中的三峡水电站 和清江、汉 江水电开发 ，全部建成后(2010 

年)将可形成 1 500亿 kW ·h的发电总量 ；至武汉的输电里程在 300 km 左右 ，处于用 电最合 

适的距离．国家有必要制订宏观的能源布局政策 ，将供电价格与距离挂上钩来 ，则武汉在 21世 

纪能供傈障系数可达全国大城市的最大值，且因主要是无污染的能源，环境质量的保持便得天 

独厚，就可形成最优越 的城市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3．4 “流”的汇聚和扩散条件优越 

21世纪与以往的主要不同处 ，便是经济发展 的全球性．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一直是少数 

国家对全球的主宰，先后有荷兰、英国、前苏联和美 国，这种格局的维系是庞大的海军和海运、 

空军和空运，即以强大的军事霸权，保护发达的经济，如阿姆斯特丹 、伦敦、莫斯科、纽约等先后 

为世界性政治经济中心．2O世纪末 ，已有现代化的发达交通运输体 系，从任何一地出发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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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方 ，24 h以内都可到达，而信息的传输则只须几秒种 ，又有供全球需求的物质和能源 ， 

以及满足人们消费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还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务 ，各国家、各地区通过物质流、能 

量流、人才流、人 口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的结构 、网络和结点盼空间系统 ，与全球联成一 

体，系统中的任何子系统发生问题 ，便会使全球系统产生影响，近年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特别 

是 1997年曼谷金融风暴，影响皆波及全世界．2O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近 30年来 ，先后出现 的 

德国奇迹、日本奇迹、东亚“四小龙”奇迹，无不是抓住了全球的“流”，率先建立起发达的“流”的 

系统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 的奇迹，便是执行了对 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 ，便是建立国内 

和国外相结合的“流”的系统的结果． 

武汉 目前已是国内“流”的集聚中心，我 国铁路的京广、京九两大南北运输大动脉，通过汉 

麻和武九铁路在武汉实现交接 ；京珠和沪蓉两条国家主干国道在武汉交会 ；长江和汉江两条内 

河主干航线在武汉成三叉形汇合 ，这样集铁路、国道和内河三种干道交汇的优势 ，国内尚无第 

二例．通过交通运输实现物质流、能量流、商品流、人 口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集聚与扩 

散 ，这是武汉的根本优势所在．近年来武汉航空建设和邮电通讯建设的加速发展 ，这是内陆腹 

部城市克服内陆性而参与全球系统的关键 ，武汉天河航空港和武汉信息港这两港 ，目前 已是我 

国内地最优越的港 口．进一步发展的 目标应是世界性 的港 口．武汉至东京、新加坡 、加尔各答、 

伊尔库茨克 、海参崴皆约 3 000 km，以时速 1 500 km飞机飞行 2 h可抵达 ；武汉至夏威夷、悉 

尼、开罗、莫斯科皆是 9 000 km 左右，都只 6 h航程．倘若航空运输与信息传输的发展能更上 

一 层楼 ，则武汉便可实现得“流”而兴． 

李崇淮教授在 15年前便提出“两通”发展战略，被武汉市政府采纳．这一战略反映了武汉 

城市发展历史动力机制——商贸港口的特性．也超前地揭示 了两种“流”——交通 和流通在未 

来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所以“两通”战略得到认可 ，有积极意 义，应该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战 

后 日本、东亚“四小龙”以及中国沿海的腾飞，都是利用得天独厚的航空、海运和信息的优势 ，充 

分发挥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进行资本的积累 ，在全球 占领原材 

料市场和商品市场 ，尽量壮大其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 ，用尽量短的时间，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而 

1997年 7月曼谷金融风暴及其在东亚的波及，原因很复杂 ，但最主要的便是在资本积累不充 

分 、工业化和城市化还较落后的情况下，过早地使第二、第一产业退出主导地位，使房地产和股 

市等泡沫经济膨胀 ，以致泡沫破灭、经济崩溃．这个教训应引起我们 的高度警觉．15年来，从纵 

的方面来说 ，武汉的发展成就辉煌，从横的方面看，则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好的战略不能产生令 

人满意的结果?历史上武汉商港优势是在陆路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 ，内河和沿海运输是国家 

运输的主干，商业和出口贸易建立在以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为主的基础上，而今这种情况不复存 

在，历史的旧梦不能重温 ，当今 中国大陆尚没有哪一大城市能像香港、澳门和台湾那样的第三 

产业处于主导地位 ，仍然是以第二产业发展好坏论英雄 ，武汉 国内生产总值 由全国直辖市、省 

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1981年的第 4位，下落到 1996年的第 13位；预算内财政收入由第 4位， 

下 降到第 1O位；武汉人均职工工资居第 24位，年均工资仅 5 828元．财政收入在中西部少于 

重庆和成都 ，年人均工资低于太原、长春、郑州、成都、昆明、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中西部城 

市．武汉“流”的优势的发挥 ，首先是加工业 的发展，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业 的发展，近年来服 

装 、饮料、食 品工业的迅速崛起 ，便是证明，中部 5个农业大省要变成经济大省 ，这条道路才是 

致富之路；其次是原材料的加工业 ，瞄准 中西部是原材料基地 ，使其成为加工制成品的基地．第 

二是大市场的建立 ，“流”的集聚和扩散优势，须变成市场的优势．市场除了商品市场外，还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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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信息、技术、文化、人才、劳动、金融、体育、艺术 、旅游 、服务等方面的市场．营造大市场，将是 

通过市场进行“流”的集聚和扩散．第三，形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的衔接．目前武汉主要开拓 

的是 国内市场 ，工农业产品基本上还是 内销，外 销产品品种、数量、规模都极少 ；第三产业虽有 

少量泊来品销售 ，有很少的境外游人来客 ，份额也甚微．近来人们很喜欢谈武汉为 国际性 大都 

市，从城市功能来看，目前是完全不具备 国际性 的条件 ，有一个简单 的指标—— 一种以上境外 

语言文字的畅通无阻 ，则武汉不具备．但从发展的角度 ，建设成国际性城市又是主要的 目标． 

3．5 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条件优越 

环境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的质量和生产的条件 ，加以城市人 口密度最大、经济活动最 

强、资源消耗最多、环境污染最重 ，因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当今世界总人 口的 5O 集居在 

城市 ，而且这一比重还在迅速增长．发达国家平均有 8O％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2O世纪上半个世 

纪，城市繁 荣的标 志是工业的集聚和商业 的繁荣 ，下半个世纪则是生态城市、花园城市最为时 

兴．这一尺度的变化，表明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已成为主导的思维方式． 

武汉市有农业、淡水、能源、“流”的优势，这是外在环境优势 ，而武汉 内部环境则是 自然环 

境优、人为环境差．武汉地形十分有 利，黄陂县双峰山海拔 874 m，为全市最 高峰 ，正好是全球 

陆地的平均高度．全市 500 m 以上低 山面积 占总面积的比例不到 6％，200～500 m 的丘 陵也 

仅 占 12 ，200 m 以下的垄岗、平原、湖泊水面面积大体相 当，山、江、湖组合较好．唐代大诗人 

李 白的三首诗 ，对此有很好的描述．“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是写城市，武汉市 自古有江 

城之称，可资证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写武汉的江，历代写长江的诗词 以此诗最为传 

神 ，是 以武汉段为背景；“望黄鹄 山”是写武汉的山，比仙境更好 ，较五岳还强 ，以致诗人留连忘 

返．近来不少学人讲武汉旅游资源贫乏 ，城市无特色 ，不能建旅游大市 ，反观大诗人 、大旅游家 

李 白的评价 ，恐怕是谬误 ，由此可见．大约 800年后的清初史地学家 、大旅游家刘 献廷在《广 阳 

杂记》中也写道 ：“昔神 禹导汉水至于大别 ，会于江；俗 呼大别为龟 山，以形似也．隔江有 山蜿蜒 

东出，俗 日蛇山，遥遥相望．半生以来 ，登览之胜 ，无有逾于此者．盖山虽不高 ，而 当江河之汇 ；四 

顾空阔，潜沱数重，环拱于此 ，支交脉会，左右盘据，目穷 于应接矣．”武汉 山、江 、湖的组合优势 

非常突出，此可证 明． 

武汉 自然环境最为近人所贬谪的是气候 ，一个“冬天冷得要死 ，夏天热得要命”，把武汉遭 

遢得不像样子．长江沿江三大“火炉”之称 ，是 1861年后 ，随着欧洲列 强侵入 ，武汉、南京、重庆 

的“洋人”渐多，他们不习惯于没有室内温度调节的夏天 ，特别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很 

少出现 35lC以上的气温，而这里往往出现 4OlC左右的高温，他们难 以忍受，“火炉”是泊来品． 

“洋人”没有冷得要死的感觉 ，因为欧洲冬天大多 比武汉要冷得多，这个说法是 1949年后南下 

的我国北方人的说法 ，因为北方黄河流域与长城内外分别有 4～8个月的时间室 内有取暖的设 

施 ，室外尽管是零下，有的甚至是零下 3O～40 C，而室内可保持 2O C左右的温度 ，长江一线有 

时温度在 1OC以下，却普遍没有取暖设施．全球范围不要任何空气调节适宜人生存 的地方，是 

不多的 ，长江流域具有天赐的得天独厚 的优越条件．在现代条件下 ，短暂的冷热可以调节 ，这当 

然要消耗能源 ，武汉等地因温度调节而消耗的能源是最少的．古人比我们体会深刻 ，李白的“江 

城五月落梅花”，道明武汉仲夏不热 ，因处于梅雨时期 ，当然此梅是“望梅止渴”之梅．农历六月 

是武汉的盛夏，也是被“洋人”称为“火炉”的时间 ，宋代大诗人黄庭坚感觉不同，他在《鄂州南楼 

书事 》诗中对武汉六月有专门描写；“四顾 山光接平光 ，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 

南来一味凉．⋯⋯武昌参佐幕 中画，我亦来追六月凉 ，老子生平殊不浅，诸君少住坐湖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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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自然环境优越 ，然而武汉的人 为环境则差强人意．突出地表现在 山、江、湖的优美组合 

优势未能很好维护，一度挖 山填湖 ，如清代武 昌城 内应山湖、筷子湖、司湖、平湖、宁湖、都司湖、 

歌笛湖、长湖和善乐堂水池、金鱼池等现在全被填埋 ，只剩紫 阳湖——原名墩子湖一处 ；城内多 

山，标 出山名的有 20余处 ，现除蛇山被保 留外，其他均被建筑物所覆盖．汉 口和汉阳湖更 多，现 

在也大多消失．新城区还保 留了较多湖泊 ，如东湖 、沙湖、武昌南湖、月湖 、墨水湖、东西湖等 ，然 

而又污染严重，全市每年废水排放量达 102亿 t，平均 日排放量 320万 t，减去处理 的还有 日均 

280万 t，江、河 、湖是污水排放场所．早在 1961年朱德同志就认为东湖“将来更 比西湖强”，30 

多年过去了，差距更大了．武汉 山、江、湖极有利于绿化 ，古代武汉 的绿化是出了名的 ，崔颢《黄 

鹤楼 》诗 中的“晴川历历汉 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李白《望汉 阳柳色寄王宰》诗 ：“汉 阳江上柳 ， 

望客引东枝．树树花如雪 ，纷纷乱若丝．春风传我意 ，草木别前知．寄谢 弦歌事，西来定未迟．”今 

天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l995》的统计 ，武汉城市绿地面积仅 5 128 km ，只为广州的 l2 ， 

沈阳的 28％；城市公共绿地面积 1 002 km ，仅为广州的 66 ，沈阳的 57 ，建成区将 25 的 

水面计算在 内，绿化覆盖率为 322,4o，实际真正绿化覆盖率仅 7 ，居全国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计 

划单列城市的最末位；1994年植树 51万株，仅居第 19位．至于武汉的“脏、乱、差”更是出了名 

的，近来有所好转 ，但仍然与一些 已建成花园城市的还有很大差别． 

总之 ，武汉有条件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应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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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 INARY PRoBE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oF W UHAN CITY 

Liu Shengjia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 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W uhan city can remain prosperous and does not 

decline for 3 500 years，because it has favorable urban ecological conditions，and in 

the course of future development，it possesses many superior conditions in agricul— 

ture，fresh water，energy resources，the collection and spread of all kinds of flow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type city ，and SO on．The pape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city should exert its advantages，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ant's relation 

with population，resources，environment for W uha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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