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格差”在哪里？——评加藤嘉一《北京交通困境与“格差”》一文
Where're Our Gaps? Comments on "Difficulties and Gaps about Beijing Transportation" by Kato Yoshikazu

杨 涛

摘要：从一个交通专业人士的认识角度，对日本友人加藤

嘉一的《北京交通困境与“格差”》一文作出响应和解释。中

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带来的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一个发

展中的问题，介绍了城市交通拥堵经历的2个阶段，并对第2

阶段的交通需求特征进行着重描述，认为一些城市的交通政

策与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严重背道而

驰。对交通与“格差”的问题，从贫富、能力、条件、信息、地

位、观念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最后指出，经过10~20年的努

力，中国城市交通整体面貌和运行状况必将得到极大改善。

Abstract： The author, as a member of the transportation pro-

fession, provides responses and explanations to“Difficulties

and Gap about Beijing Transportation”by Mr. Kato Yoshika-

zu.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a, traffic congestion is

by-product stemmed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eco-

nomic booming in Chinese metropolis. We have gone through

two periods of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up process to present.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

lyz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rtation demand in the second

period.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urban transportation policy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cur-

rent“people-oriented”transportation concept. The paper dis-

cusses gaps withi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various an-

gles, such as income level, ability, condition, information, so-

cial status, and personal opinion, etc. The author believes the

whol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 in China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through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10~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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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看到日本友人加藤嘉一先生发表在《瞭望东方周

刊》上的文章：北京交通困境与“格差”(相关链接附后)，读

后深有启发。加藤嘉一先生描述的北京交通拥堵困境确实是北

京的实情，而且不但北京如此，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

京等许多中国大城市目前也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类似的交通拥堵

困境。这种困境在20世纪 20~30年代的美国、50~60年代的战

后日本经济繁荣时期、60~70年代的欧洲、70~80年代的亚洲四

小龙经济腾飞时期也都遇到过。日本当年称之为“交通战争年

代”，台湾则称之为“交通黑暗年代”。其共同特征是经济快速

发展、国民收入迅速提高、小汽车急剧增长。

1 城市交通困境

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带来的必然产

物，也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交通拥堵实际上经

历了两个阶段。

第1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城市机

动车保有量还很低，增长速度也不是太快，但是交通拥堵却相

当严重。其主要原因是文革结束后，大量知青、支边、下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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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格差”在哪里？
——评加藤嘉一《北京交通困境与“格差”》一文

编者按：编者按：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中国城市交通

规划建设与管理从理论到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促

进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支持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改善广大市民的出行条件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应该承认，城市交通问题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本期特刊载此文既是对改革开放30周年

城市交通规划领域的历史回顾，也是对未来中国城乡交通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殷殷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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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返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带来城市客运需求迅猛增

长，同时，随着经济复苏城市货运需求也增长迅速。而文

革 10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停止，薄弱的道路交通设

施难以适应快速增长的客货运输需求。当时道路交通供求

“格差”是一种饥饿型的“格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属于

还账性质。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集中建设，

交通拥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 2阶段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新世

纪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百姓生活水平由温

饱逐步转向小康，东部发达城市居民正在逐步走向富裕。

人们消费能力、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

时，城市经济规模与结构、空间规模与布局形态、社会分

层与消费习惯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导致城市交通需

求特征发生了极大改变：

第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人口规模基数快

速增长，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20世纪 80年代大城

市每年新增人口3~5万，个别城市达到5~10万，而现在大

城市每年新增人口10~20万，有些甚至达到20~30万。

第二，城市居民流动性明显加大。改革开放以前和改

革开放初期，居民出行以上下班(学)、购买日用品等生存

和日常生活性出行为主。每天的人均出行次数在 2.0~

2.5。而现在，除了一般的生存和日常生活性出行，人们

的休闲娱乐、健身、商务公务、旅游度假等出行大幅度增

加，每天的人均出行次数提高到2.7~3.0。

第三，城市空间规模扩大、住房商品化改革、城市

人口逐渐向新区集中，城市居民的平均出行距离几乎成

倍增长。

第四，受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双轮驱

动，机动化浪潮正席卷着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进入新世

纪以来，各大城市私人小汽车数量迅猛增长，小汽车时代

初现端倪，中小城市的机动化发展则以摩托车快速发展

为主要特征。而城市对私人机动交通的调控力度较弱，

尤其是对小汽车(包括私人小汽车和公务用车)基本上放

任使用，致使中国许多大城市小汽车出行率远远高于国

际城市。

第五，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昂贵，迫使旧城改

造后的土地开发强度大幅度提升。大城市中心区高层建筑

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导致城市中心区交通负荷度不断

攀升。

第六，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产业发展呈现规模化、

集约化和大型化特点，制造业、商贸运输量迅猛增长，城

市之间的货运交流越来越密切。加上城市建设的快速推

进，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经济十分繁荣，造成城市内

部建筑运输量、商贸流通运输量、生活货物运输量等全面

快速增长。

尽管与此对应的交通基础设施供应也在快速发展，但

是却远远赶不上上述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的交通需求

的迅猛增长。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修建了大量快速

路，高架道路、立交桥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道路交通拥

堵程度非但不见缓解，反而有所加剧，居民每天用于交通

出行耗费的时间、金钱、体力仍在持续增加。

另外，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严重滞后。轨道交通

建设远水难解近渴；地面公共交通受日趋拥堵的道路交通

环境的影响，车速不断下降，准点率不能得到保证，车内

拥挤不堪。不仅如此，许多城市为了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主要是机动车通行能力)，保证社会车辆(主要是小汽车)

正常行驶，随意将公共汽车站撤并，给公交换乘带来极大

不便。在道路施工过程中，也大量调整、撤并公交线路、

车站。还有一些城市为了保证机动车有效通行，对自行车

交通提出了 “给出路、不给方便”的口号，让自行车在

人行道行驶，并不断地增加道路隔离栅，使行人过马路越

来越不方便。这些所谓的排堵保畅措施与“以人为本”的

理念是严重背道而驰的。

2 交通与“格差”

加藤嘉一先生文中这样解释“格差”一词：“格差”

翻译成中文泛指各种“差距”——贫富、能力、条件、信

息、地位、观念等等。以此对照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确实

可以集中反映出这些方面的“差距”。

1) “贫富”、“地位”：社会分层日趋鲜明

高收入阶层、权力阶层每天依赖小汽车(私车、公

车)出行，饱受道路交通拥堵之苦，因此，抱怨交通规划

缺乏预见性。抱怨道路特别是高架路修得少；抱怨道路拥

堵还要开辟公交专用道是浪费资源，人为添乱；抱怨骑自

行车和行人不守规矩、乱穿马路等。而普通工薪阶层和低

收入阶层，主要选择公交、地铁、(电动)自行车、步行等

交通方式上下班，每天要提前半小时甚至 1~2 h出门，耗

费的出行时间、费用、体力等不断增加。自行车道越来越

窄，或者干脆被取消与行人挤在一起，而且自行车偷盗猖

獗；摩托车在大部分城市市区已经被禁止，有的城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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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电动自行车也要禁止；人行道被自行车道、小商小贩挤

占，交叉口拓宽、机动车道数增加而行人信号灯时间很

短，道路中间没有行人安全岛，行人过街只好争分夺秒、

见缝插针。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出社会分层化以后路权

冲突日趋显现。

2) “能力”：综合交通体系不完备

大容量公共交通设施供应严重滞后；投入运营的轨道

交通规模小；巴士公交系统运营能力不足，缺少有路权保

障的大容量快速公交和深入街巷的支线公交；换乘枢纽、

公交首末站缺乏；公共汽车站服务覆盖率严重不足，缺少

为新区、偏远小区服务的公共汽车等。道路网体系不完

备，路网密度偏低，快速道路网尚未完全建立，支路网奇

缺；停车供应严重不足等。这反映出当今大城市交通仍然

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3) “条件”：大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短缺，既有

道路基础设施薄弱

中国还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中心区开发强

度不断加大，人口就业继续集聚；城市新区开发大规模推

进，导致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加剧与外围出入口道路交通

拥堵蔓延同时发生。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加上许多大

城市是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与文物保护要求十分严

格，使道路网加密、扩容十分困难。与此同时，各城市虽

然经过改革开放 30多年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但毕

竟财力有限，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仍然十分紧

张，所有这些条件都决定着中国大城市交通供求矛盾难以

在短期内迅速缓解。

4) “信息”：城市交通信息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还十分巨大

基础信息方面，由于国内长期以来统计调查工作的基

础较差，政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统计信息严重落后。

就城市交通而言，城市客货运输、居民出行特征、交通基

础设施、交通管理运营、企事业单位活动及货物源流、国

民经济与土地利用等统计调查信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

整的、持续的、科学的、准确的统计调查体系和网络。另

外，统计调查信息的整合、共享、公开化方面也与发达国

家存在极大差距。这给城市交通规划、管理、诊断、决策

带来极大困难，也给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提供及时有效

的交通信息服务带来极大困难。高科技信息建设更是任重

道远，数字化城市建设虽然正在大力推进，但是，基于

GPS、GIS的真正面向决策、面向公众的数字化城市体系

建设还刚刚起步。城市智能化公交调度、信号优先、信息

服务，城市交通智能诱导、智能导航、智能化控制、智能

交通应急救援等等都还处于起步研制、开发和试验阶段。

总之，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基础信息和高技术信息两方面与

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5) “观念”：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差距

第一，中国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没有完全整合，而城

市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交通在城市整体发展中所起的作

用既是骨架，又是血脉。把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割裂开

来，是造成很多交通问题的源头。第二，规划的严肃性、

法定性不够，决策的多变性更使许多可以避免的交通问题

复杂化。第三，对交通有序发展而言，简单的需求决定供

应或者供应决定需求，都不能真正根本解决问题。第四，

交通法治观念首先需要立法者、决策者、执法者、管理

者、经营者来树立，其次才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第五，

交通路权的合理公平分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这涉及政府交通政策的制定、交通投资的分配、基础设施

建设的安排、交通运行的日常管理等各个方面。第六，对

全社会交通观念的引导教育也十分重要，包括倡导理性、

节约、守法、互助等交通意识和消费习惯。

3 结语

以上行文是对日本友人加藤嘉一先生发表的《北京交

通困境与“格差”》一文提到的现象、问题和“格差”从

一个交通专业人士的认识角度作出扼要的响应和解释。应

该感谢加藤嘉一先生对我们提出的友好善意批评和提醒。

最后要说的是，我对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的明天并不

悲观，相反很有信心。其一，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并非中

国独有，如前所述，世界发达城市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

期。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努力所取得的成绩、经验可以供

我们学习借鉴，而我们也确实正在认真努力学习借鉴。其

二，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公交优先、

资源节约、节能减排以及民主法治、公平和谐等理念正在

深入人心。其三，各方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对城市交通发

展政策、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正在取得长足进步。其四，各级政府对交通发展高度重

视，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和指导，深化体制改革，制

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法律、规划。其五，中国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的发展正在积

极推进。其六，城市交通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智能化、

法制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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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格差”及“格差二元心态”之下理顺北京

的交通困境，是政府的一个巨大挑战。最近在日本流行

一个词，即“格差(Kakusa)”。“格差”翻译成中文应该

是“差距”，泛指各种“差距”——贫富、能力、条件、

信息、地位、观念等等。

无论是在老百姓口中还是书架上，在今天的日本我

们都不停听到和看到“格差”。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各种社会结构或现象正在“冲击”着日本国民。低收入

劳动者、“打工族”、甚至“无工作者”的增加，新的贫

困群体的出现，日益减少的“机会平等”、城乡差距的拉

大等等，都属于“格差”现象。日本国似乎已经进入

“格差社会”了。

我这个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也常常想起“格差”，特别

是在每周五傍晚必有的“堵车时光”。上周五，我晚上7

点在城东的国贸约了朋友。5点半从位于北京西北角的北

大宿舍出发，一出来就在校内遭遇了“车流”。北大是学

术场所，但到了周五傍晚时，似乎变成了“车展”。好容

易挤出来，却又打不到车，只好走到五道口城铁站， 在

那里换城铁到西直门，再换乘地铁。到了五道口，看到

的又是人海。进入地铁 2 号线的门口，仍然到处都是

人，在这里排队排了 15分钟才进去。20分后到了建国

门，换乘到1号线，1号线又是“人海”，挤不进去，等了

两回才上车。最后7点20分终于到了国贸站。很惭愧迟到

了20分钟，虽然绝不应该，但这种情况实在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最近地铁里人特别多?冷静一想，原因很简

单：公交费用降低了。现在坐地铁去哪里都是 2元，比

原来便宜半倍多。而且 5号线开通了，今后还会开通几

条线，奥运前后，北京人利用地铁的情况一定将进入

“飞跃期”。廉价的和完善的地铁系统，本来应该给城市

运转带来正面影响，但北京今天的交通状况却并不那么

乐观，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地铁利用者增多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富人”

不断增多，私人汽车的拥有量也相应增多。据说，每天在

北京新登记私家车达到1 000辆，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速度。公交车呢?利用者至少没有减少吧。出租车呢?我常

常打不到车 ，据此推断，利用者也应该没有减少吧。今天

北京的各类交通手段似乎都在增多，但每一种方式却都各

有困难和烦恼——开车堵，公车挤，出租车难打。

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今天的北京，大多数东西都涨

价了——大到房子，小到食品，但地铁和公交车却越来越

便宜。为什么？交通系统中的出租车比原来贵了，我刚来

北京时每次都坐1块2一公里的，现在也没有了。而私家车

却越来越多。这怎么理解?我只能想到阶层的“二元化”，

而且相对于物价高涨，低所得者的收入没有相应地增加。

日语里的“格差”正在北京显现。

对“格差”的下层来说，地铁和公交车降价也许是政

府对百姓的“物质回报”。在当前社会快速并深刻转型的形

势下 ，政府希望老百姓能够理解并且坚持。对上面的人来

说，其实，北京“地上”的交通状况这么混乱，买车、开

车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地铁多快啊，养车费多贵啊，停

车多麻烦啊，交通事故多头疼啊。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毫不犹豫地买车呢?我又想

到“面子”、“物质欲”等因素。我很可以理解，在周围人

还没有那么多钱的情况下，自己有了钱，确实想以物质的

形式，在“格差”当中显示自己的优势，享受优越感。

如何在“格差”及“格差二元心态”之下理顺北京的

交通困境，是政府的一个巨大挑战。对我这位老外来说，

有根据、有逻辑，并以科学的方式去描写今天的“北京现

象”，也是一件艰难的过程。我们也许都需要时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26期

（日本）加藤嘉一

北京交通困境与“格差”

相关链接

相信经过10~20年的努力，中国城市交通整体面貌和

运行状况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当然，有位日本交通专家说

过，交通是一场永远打不完的仗。确实如此，到那时我们

还会遇到许多崭新的交通问题，我们还会不断探索、不断

努力、不断进步。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