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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37年北京沦陷后，为解决 日侨人数不断增多但城市容量有限的问题， 

日伪政权将西郊新市区建设计划作为《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的主要部分付诸实施。到 

抗战胜利前，包括街区规划、房屋道路以及公共配套设施在内，西郊新市区已初具规模，成 

为日伪对外宣传时必定举出的建设成就之一。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北京市府即已按照现 

代城市发展方向筹划在西郊建设新市区，日伪当局的西郊卫星城建设似沿袭了此一思路， 

而其建设结果亦对 日后北京城市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新市区在建设过程 

中侵害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权益，其近代都市的规划思想也无法掩盖服务于 日本殖民需要 

的本质 目的。 

关键词 沦陷期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 西郊新市区 

1937年北京沦陷后，为了恢复占领区内的治安，安置逐渐增多的日本侨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建设总署(以下简称“伪华北建设总署”)对北京的城市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即“将现在的城内作为观光都市保存起来。另外在西郊，以军 

司令部为中心，将日本的各个机构集结起来建设新市街。新旧两市之间设置通讯交通设施，使其发 

挥一部分都市的机能。此外还预定建设轻工业地带(城墙以东)和重工业地带(通州附近)”。① 从 

大纲中即可看出，西郊新市区在计划之初就属于北京都市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该 

计划的建设实施中，由于资源有限，城内的计划“绝少实施”，而郊外新市区，则是“倾全力以开拓”， 

尤其是西郊新市区，很多计划都得到了落实。② 

目前日本学界有关殖民地城市建设的研究，以越泽明为代表人物。他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 

+ 由于翻译问题，一些档案中称该计划为“新市街”，一些为“新街市”，还有少数为“新市区”，但均指 1937--1945年 日伪政 

权在北京西郊进行的改造和建设，本文引文以外统一述为“新市区”。另为行文方便，将“北平”“北京”统一称为北京。部分沦陷 

区机 构不再 一一加“伪”。 

① r7．京津都市计画J、JACAR(7’ 7’蜃史资料七’／少一)Re~B04121015200(第2画像 目)、外国都市计画监同法规I5日保 

雒件(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② 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 1999．4》，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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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过一系列相关著作，涉及 Et本占领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台北等地时期的城市建设。① 

其内容虽称翔实，但袒护殖民行为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② 近年来还有一些 日本学者继 

续推进对日本占领时期中国城市建设的研究，其中大多针对中国台湾，也有一部分关注到东北地 

区。③ 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李百浩等学者为代表，他们探讨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 

过程与特点，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 Et本在中国占领区城市规划的模式，梳理了上海、沈阳、青岛、天 

津等城市的近代规划历史。④ 张复合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中，部分研究成果涉及沦陷 

时期的城市建设⑤；吉林地区的学者，更围绕沦陷时期长春的城市建设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⑥ 

中国台湾地区学界主要围绕 Et治时期的台北建设展开研究，少数学者也谈及了新竹等城市。④ 目 

前对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抚顺、牡丹江、青岛等城市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较为 

① 越浞明『植民地满州 都市升画』、7， 经济研究所、1978年。越浞明『大连 都市升画史 1898--1945年』、『日中经 

济馅会会赧』No．134—136号拔刷合本、1984年。越沃明r日本占领下 上海都市计画(1937一l945年) 、日本都市计画学会编 

『都市计画 别册』第2O号、1985年、43_一48页。越沃明『台北 都市计画 1895--1945 J、『日本土木史研究会凳表会榆文集』第7 

号、1987年、121—132页。越浞明『满州国 首都计画』、日本-缍济评谕社、1988年。越浞明『哈倚浜(c耋为 尢) 都市甘画 

1898--1945』、缝和社、1989年。越泽明著，黄世盂译：《北京的都市计划》，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第3卷第 l 

期，1987年9月，第235—245页。 

② 金子文夫、西村成雄著，祁建民译：《战后 日本对在华殖民地史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1期，第2l9 29页。 

③ 田中重光『台北 近代化遏程I：拓c于为都市计画 影譬c：阴寸6研究J、日本都市计画学会鳊『都市计画刖册，都市计画 

蒲文集』第31号、1996年 11月、253---258页。高田宽刖、後藤纯、渡边俊一『植 民地统治下 台北市忙挡c于弓台湾都市计画 

令——旧都市计画法匕 比较老通L j、日本都市计画学会鳊 都市计画蒲文集』第4o号、2005年、217 22页。五岛宰『日本 

统治下台北6：挡；-)-为近代都市计画 尊入c：阴守为研究J、日本都市计画学会编『都市升画刖册，都市计画言龠文集』第4_4号、2009 

年 1O月、859--864页。田中毅弘r中国 ·大连c：扫c于为都市计画匕旧满州国 建榘物群、 L 现在J(1)、全 日本建桀士会编 

『住 建椠』第663号、2015年 11月、6_一9页。田中毅弘r中国 ·大速l：扫c于为都市甘画匕旧满州国 建桀物群、乏 L， 现在J 

(2)、全日本建檠士会编『住 建桀』第664号、2015年 12月、6__9页。 

④ 具体可见李百浩《1945年前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与特点》，《城市规划学刊》1994年第5期，第3O一38页。李百 

浩、郭建：《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城市规划范型的历史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03年第4期，第43---48页。李百浩、吕婧：《天津 

近代城市规划研究186o--1949))，《城市规 划学刊》2005年第5期，第 75一_82页。李百浩、李彩：《青岛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 究 

(1891—1949)》，《城市规划学刊))2oo5年第6期，第 81—86页。李百浩、郭建、黄亚平：《上海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及其范型研究 

(1843--1949)》，《城市规划学刊))2oo6年第6期，第83— 1页。 

⑤ 具体可见黄士娟《日据时期台湾建筑史研究中的乡土建筑》，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4，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第231—240页。刘亦师、张复合：《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模式及建筑样式研究》，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 

护》5，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621__639页。钱毅、王丽：《鞍山近代城市与建筑历史研究》，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 

究与保护》6，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53—165页。雷家明、刘大平：《日据时期在中东铁路南满支线附属地内兴建的公共 

建筑》，张复合、刘亦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10，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33l页。 

⑥ 具体可见霍燎原《日伪统治时期长春城市建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 1期，第222--226页。杨家安、莫畏：《伪满 

时期长春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晓军等：《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地理学 

报》2叭O年第l0期，第 1t98--1208页。沈海涛：《东亚近代文化与城市空间——伪满国都建设及其历史评价》，《社会科学战线》 

2010年第5期，第13O一135页。刘威：《伪满时期 日本对长春城市规划的三重考量》，《社会科学战线)~2o12年第4期，第240--242 

页。此外，还有一些吉林以外的学者也十分关注伪满“新京”建设的问题，如刘亦师《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城市规划 

学刊~2o15年第4期，第99～1lO页。 

⑦ 黄世孟：《从台北都市计画历史探讨空间结构变迁特质之研究(AD．1895--1945)》，台北《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1989年 

第4期，第67—83页。黄兰翔 ：《日据初期台北市的市区改正》，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5年第18期，第l89_213页。黄兰 

翔：《从殖民地地方官方刊物看 日据下的新竹都市之转化》，台北《都市与计划》第22卷第 1期，1995年 3月，第7l 7页。黄兰 

翔：《台湾 ·日本 ·朝鲜 ·关东州都市计画法令之比较研究——l936年(台湾都市计画令)的特征》，台北《建筑与城 乡研究学报》 

1996年第8期，第87 7页。黄武达等：《日治时代之台北市近代都市计画(一)——都市计画之萌芽与展开》，台北《都市与计 

划》第22卷第1期，1995年3月，第99—122页。黄武达等：《日治时代之台北市近代都市计画(二)——法制确立期之都市计画》， 

台北《都市与计划》第25卷第 1期 ，1998年3月，第 l07—13l页。陈湘琴：《日治至战后时期台湾都市细部规划法制的功能与特性 

之变迁历程(1895--1976)》，台北《都市与计划》第32卷第3期，2005年 lO月，第253—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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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研究体系。① 这些研究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大部分都有论及 Et伪政权进行城市建设的殖 

民目的。其中，对于北京沦陷时期城市建设的研究，目前基本都是围绕《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展开 

的。这类论述侧重于整个大纲的设计、内容、特征、整体实施情况及其影响，部分涉及西郊的计划与 

建设。② 但是，西郊新市区的规划与施工如何实施，新市区建设对当地农民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等 

问题，尚需深入讨论。本文即利用相关原始档案和报刊记录，尝试对上述问题做一考察，不足之处， 

还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

、 西郊新市区的规划 

早在 1934年 ，北京市政府就提出了将西郊划为新市区进行建设的“都市计划大纲”，并聘请了 

专家学者对其具体方案进行了考察论证。这一大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为旧城郊分区整理， 

第二期为西郊新市区建设。对西郊新市区的建设主要是“新市区之西部计划为住宅区，其东部计 

划为政府机关之建筑用地，现在新市区与城墙间之地区，环绕北平中央车站，成为中心商业区”。③ 

对比此后伪华北建设总署推出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西郊的设计，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北 

京都市计划大纲》的拟定是否曾参考前者，因资料缺乏尚待考证。但由此可以看出，设立西郊新市 

区已成为当时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发展方向。 

1937年北京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开始接手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为此还专门从伪满洲国调来 

了一批技术人员。其中哈尔滨特别市工务处处长兼都市建设局局长佐藤俊久，在该年秋季受北 

京特务机关的聘任 ，开始以顾问身份参与都市规划。继佐藤俊久之后到北京就任的还有山崎桂 
一

，他曾在哈尔滨都市建设局担任过都市计划科科长。北京的都市建设计划即为佐藤俊久与山 

崎桂一共同拟定。④ 这些 Et本设计者之所以选择西郊作为新市区的建设地，时人木内信藏的论述 

能够提供一些信息：“北京无论是要把那构成百万都市的资格的工业要素加以扩大，无论是日本 

人今后要继续进出，都不能选择这几乎没有余裕的城内，这只好作为博物馆式的存在，把它保存 

起来，而应该向城外发展”，他更认为“住宅地带则选择土地干燥 ，风光明媚的万寿山方 向的西 

郊”。⑤ 

1937年 12月26 Et北京特务机关制订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暂定案》是目前有案可查的日方 

最早关于北京西郊新市区的具体规划。在这一方案中，西郊新市区主要分为军用地和民用地两类， 

其中民用地分为配置Et本人的机关用地(包括邮局、电信、电话公司)和住宅用地。至于新市区面 

积，按一人所需面积(包括道路等公用地)150平方米计算，计划容纳20万人，共需 30平方公里。⑥ 

① 学界有关天津、大连、沈阳、青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梳理了日据时期相关城市建设的概况，代表作有：天津 

市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天津市城市规划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版，第52—58页；郭铁桩、关捷主编：《日本殖民 

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4--597页。此外，还有一些相关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先行研究中 

对牡丹江、抚顺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② 王蒙徽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1938--1942))评述》，汪坦主编：《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1991年版，第44_一47页。孙冬虎、王均：《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规划及其实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o年第3期， 

第 l33—146页。王亚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85页。 

③ 《北平市都市计划之研究、意见书和大纲等》(1934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17—001—00867／167。 

④ 越泽明著，黄世孟译：《北京的都市计划》，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 乡研究学报》第3卷第 1期，1987年 9月，第 

237页。 

⑤ 木内信藏著，洪炎秋译：《北京的都市形态概报》，《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9年第6期，第51页。 

⑥ r北京都 市计 画大纲假 案 昭和 l2年 12月 26日 北 京特耪械 阴J、JACAR(7， 7，蜃 史 资料 七 夕一 ) 

Ref．C11111480900(第2l画像目)、北京都市甘画大纲案等缀 昭和 12年 l2月26日(防街省防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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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38年 6月至 1942年 1 1月担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建设总署都市局技术科科长的盐原三郎记载， 

这份暂定案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被认为“对北京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因此，经盐原三郎同佐藤俊久 

在 1938年 10月23日商议后 ，都市局的技术人员加班工作，由伪华北建设总署于当年 11月 12日 

推出正式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① 

在《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西郊新市区的建设范围为“东距墙约四公里，西至八宝山，南至现 

在京汉线附近，北至西郊飞机场，全部面积合六十五平方公里。其中主要计划面积约占三十平方公 

里，余为周围绿地带”。西郊建设的规定方针是“添辟新街市以容纳一部政府机关及将来新设或扩 

充之军事交通产业，建设各机关暨职员住宅等，同时并为适应市民居住、商店开设，妥定计划俾城内 

人口不致有过密之嫌。而免交通卫生保安上之不便，在新旧两街市间须有紧密联络之交通设施，使 

成一气以充分发挥其机能”。② 

与《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暂定案》相比，《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在建设方针上延续了此前的设想， 

并使其更加规范、具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增加了35平方公里的绿化带；而且在定稿后， 

根据 1939年《东亚新报》刊登的《北京西郊新市街建设的构想》一文所记，西郊建设还被按期细化， 

计划第 1期建设 5年完成，容纳 15万人口，将来预期容纳共计 30万人 口，根据这一调整每人用地 

面积缩小至 100平方米。还有，二者对于居民构成的安置设想也截然不同。在《北京都市计划大 

纲暂定案》中，新市区计划收容的市民共计20万，其中日本人8万，主要居住于军用地附近；中国人 

12万，主要居住于接近城内的地区。而《北京西郊新市街建设的构想》明确指出，北京城内日本人 

居住及 日常生活存在不便 ，此外急速增加的日侨人口也需要新建房屋进行安置，西郊应该作为 日人 

聚居区投入建设。⑧ 

由于北京旧城区住房有限，房荒问题一直存在，卢沟桥事变后 ，城内日人不断增多，这一状况 

日益加剧。当时的报纸曾报道：“北平的房子是很拥挤的，伪警察局为安置新来的 日人，特设一 

科 ，专代他们找房子。”④曾在北京任教的于力也提到 ：日伪“预备划定东城自王府井大街以东、东 

四牌楼以南，西城 自丰盛胡同以北、阜成门大街以南，为敌居留民区”，“日人有租购优先权。后 

来房价越高，敌人感到不合算了”，就“设计在城外另辟新市 区”。⑤ 参考表 1可以看 出，较之 

1935年4月，1943年2月北京的日侨人数增长了60余倍；其所占北京市总人口比例从1935年的 

约0．1％增长到 1943年的6．2％左右。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各个机构在统计 Et侨人数时采 

取的标准不同，最后数据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抗战胜利后的北京市市政统计显示 ，1939年到 

1945年间外侨总人 口数在 31281人到 42734人之间浮动⑦，考虑到这一变动，表 1中 1942年 6月 

间日侨数量的激增，应该是统计单位扩大了统计范围导致的现象，但Et侨人数总体上不断增加是大 

致不差的。一方面内城房价过高，另一方面还要避免与中国人混居以减少矛盾，伪市政当局为解决 

日侨激增问题需要尽快启动西郊新市区的建设。1939年 1月28 Et，日本陆军省要求北京及天津 

的都市计划加速进行，以使“日本人势力的进入得以整顿”。⑥ 佐藤俊久在 1940年发表的文章中，也 

① 磕原三郎『都市计画革北 点镰』、私家版、1971年、8页。 

② 《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及计划大纲》(1940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O01—004—00080／25。 

③ 瞌原三郎『都市升画荦北 点缘』、8页。 

④ 《字林西报》通讯，戴信译：《日人在北平》，《每周导报》第 1卷第 1O期，1938年6月，第4页。 

⑤ 于力：《“新北京”市区》(1942年)，《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4页。 

⑥ 计算数据来自《自民国元年以来户口统计表》，《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1集，北平市工务局 1947年编印，第 15页。 

⑦ 《北平市政统计(第二册)》(1946年 11月、12月合刊)，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01—004—00531／8。 

⑧ r北京、天津都市计画忙阴寸弓件J、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C04120786100(第5画像 目)、昭和 14年r睦 

支受大日记 第l3号 1／2J(防街省防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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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所谓中日亲善，既不是中国的日本化，也不是日本的中国化”，强调为避免中、日人混居，应该兴 

建日本人的新市区。① 为此，在《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西郊新市区不再将中国人作为居住主体。 

表 1 1935--1943年北京日侨人数 单位 ：人 

时间 人口 时间 人 口 时间 人口 

1935年 11月 1300 1940年 12月 27407 1942年 2月 29159 

1936年 12月 l885 1941年 1月 27517 1942年 3月 29484 

1937年 12月 2501 1941年2月 28013 1942年4月 29880 

1938年 3月 6189 1941年3月 28693 1942年 5月 31392 

1939年 5月 25O96 1941年 4月 28873 1942年 6月 82526 

1939年 6月 28470 1941年5月 28966 1942年7月 82871 

1939年 7月 29429 1941年 6月 29016 1942年 8月 83135 

1939年 8月 30809 1941年 7月 29O43 1942年9月 83402 

1939年 9月 32235 1941年 8月 29046 1942年 1O月 84O0o 

1939年 l0月 32876 1941年 9月 2892l 1942年 11月 84567 

1939年 l2月 34367 1941年 10月 29O45 1942年 12月 84587 

1940年 1月 35554 1941年 11月 29246 1943年 1月 84708 

1940 年 3月 39965 1941年 12月 29298 1943年2月 84681 

1940 年 11月 27325 1942年 1月 29184 

资料来源：1935年 11月到 1938年3月的人口数据参考：r北京日本居留民畲略史J、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 

Ref．C1ll10598600(第20画像 目加岛第22画像 目圭 )、支那事局赧缀 昭和 10～13年(防街省防街研究所)；1939年 5月到 

1940年 3月的人口数据参考北京特别市社会局编纂委员会《社会统计月刊11939年2卷6期一1940年3卷 4期；1940年 11月到 

1943年2月的人口数据参考北京特别市公署《市政统计月刊》1941年第 1卷第 1期一1943年第 3卷第3期。由于 1910年《日韩 

合并条约》签订，民国时期诸多涉及日本侨民的统计都包括朝鲜侨民，该表中所列人数仅为日本在北京侨民数。 

北京西郊新市区的建设在 1939年7月到 1940年 1月期间由伪华北建设总署北京市西郊新市街 

建设办事处主持，1940年2月到1941年l2月末改由伪华北建设总署北京建设工程局(西郊施工所) 

负责，从 1942年 1月到 1945年 8月止，伪华北建设总署被撤销，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工务总署北京工 

程局西郊施工所(后并入北京施工所附设西郊督工所)继续办理。② 主办机关的组成人员，以1939年 

的西郊新市街建设办事处为例，副处长有池田笃三郎、由良民之助、山崎桂一(兼任伪华北建设总署都 

市局参事)3名日本人；事务课课长为坂场信夫(兼任伪建设总署北京工程局事务科科长)，事务员、事 

务助员有中尾代作等4名 日本人；土木科科长由佐藤宽政(兼任伪建设总署北京工程局都市科科长)， 

技正、技士有桥本忠行等6名 日本人；建筑科科长为盐原三郎(兼任伪建设总署都市局技术科科长)， 

科内有井上麟一、衣笠孝一这两名 日本人；水道科科长成濑董，技士有大矢孝一郎等 4名日本人。③ 

虽然该处处长的身份无法查证，但是各主要科室均为日本人主导；且 1942年时西郊施工所所长为 

① 越泽明著，黄世孟译：《北京的都市计划》，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第3卷第1期，1987年9月，第238页。 

②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 1集，第39__4O页。 

③ r4．北支／9荤北政耪委员会建设懋署及 工辫鲶署 5J、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少一)Ref．B02031839000(第 1画 

像目)、支那地方政况阳保雄纂／官吏任免阴保(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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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奎太郎，1943年八尾孝次接任①，可以看出西郊工程基本为 日本人所把持。当然，也有部分中 

国人参与了此过程，如 1940年 8月时，北京建设工程局的副局长是金国珍。(2) 

这一时期除北京西郊的建设项目外，出于“建设都市、设定军用地、确保都市治安、解决居留民 

住宅问题”③等目的，日本占领华北地区后，于主要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等在内，都提 

出了都市建设的计划。为使华北各主要城市新市区的建设趋于规范，伪华北建设总署在 1940年左 

右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条例和建设标准，包括《新市区建筑暂行规则》《华北新市区建设暂行条例》 

《公园绿化标准》《公共用地计划标准》《街路计划标准》《道路修筑施工准则》等。由于住房紧迫程 

度不同以及资金问题的原因，1940年 5月 28日，H本陆军省军务课决定“天津及北京西郊都市计 

划事业以外，济南、石家庄、北京东郊、太原、徐州，都市事业将按照延期方针推进”④，在此情形下北 

京西郊新市区建设计划得以重点实施。至于西郊建设所需费用，属于都市建设事业预算，“分一般 

会计与特别会计，一般会计应用于一般建设事业 ，其财源仰赖于国库之支给，特别会计则专用于新 

市区建设事业，由公债或借款而来”。⑤ 

西郊新市区建设的过程 

北京沦陷后 ，日本人于西郊实施的测量工程拉开了新市区建设的序幕。西郊新市区的整体 

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京城的古典特性。房屋、道路、公共设施等建设，都按照《北京都市 

计划大纲》的规划逐步推进 ，相关的修补工程也在陆续实施。新市区中绿化带的建设，在当时也 

属较为现代的城市建设理念。这些都使得西郊新市区成为日人对外宣传北京建设成就时的重要 

举例。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所列西郊新市区建设计划，大体包含交通建设与各区域的规划，具体 

而言就是： 

本街市对于城 内之交通，除由西直、阜成、广安三门起各设干线道路外，并于西长安街 

西面添辟城洞，计划主要道路，俾可益臻圆滑。在本街市门头沟铁路迤北，以充作军事机关 

用地为主，南接特别大广场，由此至正南铁路新站布置公园道路及广场，并于两旁指定商店 

建筑地 ，俾于交通便利以外，兼可顾及风景及美观。居住地 以在商店地背后为主，并于新站 

附近设置普通商店街。铁路线迤南定为特别商业地 ，将娱乐风纪有关之营业集中设立。此 

外拟将特别大广场南面现有水路加以改修 ，使两岸成为公园。又本街市东面绿地带，拟酌 

配官署及其他公共建筑基地，布置公 园运动场等，用以增进风景。至八宝山附近为建筑神 

社忠灵塔，大运动场预定基地，并将八 宝山全部化为公园，至高尔夫球场则拟设于八宝山 

西麓。⑥ 

① 《北京工程局关于西郊新市街干线街路修筑、补修工程的设计、预算书及图纸》(1942年 12月一1943年 3月)，北京市档 

案馆藏，民国档案，J122一OOl—OOl19／16—18。 

② 《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及计划大纲》(1940年8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OOl—oo4—0008015。 

③ 埴原三郎『都市计画莘北力点绦』、5页。 

( 『典亚院本院指尊 件j、JACAR(7， 7’雁史资料七、／夕一)Ref C04122180600(第1画像目)、昭和15年r睦支密大日记 

第20号2／2 J(防街省防街研究所)。 

⑤ 建设总署总务局编：《建设总署事业状况及今后方针》，《建设旬刊》1939年第63期，第 16页。 

⑥ 《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及计划大纲》(1940年 8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O01—004—00080／26—27。 

92 



贾迪 ／1937—1945年北京西郊新市区的殖民建设 

其中西郊新市区第一期建设计划面积为 l4．7平方公里，而北京城区面积为61．95平方公里，从图1 

可以看出西郊新市区的具体方位。 

= 一 敞寓、中央公园、太庙 北京市城I爱 

图 1 北京市城区与西郊新市区略图① 

在建设过程中，长安街作为旧城区主干道被延长至东单以东、西单以西，并分别在对应的城墙 

处新辟启明门(今建国门)与长安门(今复兴门)。其中，西长安街经西单向西延长至长安门，出城 

直至公主坟修筑了一条宽 50米长约4公里的大道(今复兴路)，连接起新市区新辟东西向主路长 

安大街，成为此后连接旧城区与西郊新市区的主要干线。 

图2是西郊建设方案的具体规划。佐藤俊久在哈尔滨工作时即注重都市美观，其恢复哈尔滨 

城市特色的思想延续到了北京的规划中，尤其在构想西郊新市区建设时，其方针第一条就提到了 

“北京都城的古典特性”。② 从图2可以看出，西郊整体规划呈棋盘状，道路分布有序，并以东西主 

路为中轴线基本呈对称状，保持了北京旧城区的特色。为保证新市区内的居住安宁、商业便利，区 

域内按专用居住、居住商业混合等各用途指定专门地域。其中“专用居住地域，为高级纯粹住宅 

地”，位于“中央商店街背后之一部；接近东部绿地带部分；与沿水路公园及西郊公园运动场接近部 

分”。居住地域，位于“新站东西沿铁路地区；东部南北路线商业地之背后地”。“商业地域，系以商 

业为主，得与居住混合之地域”，位于“新站北方、南方，站前道路两侧之集团地，并沿主要道路各 

段”。“混合地域，系小工业仓库与居住商业混合之地域”，位于“新站附近线路两侧，及东北部铁路 

沿线”。③ 从图2也不难发现，各类建筑按照功能聚集，位于新市区内的不同地域。 

西郊的建设规划是比较详尽的，在具体施工中，除北京工程局西郊施工所承担一部分技术性工 

程和零星修补工程外，其他基本都由华北房产股份有限公司、浅野水道、Et本道路、日本铺道、永见 

组等 日本承包商承包施工。由于从政府主管部门到规划设计再到具体承建大多为 Et本人负责，西 

郊的建设总体受其他因素干扰较小，新市区的建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是比较迅速的。 

① 参考北平市政府工务局绘制《北平市城郊地图》(1947年)，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埴原三郎『都市升画荤北 点缘』、8页。 

③ 《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及计划大纲》(1940年8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O01—004-0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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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测量工程来看，东、西郊总体测量至 1938年 12月基本完成，共绘成图纸 22幅，其中西 

郊“细部测图完成预定业务三分之一，图根测量完成三分之二”；1939年 12月，西郊测量业务已全 

部完成，这为日后的施工建设奠定了数据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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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市西郊新市街略图② 

说明： 

东西向道路：A．圆明路 B．翠微路 C．万寿路 D．丰台路 E．兴亚大路 F．永定路 

G．玉泉路 

南北向道路 ：H_平安街 I．长安大街 J．太平街 

广场 ：K．大和广场 

建筑 ：a 西郊站 b．图书馆 c．公会堂 d．消防 e．中国警察 ￡电话局 交通会 

h．民团 i．棒球场 j．医院 k．学校 1．军用地 m．银行 n．公司 o．商馆 P．百货 

店 q．领事馆 r．寺院 s．法院 L建设总署 

其次，因西郊新市区的建设主要是为了缓和日侨增加所带来的住宅不足问题，所以住宅是这 
一 时期的主要建设任务。例如在 1939年6月 21日，日本联络委员会干事会出台了“关于处理北京 

① 建设总署：《都市业务概况》，《建设总署工作报告》1939年第 2期，第 l3页；建设总署：《都市业务概况》，《建设总署工作 

报告》1939年第12期，第23页。 

② 建筑部分参照r北京西郊新市街建彀计画 阴寸为件J、JACAR(7， 7屋史资料七 夕一)Ref．C04121611600(第7画像 

目加岛第12画像目耋 )、昭和 14年r睦支受大日记 第72号j(防街省防街研究所)。道路部分参照《北京市建设工程局关于拨 

发标价款事给承包单位真田水道工务所的函及西郊第一日本国民学校请安装水道的来函以及西郊新街市图等》(1940年)，北京 

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22一O0l一00011／67。 

94 

●  

口口 回  

口田 回  

口n 口 一 口口口口n [一 口口口口 口一 

口口口口口口 
圈口臼口口口 



贾迪 ／1937—1945年北京西郊新市区的殖民建设 

住宅问题”的建设指导政策。该政策的目标是在 1940年底之前在北京西郊的规定地区内完善住宅 

用地，并建设 2000户住宅。为了达到这项建设 目标，不但由伪华北建设总署设置了“特别会计”以 

提供预算保障，而且日方也做好了“(预定由朝鲜银行)贷款给I临时政府”的准备。至于这批房屋的 

定价，则规定“对于住宅所有者按照地皮价格加施工费价格的标准出售”。该政策内的“北京西郊 

住宅地整备事业”的预算，包括宅地整地费、道路费、上下水道费、器具机械费、事务费、预备费在 

内，合计 148万元。① 又如从 1941年 1—12月之间华北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东京支店在北京西郊的 

建设来看，其中分配给居留民团②的住宅建筑面积为 2847．70坪，而其余单位如华北运输会社分 

社、中华航空会社分社、石炭会社分社等各团体的房屋建筑面积，基本在 3o0一l 100坪之间。⑧ 

就沦陷时期西郊整体的房屋建筑风格来说，以洋式瓦房为主要建筑式样，此外还有少量洋式二 

层楼房、灰瓦房和平房。以 1947年 11月工务局、地政局会同警察局调查的西郊新市区土地房屋数 

目而言，当时新市区房屋共计 581栋，建筑面积 67083平方米，用地面积 925000平方米，其中洋式 

瓦房455栋，瓦房、灰瓦房7l栋，洋式二层楼房 7栋，三层楼房 5栋，二层平顶楼房 1栋，以及少量 

马棚、灰房及中式灰平房等建筑。④ 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西郊新市区中式建筑较为少见。至于一 

般瓦房内部，多为一栋两户，均为各伪机关职员眷属；房间内为日式装设，“客厅、卧室、厨房、澡室、 

便所”一应具备，均系木板隔断的小户型建筑。⑤ 根据1939年 12月30日公布的《修正北京特别市 

土地房屋评价规则》可知，一般建筑价目等级依次为西式楼房、普通楼房、带廊子瓦房、瓦房、灰瓦 

房、灰房或平台、灰棚、游廊、土房。⑥ 从该评价标准来看 ，西郊新市区的普通房屋的建筑水平不低 

于市区房屋的平均水平。至于Et本居民迁入情况，1941年西郊新市区工程初具规模时，其范围内 

“住民已达五百户，人口约计一千五百之众。本年建筑房舍者，预定将有一千五百户。届至年底， 

将有增达六千余人之势”。⑦ 

第三，就新市区内的道路建设而言，自1938年 11月制订大纲到 1940年 1O月，该区域内的一 

部分主要道路已近竣工。⑧ 至于筑路方式，尽管 3O米宽以下的支路仍为常见的土路，但 30米宽以 

上的主要干道大部分都采用了沥青混凝土、沥青碎石、碎石铺装以及卵石铺装等较为新式的修筑方 

法。⑨ 除此之外，当时新提出的筑路方法也会选择在西郊进行试验。1942年，“用洋灰土作路盘以 

① r12重要浃定事项(其／，二)lZJ、JACAR(了，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02030547300(第21画像 目)、支那事变阴锫一 

件第十七卷(外辫省外交史料馆)。 

② 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在华 日本居民出台了《居留民团法》，要求各地组织作为自治团体的居留民团，并选举相 

关行政机构。此后，在华 日侨开始于各地成立居留民团。 

③ r15．昭和十六年度资金计画突施状况j、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B08061296000(第 2画像 目)、本邦、各 

国棚合弁会社阴保雒件／日、支同／部／北支住宅株式会社阴保(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④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l集，第45_50页。此外，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关于西郊新市区由工务局接管等 

问题的训令》(J001一OO4—00115)显示，沦陷时期西郊新市区房屋数 目为800栋，但此为工务局刚接收新市区时的估计数字。而 

在《北平市政府关于速派员会同地政、警察两局详查西郊新市区土地房屋数 目的训令及工务局关于调查情形的呈》(J017—001— 

03167)中则为623栋，但这一材料相较于《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1集时间稍早，且前者为机关内部材料、后者为正式 出版 

刊物，故本文采取《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1集中581栋的说法。 

⑤ 《北平市政府关于西郊新市区由工务局接管等问题的训令》(1945年 1O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OOl— 

OO4—00115／2。 

⑥ 《修正北京特别市土地房屋评价规则》，《北京市政旬刊》1940年第39期，第3版。 

⑦ 《北京市建设工程局关于拟筹设西郊新街市医院的呈和建设总署的指令及工务科关于永定路外21线道路修筑事宜的签 

呈》(1941年 l1月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22—001—00059／79。 

⑧ 《北京市建i~．x-程局关于拟筹设西郊新街市医院的呈和建设总署的指令及工务科关于永定路外21线道路修筑事宜的签 

呈》(1940年 lO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22—001—00059／62。 

⑨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1集，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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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油作表面处理，为近代比较之经济施工方法。兹据公路局签称，拟在北京西郊区公主坟地域，做 

此试验道路”。① 沦陷期间，西郊共建成道路总长9O．8公里，其中沥青混凝土路两条长 8．7公里， 

卵石路 1．9公里，土路67．9公里，占全区计划道路总长 70％。② 两条主要干线，一为东西向的长安 

大街(今复兴路)，东起公主坟，西至玉泉路，长4900米，宽 80米，北侧碎石路面，南侧沥青混凝土， 

各宽6米，为西郊已建各路平整之代表，中央绿地带建设完成。另一南北干路为兴亚大路(今西四 

环一段)，长 2800米 ，宽 100米，卵石路面。 

第四，就该区的公共设施来讲，由于西郊新市区建设时间较短，到 1943年底 日本倾力东南亚战 

场前，很多公共设施还都处于待建或已建待完善的状态。在该区域配套的基础设施中，最早建设完 

工的应属 1941年 l0月告竣的西郊第一 13本国民学校。同年，伪北京市建设工程局提出在西郊建 

立综合医院，以改变当时西郊仅有诊所的情况，应对不断增加住户的日常所需。工程局在 1941年 

9月 17日与同仁会医院签订了《西郊医院用土地及房屋免费租借契约》④，该项建筑工程于 1942 

年3月完工。⑤ 至于规划方案中所提高尔夫球场等相关运动类建筑，受政治环境及建设时间所限， 

到 1945年，西郊新市街仅有 1942年9月建于运动公园内的棒球场一座。⑥ 

计划大纲中所述“忠灵塔”等也在此期间得以建成。1940年，居住北京的日本官民为庆祝其所 

谓“建国”2600周年，决定“建设永久纪念事业”，其内容包括建筑华北神社、北京神社与忠灵塔，移 

植樱花、开展绿化大陆运动、建设综合运动场、开设图书馆、建设武德馆等。⑦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 

官多田骏选定八宝山和老山之间的山头，建立了“忠灵塔”祭社。祭社“院落盈亩，殿堂高大。大门 

南向，两侧饰以砖墙灯盏。院落中间为方形砖塔，顶部为二重檐，攒尖顶，更显其高，塔额部饰以太 

阳旗，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1943年秋，红光山脚下的铸造新村东北隅，又落成一处“靖国神社”， 

“殿堂三楹，坐北朝南，蓝色琉璃瓦的歇山屋顶，赭色门窗”。每逢重大祭 日，或宣布天皇诏书，西郊 

地区日人居留民团等就集会于此。⑧ 

在西郊新市区的建设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所有道路房屋，在建成后均有不断的 

维护，其中对道路的补修最为显著。民国时期道路建设不断推进，然而落后的交通工具如大车等依 

然存在，所以无论城内或西郊，新修道路均须不断养护来保证道路平整。1942年到 1944年 4月， 

伪北京市工程局持续立项拨款对西郊新市街建成道路进行补修。以“北工西第六号”工程为例，该 

工程原定 1942年9月21日开工，当年12月31日竣工，规定每13由职工3名率领人夫50名随时随 

地实施修补。但因所拨经费尚有结余，施工 13期被扩展至 1943年 2月 28日，期间共修补道路 

25．16公里。⑨ 二是城区绿化。在《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西郊新市区65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中 

① 《北京市建设工程局关于西郊新市区测量和修筑西郊道路、长安大桥等事宜的呈、给西郊施工所的训令、指令及建设总署 

的训令、指令等》(1942年4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22—001—00004／129。 

②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 1集，第40页。 

③ 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北京档案史料 1999．4》，第 144页。 

④ 《北京市建设工程局关于拟筹设西郊新街市医院的呈和建设总署的指令及工务科关于永定路外21线道路修筑事宜的签 

呈》(1941年 9月 1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22—001—00059／80。 

⑤ 建设总署：《都市业务概况》，《建设总署工作报告》1942年第3期，第22页。 

( 《北京工程局关于在西郊新街市运动公园内修建球场给建设总署的呈》(1942年 9月 1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 

案 ，Jl22—001—00091／6。 

⑦ 《北京 日本官民庆祝纪元节》，《好朋友》1940年第 15期，第 l页。 

( 关续文：《日本侵华期间在北平西郊建立的忠灵塔与靖国神社》，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 52 

辑，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31一l32页。 

⑨ 《北京工程局关于西郊新市街干线街路修筑、补修工程的设计、预算书及图纸》(1943年3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 

案，J122—001—0011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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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5平方公里被规划为绿化带。在新市区主要范围内实施的“地区制”(D中，专设一种绿地区，“系 

规定都市保安卫生上区域使农耕地森林山地原野牧场河岸地等永不街市化而保存之”，西郊新市 

区周围即被划为这样的绿地区。② 除西郊周围绿化带的划定外，在新市区内部的建设中，也十分注 

重植被的覆盖。例如从道路修建上看，按照伪建设总局都市局出台的新市区《街路计划标准》并参 

考表2可知，不仅道路绿化有着系统的规定，且每一种道路都规划有相当比例的绿地，即便仅 1O米 

宽的二等小路，也留有 1米的绿化带；区内还建有培育路树的苗圃3处。对比图3可以看出绿化带 

在道路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在此之前，北京旧城区道路上出现的绿化多为路旁的行道树；而从图3 

的设计可以看出，新市区的绿化带还同时负有交通隔离带的功能。抗战胜利后接收工作中的调查 

发现，西郊路树已植“有柏、千松、大叶杨、中槐等四万余株”。③ 

表 2 标准街路宽度表 单位：米 

街路种别 总宽 车道 绿地 步道 

1o0 32 50 18 
一 等大街路 

80 32 30 l8 

大街路 
60 26 22 12 

二等大街路 
50 26 12 12 

45 22 11 12 
一 等街路 

40 22 6 l2 

街路 
35 20 6 9 

二等街路 
30 16 5 9 

25 15 1 9 
一 等小街路 

20 10 1 9 

小街路 
15 8 1 6 

二等小街路 
10 6 1 3 

资料来源：《都市计划(街路计划标准)》(1940年 8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61—001—00305／9。 

在抗战结束前，除北京 日本居留民团和Et本军队外，许多 Et本企业也人驻了西郊，其中包括大 

林组、伊藤组、钱高组、清水组、华北电业、华北电信电话、华北交通公司、华北石炭株式会社、华北运 

输公司、日本酱油装造所、大同制管社、中华航空、华北开发等；同时还有 日本警察署、电报局、华北 

广播协会、新民会等社会公共事业管理单位迁入或就地成立。④ 

为了服务西郊 日侨生活，该区建立了同仁会永定医院、西郊邮政局，以及运动场、公园各 1处。 

该区还配备净水场 3处，内有电力送水机、抽水机等，专供区内住户用水，每月电费 10万余元，收水 

① 据《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关于新市区建筑暂行规则的咨文》[(1940年 11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 

JO01—004—00079／11]中所记，伪华北建设总署1940年 11月29日公布的《新市区建筑暂行规则》规定，地区制为“于公安、卫生、 

风致等有必要时，得于居住地域内指定专用居住地区，商业地域内指定特殊商业地区，并于各地域内指定防护地 区、风景地区、美 

观地区等”。依照《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地区制分为绿地区、风景地区及美观地区，视土地状况及将来情况适宜配置之”。 

② 《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及计划大纲》(1940年8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O01一OO4—00080／30。 

③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 1集，第41页。 

(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 1集，第4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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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0万余元。① 同时，为了解决西郊与旧城区的交通问题，便利两地的沟通，伪北京市公共汽车管 

理处还开设了一条全长 9．8公里的西郊线，公共汽车每日往来6次，经停西单一圆明路一万寿路一 

永定路4站，采用分段制收费。一开始厘定计划时坐完全程需 3角②，后来在实行中因通货膨胀先 

后涨至4角5分、6角、9角。③ 至于儿童教育，新市区设有北京西郊第一普通小学，全校共分 6个 

年级，每级配备Et人 1名担任训导，1941年 2月在校 El本儿童共30名。④ 

图3 长安大街与丰台路交叉口修建计Nl1]~ 

西郊新市区第一期建设规划 14．7平方公里，容纳 l5万人口。按照这一规划，日伪到抗战胜利前 

对西郊的建设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一个具体的表现是，西郊 自来水的供水能力到抗战胜利接收时 

仅能供用 1万人。⑥ 而且战后的北京市政府也多次表示，Et伪于此的建设仅完成计划目标的1／5。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郊乃Et人聚居区，抗战时期的反日运动也会波及新市区的日本侨民。华 

① 《北平市政府关于西郊新市区由工务局接管等问题的训令》(1945年 10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01一 

O04—00115／6。 

( 《公共汽车西郊路线厘定分段票价》，《北京市政旬-?lJ》1941年第83期，第1版。 

③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西郊界内新市街万寿路地方设立电话号码、电车公司呈请增加票价、及天丰汽车行增添座车等训令》 

(1944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84—002—01289／12—15。 

④ r在外 日本人各学校阴保雒件／在北支／部／北京各 日本国民学校(含柬城第一、第二、西城第一、第二)第三卷 1．一般J、 

JACAn(7， 7，屋史资料七二／夕一)Re~B04011897500(第6画像 目)、在外日本人各学校窝保雄件／在北支／部／北京各 日本国民 

学校(含柬城第一、第二、西城第一、第二)第三卷(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⑤ 《建设总署都市局绘制的西郊新市街建筑状况、植树育成图和计划图等》(1943年 8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 ， 

J017—001—02797／5。 

⑥ 谷口三郎『大睦 曲缘』、全日本建设技衍馅会、1950年、5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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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观象台 1940年时曾函请要求警察局派警保护，警察局拨派 5名警力前往，不久观象台又呈请市 

公署道“本台地处西郊，职员半系日籍，请愿五名警力单薄，保护难期周全。拟请由贵署令知警察 

局转饬西郊警察分局及保安分队随时加以保护，以策安全”。① 虽然沦陷前北京市警察局在西郊一 

直设有分局，但为了日人的管理与安全，在 日本领事馆的主持下，日本警务机关于 1941年4月 12 

日在西郊设立了派出所 ，并在 1942年2月5日将其升级为西郊分署。② 

西郊的建设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对 13本人来说，新市区的工作也还称得上是很有成效 

的。在 日本远东贸易促进会编辑发行的中文期刊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赞颂文章：“搭上西郊的公共 

汽车，一直向西郊新街市而迈进，两旁的杨树松杉，都带着青郁郁的颜色，隐现于二三人家中间，到 

了长安大街的南边，舍车徐步，瞧见有一百多来户的友邦人士的寓舍，建筑样式是折衷中国西洋以 

及 日本式的，家家小院子里，都有新种树木以及小盆栽，再南行不数武，气象却又一变，在一派无线 

电广播音乐悠扬里头，时有友邦小姐太太清脆而悦耳的谈话声，小孩心口歌音，且夹杂着鸡鸣犬吠 

之声，笔者在那数百户新理想房屋中间，目送友邦人士安闲自在的态度，耳听夫人儿童谈话歌唱，不 

禁羡慕向往。”@1943年，南京、上海记者团访问北京时，在日本大使馆的招待行程中，除恭谒国父 

衣冠冢，以及游览香山、颐和园等风景名胜外，其中一个重要行程就是“至西郊新街市参观”④，可见 

西郊新市区已成为日人对外宣传的主要建设“成就”之一。 

综上所述，北京沦陷时期日本人制定并实施的《北京都市计划大刚》，尽管表面上符合近代都市的 

发展方向，符合降低老城区人口压力的建设目标，但难掩其长期占据北京实行殖民统治、安置服务本 

国侨民的侵略本质。日本殖民者偏重于一隅的建设方针，不仅打断了北京原本的城市建设进程，而且 

新市区迁入的居民主要是来华 日侨，并不能起到缓和老城区内本身人口压力的建设效果。 

西郊新市区建设的影响 

作为 日本对外宣传的北京建设“成就”之一，日方认为西郊新市区建设是成功的，但西郊新市 

区的建设过程中大规模的土地征用侵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 

(一)新市区建设与农民生活 

就新市区的建设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而言，日方的描述与民间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很大的 

差异。在官方报道中，新市区建设有条不紊，政府与当地农民进行的土地转让买卖等也都井然有 

序。沦陷时期所执行的西郊新市区建设第一期计划面积达 2．2万余亩(合 14．7平方公里)，其中 

市境1．5万余亩，宛平县7000余亩。为配合建设，西郊地区就有22335亩土地被征收，其中有契纸 

的共2537件，计 3986户。根据 1947年的调查，被征土地已发价市境 10763亩，宛平县境 6823亩， 

未发价市境 4267亩，宛平县境 482亩。⑤ 其中，对于发价征收的土地，又有十分详细的补偿单价 

表。参看表 3可知，每种土地依其肥力高低征收费从 120元到 50元次第不等，楼房屋棚也按其造 

价发放220元到 50元的拆运费，至于牌坊、井窑、栅栏、坟茔、树木等，都有具体规定。 

① (-o,I令警察局准国立华北观象台函以本台地处西郊职员多系日籍请饬属保护等情仰遵办由》，《市政公报》1940年第 

76期 。 

② [-51．北京西郊派遣所、外城分署J、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4090305900(第3画像 目)、在支帝国公馆 

阴保雒件／彀置阴像第三卷(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③ 恕庵：《古都北京西郊》，《远东贸易月报》第4卷第4期，1941年 4月，第2O页。 

④ 《日大使馆招待京沪记者团》，《申报》，1943年 10月2日，第2版。 

⑤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1集，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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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地收用并地上物件补偿单价表 单位 ：元 

名称 单位 费别 单价 备考 
—

一 园地 田 收用费 120 
—

一 田地 田 收用费 l00 水田同价 

坡地岗地苇地 田 收用费 80 
—

一 沙地碱地 田 收用费 50 

楼房 间 拆运费 220 

大殿 间 拆运费 20HD 

瓦房 间 拆运费 100 

灰房 间 拆运费 85 

土房 间 拆运费 60 

土棚 间 拆运费 30 

铅板棚 间 拆运费 50 

砖门楼 座 拆运费 70 

亭子 座 拆运费 150 

地窖 座 拆运费 

拆运费 7O00 查机器窑设备较繁且于建设殊有关系，遇必要 机器窑 座 

收买费 酌定 时酌定价格整座收买，毋庸拆移。 

土窑 座 拆运费 830 

宫门 座 拆运费 200 

石牌坊 座 拆运费 70 

木牌坊 座 拆运费 30 

铁栅栏 个 拆运费 50 

木栅栏 个 拆运费 6 

砖墙 丈 拆运费 15 

砖花墙 丈 拆运费 10 

砖影壁 座 拆运费 50 

泊岸 丈 拆运费 10 

石碑 统 移运费 60 

洋井 眼 收用费 400 

砖井 眼 收用费 100 

土井 眼 收用费 10HD 

宝顶坟 座 起移费 l00 

坟内仅一柩者，起移费如上数，一柩以上者，每 土坟 枢 起移费 20 

加一柩加起移费 10元 ，类推计算。 

2．5 直径一寸半以上者 普通树 株 留置费 

10 直径一尺以上者 

4 直径一寸半以上者 柏树 株 留
置费 

20 直径一尺以上者 

资料来源：建设总署总务局编：《建设京市西郊新市区收用土地办法》，《建设旬刊》194o年第79期，第38__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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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土地征收在行政命令下强制推进，但其工作也并非轻而易举：一是无主墓地及附属物等的 

处理较为棘手。1940年宛平县致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曾提到：“贵署建设工程局收用敝县枣林等 

村民地建设新街市一案，所有县境农民无主坟墓迁移极为困难。拟援占用北京市境地建筑公墓前 

例建筑宛平公墓，以昭公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认为宛平县这一要求自属需要，并令北京市建设 

工程局斟酌办理。① 二是在筹划建设之时，“当地人民不明情形，尚有建筑新房情事”。对此，市政 

府要求该管警察分局“嗣后凡新都市计划区域内，除经建设总署核准者外，严禁人民随意建筑一切 

地上物”。② 此外，建设区域内文化遗址的处理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市公署布告有关土地收用 

事项后，社会局曾接到黑山护国寺主持的信函，请求社会局转函建设总署将黑山护国寺及太监刚炳 

墓(位于八宝山)予以保留。建设总署对这一请求的回复是“查该寺墓既系前明建筑，所请保留一 

节本署当于西郊新街市计划实施时予以考虑”。③ 从 1949年黑山护国寺还保有 57间庙宇祠寺以 

及84间附属房舍来看，该文化遗存应是在西郊建设中得到了保存。 

此后日伪又出于维持西郊新市区正常运转等目的，将 9000亩土地放领租种，以 3O年为期，将 

每亩土地划为6O坪，每坪 30元计价，合每亩 1800元，远高于官方征收时所付的费用。在抗战胜利 

后的官方统计中，这9000亩土地，出价领到地的中国农民仅占1400余租户的1／10左右，其余均为 

日本人和朝鲜人。④ 而Et人等在租得大量土地后，又以更高的价格转租于华人，使得在这场土地征 

收与放租中，日方公私均有获利。 

与官方报道相反，无论是抗战后西郊农民呈奉市政府的函件，还是一般报刊所载，被征地农民 

的生活看起来都并非这样的有理有条。农民所呈函件显示，土地被征多非 自愿，他们“世居西郊， 

务农为业，赖有祖父所遗田产 自耕自食，以为八 口养赡之资”，但 日本人为了西郊建设，“凡在新市 

区范围以内之房屋田园坟墓，一律强 占收用”，致使“生人失业、死骨播迁、穷困流离、惨无人道”。 

至于政府规定的具体而微的征收价格，被征土地农民在此后也多抱怨“实则不足市价十分之二 

三”，甚至“所领地价不抵十一”。⑤ 

沦陷以前，中国公共机关征收土地需按照《土地征收法》，并结合本地的《土地房屋评价规则》 

照价付款征收。如北京市政当局在1929年征收市民王兆林苇地1亩4分7厘2毫，就按照当时定 

价标准城区宅地丁等三级每亩750元给予付款。因在付款时市政当局计算错误，仅付1004元，王 

兆林事后又禀呈市政当局追要到 100元。⑥ 至于表 3中所列 1940年5月 31日公布的西郊土地征 

收标准，参照表4中所列1939年12月30 Et的《修正北京特别市土地房屋评价规则》，可以看出西 

郊的赔偿标准中，“园地”基本与园地最末两等的均价相同，“田地”(包括“水田”)基本与四五等的 

旱田和水田均价相同，“坡地岗地苇地”收价同于旱田五等，“沙地碱地”收价同于旱田六等，即西郊 

征收土地给价标准也参考了同时期的土地房屋评价规则。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选择对比这两个时期同等土地征收价格的购买力，来判断西郊的征收标准 

① 《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训令都字第六七号》，《建设旬刊))1940年第78期，第6页。 

② 《训令警察局、工务局准建设总署北京建设工程局函请禁止人民在东西郊新市区内建筑一切地上物》，《市政公报》1940 

年第101期，第21页。 

③ 《训令社会局关于黑山护国寺主持信翰 臣呈请保留该寺及太监刚墓一案经函准建设总署函复当于西郊新街市计划实施 

时予以考虑仰转饬知照由》，《市政公报》1940年第77期，第26页。 

④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1集，第4o页。 

⑤ 《北平市工务局关于西郊新市区农民代表请发还 日寇抢占土地豁免租粮及有关事项的签呈、批文以及市政府的密指令 

等》(1946年2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17—001—03179／9—24。 

⑥ (4-土地局、工务局令知收用王兆林地价数 目错误已令财政局补交工务局转发 由》，《北平特别市市政公报》1929年第7 

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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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理。时刊所记北京物价，1929年 12月时城内米类均价 0．055元／斤、面类均价 0．046 

斤①；1940年2月时，米类均价 0．222 斤、面类均价 0．393 斤。② 按照以上各价格，分别依据 

1929年 12月 13日和 1939年 12月 30日公布的土地房屋征收标准计算，列有表4。粮食价格的形 

成虽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作为最能反映民众生活水平的参考指数，出卖同等土地能够购买 

表4 北京征收郊区土地房屋标准购买力比较表 

1929年 12月 1939年 l2月 

土地类别等级 征收价格 购买米数 购买面数 征收价格 购买米数 购买面数 

(元／亩) (斤) (斤) (元／亩) (斤) (斤) 

一 等 150 2727．273 3260．870 4o0 1801．802 l0l7．812 

二等 130 2363．636 2826．087 350 1576．577 890．585 

三等 110 200o 2391．3o4 300 l351．35l 763．359 

宅地 四等 90 1636．364 1956．522 250 ll26．126 636．132 

五等 70 1272．727 l521．739 200 90o．901 508．906 

六等 50 909．091 1086．957 150 675．676 381．680 

七等 100 450．450 254．453 

一 等 150 2727．273 3260．870 290 l306．306 737．913 

二等 13O 2363．636 2826．087 220 990．991 559．796 

三等 110 2000 2391．304 19O 855．856 483．461 
园地 

四等 90 1636．364 1956．522 160 720．721 407．125 

五等 70 1272．727 1521．739 130 585．586 330．789 

六等 50 909．091 l086．957 100 450．450 254．453 

一

等 100 1818．182 2173．9l3 l70 765．766 432．570 

二等 80 1454．545 1739．130 l40 630．631 356．234 

三等 60 1090．909 l304．348 149 671．17l 379．135 旱
田 

四等 50 909．091 1086．957 11O 495．496 279．898 

五等 30 545．455 652．174 80 360．360 203．562 

六等 20 363．636 434．783 50 225．225 127．226 

一 等 120 2l81．818 2608．696 200 900．90l 508．906 

二等 1o0 l818．182 2173．913 170 765．766 432．570 

水 田 三等 80 1454．545 1739．130 140 630．631 356．234 

四等 60 1090．909 1304．348 11O 495．496 279．898 

五等 40 727．273 869．565 80 360．360 203．562 

资料来源：1929年北京郊区土地房屋征收标准参考《北平特别市土地房屋评价规则》(1929年 12月 13日公布)，《北平特别市 

市政公报》1929年第26期，第17—19页，其中宅地共分6等。1939年北京郊区土地房屋征收标准参考《修正北京特别市土地房屋 

评价规则》(1939年 12月30日公布)，《北京市政旬刊》1940年第39期，第3版。 

① 《北平日用零售物价表》，《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o年 1月，第6页。因该刊中所用重量单位为 l6两 1斤，本文 

据此将价格换算为1o两 1斤，以同 194o年重量单位保持一致。 

②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批发物价表》，《北京物价月报》第2卷第2期，194o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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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粮食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土地价格的变化。从表4来看，出卖同等土地，1929年比 

之 1939年，基本能买 1．5_5倍的粮食。根据这一数字，可以推测出在沦陷时期西郊土地征收过程 

中，农民得到的实际利益确实明显低于战前水平；农民所述伪政府给价“实则不足市价十分之二 

三”一说，按照战前的标准衡量，也符合事实。 

再比较此后日伪放领招租9000亩土地，每亩要价 1800元来看 ，这种价格无疑是再一次的盘 

剥。由于征收价格较低，在征收过程中，市公署就收到一些因征收民产而要求救济的函件。例如 

1940年在甄家坟村(位于今海淀区内)收用土地时，当地农民就请求“增加价款以维生活”。① 除 

给价较低之外，报刊还记载了一些收用土地未给价的情况。1947年于非厂作《痛痛集》一篇回顾 

沦陷时期的生活，其中就提到日伪建设新市区征收土地时，“而我先茔，在‘躺碑庙’迤东，竞 自先 

圈起来平了坟，再平了村落，这是不属于新市区的，事先并未公告，事后更无法可想。已使我抱恨 

终天”。② 

受战局影响，这一时期的北京市民还需要面对通货膨胀的问题。日伪政权此时在华北地区强 

制推行联银券，由于滥发伪钞，使得联银券一时间严重贬值。有学者曾以北京六必居等店在 

l937—1945年的价格浮动为研究对象，观察到这些货品至抗战胜利前后，价格上涨少则几十倍，多 

则5000------6000倍。③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农民的土地被换以联银券，其生活保障较之以前在稳定 

程度上绝对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北京大学”农村经济研究所曾在北京西郊大井村做过一次有关雇农的 

调查。该调查显示，该村的雇农来源，“远 自山东及河北各地，近则来 自附近各村、本村以及北京西 

郊”。调查者总结出这些人出卖劳力的8项原因之一就是“私有土地因建筑关系被收买、或因治安 

关系、土地无法耕作而弃家离乡”。④ 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来表明因此而成为雇农的群体有多大， 

但是因新市区的建设而使一部分有地农民沦为雇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日战争后期，为全力支援南洋战场，日本方面中断了西郊新市区的建设，放松了对土地的控 

制。这就给了当地农民一线机会，得以重新耕种土地，自食其力。但在西郊的日本浪人却假借军队 

势力，勾结当地地痞，以分收分种之名强迫农民签订不合理的契约。如不同意，全家将被驱逐，另由 

日本人招种。这就使得普通农民不得不屈从 ，将已种麦谷一概铲除，换种日人认为会增产的土豆等 

作物，使得农民遭受重大亏损。秋收之时，日人“不守契约、恃强多取，并不肯拨还所垫农工食用等 

费”，又使农民蒙受损失。⑤ 所幸不久后抗 日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农民得以从这种殖民压迫中 

解脱。 

日伪当局貌似缜密的征收计划及统计数字，自有其粉饰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图；而战后农民的呈 

件，虽不能否认其请求市政府减免税收的诉求，但仍可见其真实境况之一斑。将二者综合起来对比 

考量，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接近实际的结论，即在西郊新市区建设期间，为了服务殖民统治和 日本侨 

民，日伪当局制定了详细的征地计划，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措施 ，使西郊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侵略者没有考虑当地农民的生存权益，使得农民利益在土地征收中遭到了一系列损害。同时，战局 

的波动、飞涨的物价和高额的土地租金，使得西郊农民的生活越发困苦。 

① 《建设总署批示都字第十六号》，《建设旬刊》1940年第68期，第 11页。 

( 于非厂：《痛痛集》，《一四七画报》第 8卷第 11期，1946年，第 11页。 

③ 陈静：《沦陷时期北平 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第90页。 

( 贾一尘：《农业经营上雇农之地位：北京西郊大井村调查报告》，《华北农业》1942年第3期，第 171页。 

⑤ 《北平市工务局关于西郊新市区农民代表请发还 日寇抢 占土地豁免租粮及有关事项的签呈、批文以及市政府的密指令 

等》(1946年3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17—001—03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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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郊建设与后续市区规划 

抗战胜利后，北京市政府实施了对西郊的接收工作。1945年 10月，北京市工务局接收了伪北 

京工程局主办的西郊新市区工程，并设立了西郊新市区工程处以便展开新的建设工作。① 至于人 

驻西郊的敌伪机关 ，则被北京市政府、交通部、中央警官学校等相关部门接收。② 而极具象征意义 

的“靖国神社”，当时就被北京当地居民愤而拆除；“忠灵塔”则改作张自忠等抗 日爱国将领的忠烈 

祠，塔额上的太阳旗也被改为青天白日旗。⑧ 

西郊新市区在一定程度上铺就了战后北京市政当局继续建设西郊的基础。在完成对北京的接 

收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熊斌就曾“非正式语记者，北平有十分之七希望成为中国未来国都”，而这种 

希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敌前在平西郊兴筑之‘新北京’业完成五分之一，当局决定筹款续建以 

完成大北平计划”。与此相关的报道在《申报》《中央日报》等主流报刊均有刊出。(垒) 

虽然定都的结果不如熊斌所预料，但出于实用 目的，北京市政府还是决意继续西郊新市区的建 

设。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抗战胜利后北京市人口已达 160余万人，其中城区占75％，人 口密度 

高达 462人／公顷，出于城市健康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向郊区疏散人口。另一方面，北京名胜古迹 

多位于西郊，西郊新市区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便利于建设游览区。所以，日本投降后北京市政府 

就决定利用已有设施，继续建设西郊新市区。⑤ 1946年8月市政府成立了北京新市区建设委员会， 

组织开展西郊新市区建设的继续工作。⑥ 

1947年，为建设现代化的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北平市都市计划之研究》，主要内容有三，即旧 

城区之改造，新市区之发展，游览区之建设。其中新市区的发展计划与 1938年《北京都市计划大 

纲》有若干类似之处，最主要的就是西郊和东郊的建设。而西郊的建设方向，是“能自立之近郊市， 

利用已有建筑道路设施，疏散城区人口，解决市民居住问题”，为新市区建设计划中的重点所在。⑦ 

由于政治环境不稳，此次西郊新市区建设工程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定都北京之后，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两位先生基于西郊 

的建设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拓展北京旧城与西郊新市区 

之间的地区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并逐步改造。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政治环境 ，这一方案没有被 

采纳。 

结 语 

华北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在这一地区多个城市内展开城市建设，但受人力物力所限，最 

终只在北京西郊及天津地区取得一定实质性进展。日伪政权对北京和天津的城市规划，共同强调 

① 《北平市工务局奉令接收北京工程局都市计划局等的呈及市政府、市党政接收委员会的训令、指令等》(1945年 lO月20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17—001—02942／12。 

② 《北平市政府关于速派员会同地政、警察两局详查西郊新市区土地房屋数 目的训令及工务局关于调查情形的呈》(1946 

年 1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017—001—03167／82—88。 

⑨ 关续文：《日本侵华期间在北平西郊建立的忠灵塔与靖国神社》，《北京文史资料》第52辑，第 132页。 

④ 《熊市长非正式声称，奠都北平有可能，大北平计划决继续完成》，《申报》，1945年 12月23日，第l版。《故都转向新生， 

有希望成为未来国都，决续建西郊“新北京”》，南京《中央日报》，1945年 l2月24日，第2版。 

⑤ 《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 1集，第41页。 

⑥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审查资历委员会截像、华北委员办事处办公、成立新市区管理处及规则、北平市置政办公处办公等训 

令》(1946年8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J183—002—28411／14。 

⑦ 《北平市都市计划之研究》，《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 1集，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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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下几点：1．注意对军用地的预留；2．建设新市区；3．注重日侨住宅的建设；4．实行地区制； 

5．强调绿化。① 而这些指导思想与东北地区的城市规划有很大的相似性。②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 

出，日伪政权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主要城市推行的建设，其指导思想固然包含了一些近代都市的 

规划理念，但这些以殖民统治和实现长期占领为目的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 日本政府的侵略 

需要。 ’ 

就《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落实而言，“北京都市建设全部计划系属分年推进、逐步实施，并非 

全部同时办理。而以西郊新街市、东郊工业区为建设起点”。③ 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北京 日本侨 

民的增多对居住空间提出了迫切要求，这说明 日本人需要的程度决定了城市建设的顺序和进度。 

选择西郊作为专门的日本人居住区、军事区，也符合其在华一向聚居的特点。“反 日运动的发展造 

成了日本人的脆弱感，相应滋生被中国人包围而采取自卫的态势。他们的生活区、商铺和公司麇集 

在城市一隅”，这使得在华 日侨组成社团并带有“极强的自给自足能力以及显而易见与中国人相隔 

绝的特点”。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反 El运动在 El本占领区内被行政命令强制禁止，但这 

些运动依然存在。所谓西郊Et本人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仍未解决，需要继续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而 

西郊新市区边界与北京旧城之边界相距约4公里，中心相距约8公里，从与旧城的距离及功能设置 

来看，西郊新市区具有明显的自立性质。 

通过 Et伪这一时期在北京西郊的活动，还可以看出日本在北京推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变化。占 

领北京之初，El本在《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暂定案》中规划新市区容纳20万人，其中中国人有 12万， 

这显示此时他们还对在北京的统治具有一定信心，相信中国人和Et本人可以共同居住于同一地区 

内。但是不久这一暂定案就被认定不符合北京的实际情况，在定稿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西 

郊新市区被确定为日本人聚居区，由此可见当地日本领导层认为，这一时期的北京尚不具备中日居 

民和平共处的条件。与此同时，从西郊的征地活动来看，日伪制定了详细的征地标准，还建立公墓 

以容纳无主坟墓，这些行为表明他们也在避免激化与当地农民的矛盾，以期在这一地区建立长期、 

稳定的统治。但是对于西郊农民来说 ，日伪政府的征地标准明显低于市场价值 ，战争带来的时局 

动荡还加剧了他们失地后的生活困难。尤其在抗战后期，日本方面战事吃紧，日本浪人趁机在西 

郊地区兴风作浪，西郊农民的生活权益也因此被进一步侵犯。此外，忠灵塔、靖国神社等 日本代 

表性建筑的出现，以及一些道路、广场的命名等，则是 日本在中国城市推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文化 

表现。 

北京西郊新市区建设作为 日本在华北推行殖民的重要步骤，尽管没有达到规划时容纳 15万 

人口的一期建设 目标，但其卫星城的建设理念以及诸多设计思想还是符合近代都市发展方向的。 

即如时人所云：“原则理论上言，就当时形势上观，该项建设计划固只利于敌而无益于我。但就现 

时观，平心而论 ，似亦未偿不有助于我之改革利用”，“盖时势推移，主客异位，则利害得失亦随之 

① 天津建设计划参考r北京、天津都市计画I：阴守为件J、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C04120786100(第 7画像 

目)、昭和 14年r睦支受大日记 第 13号 1／2J(防街省防街研究所)；r塘沽都市计画l：阴寸 为件JJACAR(7’ 了，蜃史资料七 、／夕 
一 )Ref．C04121584300、昭和 14年r隆支受大日记 第7l号j(防街省防街研究所)。 

② 根据越泽明著，欧硕译《伪满洲首都规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t年版)，日伪政权在将长春作为“新京”建设时，其 

中的公园绿地、日系住宅以及街路建设等，与北京西郊新市区的规划有很大的相似性。 

③ 《训令各区公所为奉市公署令发北京都市计划要 图除分行外仰转发各坊晓示市民周知由》，《市政公报》1940年第 103 

期，第 1页。 

④ 安克强著，邵建译：《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 

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 180、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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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不过其中有宜与不宜之分耳。”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同时期的国统区内，中国政府也在 

推行着城市建设。以昆明为例，1939年市政府出台了《大昆明市规划图》，1941年又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昆明市建设纲要》。其内容主要是以滇池为中心，将昆明市区发展到沿滇池周围地区， 

形成滇池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② 这一规划充分考虑了昆明的城市特色，体现了近代都市的 

设计理念，极大地促进了昆明城市的近代化。再考虑到 1934年时北京市政府就提出了西郊建 

设的城市规划 ，1935年《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中也包含了大量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思想 ，这些都 

说明中国政府完全具备推进北京城市近代化建设的能力，而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打断了这 
一 进程 。 

纵观这一时期 日本在北京西郊所进行的新市区建设，战前曾在北京担任工务局局长的谭炳训 

在战后有一段较为精准的述评：“所谓都市计划者，其实盖等于开拓殖民地之初步计划也”，“一方 

在谋以战养战，一方在于培植其侵略殖民之根据地”。“试一想象，如其真能永久占领，计划完全实 

现，则其根深蒂固之基业，宁复可以动摇，而我民族尚能有生存之余地乎?”③日本政府在沦陷时期 

对北京西郊的建设，表面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这一地区的近代都市建设，但这些都建立于打 

断中国政府正常推进北京建设的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建设西郊的指导思想亦表现出了鲜 

明的殖民性、侵略性特点，其意图在于实现以战养战并永久占领这一地区的战略目的，这是不言自 

明的。 

[作者贾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北京档案史料 1999．4》，第111页。 

② 谢本书、李江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l95—196页。 

③ 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北京档案史料 1999．4》，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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