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闵行一条街的建设工作仅用了78天
完成， 创造了 “一天一层墙， 二天一层
楼” 的闵行速度。 其在建筑形式和风格
上有别于以往， 成为这一时期工人住宅
建筑的新样板。

近年来， 但凡与住房相关的新
闻总是能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日前 ，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为40.8平方米，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 农村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5.8平方米。

事实上， 百年来中国住宅的变
化远远不止在单纯的居住面积上 。
特别是在上海， 自近代以来， 住宅
就是巨大的历史变动在城市空间中
留下的烙印， 并深刻影响着上海的
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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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里看洋楼
独门独院被打破

众所周知， 传统的中国住宅多为
院落布局， 江南水乡的民居则多为庭
院式。 小桥、流水、住宅、码头，相映成
趣， 构成一幅独特的南国水乡风景画。

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人进入长江
流域， 上海人口激增， 地皮价格高涨。
自19世纪50年代起， 便仿照欧洲联排
式住宅的形式， 建造了一批成本很低
的木板房屋， 形成最初的里弄式住房。
19世纪70年代改用砖木结构， 设计了
上海独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 这是一
种群体集居的居住方式， 并成为之后
上海住房的主要形式。

石库门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 大
多成排建筑在井然有序的里弄， 为砖
木结构的毗连式房屋。 弄门纵向深入，
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

20世纪初， 这种里弄式的群体集
居民宅形式开始逐渐出现在江南的许
多城市中， 于是， 中国传统的独门独
院居住形式被打破了。 到了民国时期，
各式各样的高层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国
的大城市中， 最典型的就是被西方人
称为 “冒险家乐园” 的上海。

1911年以前， 上海的最高建筑是6
层。 1928年修建的沙逊大厦 （今外滩
和平饭店北楼） 是上海第一座10层以
上的大楼。 这幢钢架结构大楼用花岗
石砌筑， 外形简洁明朗， 明显受到了
19世纪末美国芝加哥高楼建筑风格的
影响， 外部不重雕琢， 内部却装饰得

豪华无比。 沙逊大厦建成后的短短几
年间， 上海又奇迹般地涌现了28座这
样的建筑。

随着西式高楼的兴建， 市民住宅
也有了新的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起，
上海的民宅开始从平房向空中发展 ，
出现了一种两三层的新式里弄住宅 。
与过去上海的里弄住房相比， 新式里
弄住宅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作了明确的
划分 ， 有卧室 、 浴室 、 厕所 、 厨房 ，
有些还有煤气灶， 宅前留有绿化园地，
里弄的宽度可容车辆进出。 较富裕的
人家住花园式里弄住宅， 最富有的人
已经仿效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修建了花
园别墅， 抢占黄金地段， 建起了独院
式高级住宅。

工人新村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住宅“主旋律”

旧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
1949年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上海工
人数量连年增长，其中仅纺织工人就有
四五十万之多， 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 根据中央的指示， 时任
上海市市长陈毅指出： “目前经济情
况开始好转， 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

福利。”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
工人住宅 （实际建造1002户， 即曹杨
一村） 和 “两万户” 住宅应运而生。

曹杨新村既不是欧洲式的街坊 ，
也不是老上海的传统里弄， 而是郊区
型花园式的居住区， 这是政府主导的
大型城市公共住宅建设的首例。 此后，
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
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 这批住宅后来
被称为老公房 。 当时除了曹杨新村 ，
还有1959年国庆节前， 仅用78天即建
成的闵行一条街， 其在建筑形式和风
格上有别于以往， 成为这一时期工人
住宅建筑的新样板。

1957年， 上海提出有计划地在市
区的边缘地带和郊县辟建卫星城镇 ，
第一个将此设想转化成现实的就是闵
行卫星城。 为闵行各大企业职工及家
属解决住房困难 ， 建设配套生活区 ，
成为一项市政建设任务。

此时正值 “大跃进 ” 高潮时期 ，
为赶时间节点 ， 工程建设只争朝夕 。
最终， 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
下， 闵行一条街的建设工作仅仅用了
短短78天就完成了， 创造了 “一天一
层墙， 二天一层楼” 的闵行速度。

相较于1950年代初的工人新村 ，
这一时期的工人住宅面积有所增加 ，
已经达到一户二十余平方米， 而且各
户有独立使用的卫生间。 并采用“一条
街” 的建筑结构， 一楼是商铺，上面住
人， 满足了人们日常所需的购物、 休
闲、娱乐等需求，还有街心花园绿化带，
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 “社区” 了。

之后， 最具代表性的工人住宅是
建于 1973年的金山石化新村和建于
1978年的宝钢新村，不但有工人住宅建
筑，还兴建了影院、医院、宾馆等一系列
配套设施， 满足工人和厂区的需要。

从侨汇房到商品房
买房走进市民生活

1978年9月，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次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召开。 为实现人
民盼望安居乐业的梦想 ， 中央提出 ，
到1985年，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要
从3.6平方米提高到5平方米。 而在实
行计划经济配给制的年代， 并不存在
“买房” 的概念， 直到1980年代， “买
房子”、 “商品房” 才逐渐出现在人们
的视野中。

1980年1月1日， 中国第一份合作
建房合同在深圳诞生， 1980年也成为
中国房地产业突飞猛进的一年。 就在
当月， 《红旗》 杂志发表文章， 论证
住宅属于商品， 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
公有制并不矛盾。 随后， 围绕着福利
分房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 报纸上也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与此同时， 《人
民日报》 则罕见地报道了吉林推广四
平市建房出售经验的消息， 这批住宅
同时面向集体单位和个人出售。

那年的4月2日， 邓小平在北京一
片灰旧低矮的建筑物旁边， 发表了后
来被称为 《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
谈话》 的言论。 这次后来被反复引用
的谈话确定了几个原则 ， 其中包括
“房子是可以卖的”。 他指出： “城镇
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 也可以自己
盖房。 不但新房可以出售， 老房子也
可以出售； 可以一次付款， 也可以分
期付款， 十年、 十五年还清。”

上海最早可以购买的住宅， 是复
兴公园附近雁荡路上的雁荡大厦， 当
时的投资方是一个香港商人。 这是上
海第一批批租土地建造的华侨房， 专
门卖给归国华侨， 而且要求以港币、美
元等外币购买，非华侨不能购买。之后，
上海又出现外汇房。上海有不少人虽不
是华侨，但有海外关系，手里持有一定
的外币，外汇房即是卖给这些人的。

康健新村也是上海民用住宅从计
划走向市场的一个例子。 康健新村位
于上海市西南近郊漕河泾地区沪闵路
沿线 ， 东起柳州路 ， 西至桂林路 。
1980年代国力增强，于是上海要建造一
批新型社区， 康健新村就是一个代表。
原本这个住宅小区只供教授、 医生等
专家居住， 后来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下
即成为商品房， 可供市民购买使用。

此后， 房地产市场开放， “商品
房”、 “买房” 逐渐就走入了上海市民
的生活。 摘自 《解放日报》

上上海海住住宅宅发发生生了了哪哪些些变变化化？？
百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