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

战。现在中国开展的迅速而广

平，同时又不耗尽那些维持

泛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较好生活所需要的资源？

大大增加了对土壤、水、森林
和矿物等自然资源的消耗量，

城市的挑战

对当地环境造成了非常沉重的

城市化可以是一种改善人民

压力。

生活水平的途径。在此方
面，过去十几年中，中国所

中国因能源和资源消耗的增加

取得的成绩在整个人类文明

而造成的影响波及全世界，表

史上都是无以伦比的。因为

现为建筑材料短缺、石油价格

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的

攀升、电力供应不稳定等种种

城 市 发 展 ， 1980到2001年

形式。中国则能更深切地体会

间，中国约有4亿人摆脱了极

到这些影响，环境因为有害烟

度贫困的生活，这个数字几乎

雾和颗粒的排放而恶化，绿地

占到全球数字的四分之三

。1

面积缺乏，生态系统遭到破

适应这一大规模城市移民的

全面和谐地可持续性发展中

期的考虑，要想提高生活水平

需要，那么可能不仅对中国

来” 。6

就迫切需要出台一些新的更具

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会造成巨

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模式。

大、不可预测的环境后果。

人们常认为用来解决可持续经
中西方的城市发展模式

时至今日，全球的总生态脚

差异，不仅突出表现在城乡差

济、环境和社会等问题的方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的城市模

印已是生物承载力的1.2倍

异间，也表现在城市内部，城

法相互矛盾。不过，的确如此

式要想改变为具有可持续性城

3，而如果在持续发展经济的

市中出现了新的贫困人群，例

吗？丹麦的风车行业就驳斥了

市发展的模式，很多方面需要

同时缺乏长远的城市规划，

如被称作“流动人口”的外来

这样的观点。风车行业是由少

学习。不过关于这种在一个相

我们可能会很快陷入需要两

务工人员。在一些主要城市

数一些个人开拓者创造的，他

对静态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模

个地球来支撑我们一个地球

中，这个群体占到城市人口总

们利用自己铁匠手艺等技能来

式是否能够适应于全球市场经

的人口的境地。

数的25%。另外，中国城市发

对原有的技术推敲改进，并付

展过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正

诸实际生产中。后来，这个行

济、个性化的生活模式和大规
模的城市移民，还并不十分明

可持续性发展

日益危及大量国家珍贵文化遗

业因环境政策愈加严格而得到

朗。现代主义的西方模式也许

在全球20座污染最严重的城

产的安全。最终，中国经济发

成长，这类环保政策赞成利用

更加适合于此，但离完美的解

市中，中国占到16个 4 ；此

展的奇迹正使其自身陷入风险

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其他形式的

决方法还很遥远。在单一功能

外预计中国资源消耗量也将

之中，中国中央政府已很清醒

能源。今天，全球有一半以上

分区制中发展城市必然要求大

无人企及，因此中国比其他

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的新风车由一家丹麦公司制

量的土地和广阔的交通系统。

任何地方更迫切地需要可持

造，这个行业不仅使环境更为

由于个别的区域只会在一段时

续性城市发展。另外，全球

洁净，也为整个丹麦提供了工

间内表现活跃，因此就会导致

的新增总建筑面积中有一半

作机会，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发

能源生产过度、基础设施不能

左 右 建 在 中 国 5， 它 显 然 也

展。

被充分利用。

是此类发展的检验地。然而

城市发展，我们不仅需要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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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系统被污染。
然而，尽管在一方面生活水
平得到极大地提高，但在另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发展趋

一方面却又面临着严重的挑

势将招致更加有破坏性的后

整体解决方案

为了创造出可持续性的

可持续性不仅仅是关于环境

因而，在最近发布的《第十一

技术，还需要新的政策，这些

中国在今后20年中将有约4亿

退化、污染和资源枯竭等方

个五年规划》值得瞩目，文中

新政策要将个别的和当地的环

人 口 迁 入 城 市 生 活 2， 如 果

面。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政府首次明确地提倡将“坚定

境条件都考虑在内，将经济、

采用现代主义的西方模式来

已经极大地加剧了社会贫富

不移地将社会经济发展转移到

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整合起

展览策划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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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以，无论处于短期或长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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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跨国家、跨领域的共同协

的城市化进程相关的经济、环

作。

境、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因

项目介绍

名称： 魔幻山群

名称：积极角色型的城市展

团队：COBE事务所和重庆大

团队：CEBRA事务所和清华

素。另外，也可以说这些项目

名称：±城墙

学

大学

从2006年3月到8月，4所事务

覆盖了广泛的城市环境，他们

团队：TRANSFORM事务所

城市：重庆

城市：北京

所最才华横溢的年轻丹麦建筑

将之描述为一个贯穿“城市的

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地点：城市中间带

地点：城市外缘

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筹

师与来自4所中国最负盛名的

中国”的横截面，从西安这座

城市：西安

本项目从发掘重庆的山城形象

本项目的任务是：改造北京四

的规划方法，就不可能找出

高校的教授、博士和研究生

历史中心的新城市商业区跨越

地点：城市中心

出发，将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

环、五环之间的一个占地6平

真正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不

携手合作。1所丹麦事务所和

那条流经重庆目前市中心的河

本项目旨在发掘大众旅游业

汇处建立一个新型“绿色中心

方公里的工业地带，使之为北

过，我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

1所中方高校组成一个项目团

流，从北京四、五环间的后工

的经济潜能以支持历史古迹

商业区”，许多“５分钟城

京迅速增长的不同社会群体营

新的解决方法，最为重要的

队，针对北京、重庆、上海、

业区飞越到上海市外３０公里

的保护工作，不让游客毁

市”将分布在一个面向重庆目

造出一片绿色居住环境。这片

是我们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

西安等4座中国城市的可持续

处的后现代城区。

坏这些古迹和当地环境。为

前的市中心的斜坡地带，每

土地上原先建有大型工业生

来激发新的远见卓识以推动

城市发展做出提案。项目团队

达到这个目的，团队提议

座“5分钟城市”可以容纳约

产装置，本项目首先需要对

可持续性城市发展。

收到丹麦工程顾问公司Caro

在西安古城墙周围建立一

１万居民。经过有计划地混合

1000万立方米受到污染的土

Brol集团的建议和咨询。此

座“meta-wall”。连续变

在一起，这些迷你城市群会被

壤进行处理；之后将在这座新

协作

外，他们还举办了2次中国工

化的外围结构不仅可以将游

设计成山脉形状，支持夏天被

的后工业城推行交通导向规

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的问题是

作坊，1次丹麦作坊。中方教

客住宿点聚集起来，也为游

动散热和冬天被动加热，从而

划，建造水循环系统和住宅

全球范围都面临的。从地理

授也曾在丹麦两所建筑学院举

客和当地居民提供了公共

减少能源消耗。建筑之间有错

群。

概念上讲，我们都依赖于同

办讲座，1名丹麦教授也来到

设施。另外，项目还在两

综的自行车和人行道相连，另

样的资源，受到同样的污染

4所中国高校举办了讲座。

座“墙”中间的绿色缓冲带

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公交系统，

的困扰；不仅如此，也应该

建有一套有益环境的交通系

减少人们对汽车运输的需求

从专业的角度考虑，没有哪

统。

量。

个专业领域能独自解决这些
问题。所以，可持续性城市

这4个项目分别由4个团队负
为了迎接全球的挑战，我们

责开发，挑战与中国迅速广泛

展览策划的陈述

群协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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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必须由不同领域不同人

名称：上海郊区化城市

结论

正使用中的低技术含量方案

1. 联合国发展规划署，中国，2005年

团队：EFFEKT事务所和同济

协同进化 7 首先是一个学习的

中，才得以设计出这四个项

2. Henk Bekedam，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中

大学

过程。我们已从中体会到的一

目。

国，2006年

城市：上海

点就是针对“如何能够提高人

地点：城市远郊

民生活水平，同时又不耗尽那

通过此次合作，项目成员之间

4. 世界银行，2005年

本项目力图再次强调上海十年

些维持较好生活所需要的资

建立起长期联系的基础。我们

5. 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2006年2月16日

以来减少城市核心地区人口

源？”这个问题，不会有简单

期待本次展览不仅是一个过程

密度的战略。为此，它将在距

或是唯一的答案，相反，可以

的最终结果，也期待它能成为

离上海30公里的郊区设计一

采用的解决方法是数不胜数。

双方今后进一步合作的开端。

3. 全球生态足迹网络，2005年

个“超级自然”和“超级城市

6.《人民日报》网络版，2005年10月10日
7. 生物学中，Co-evolution是指发生在两个
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它们互相依赖、共同进
化。 (Wikipedia)

性”的结合体。这里已经建

这次的合作项目给参与者们提

有F1赛道、几个重要的汽车

供了一个交流不同经历、想法

制造公司、1个“德国”镇和

和学识的平台，从而帮助他们

1个“英国”镇，

提高个人能力，增进了相互理

新的设计将改变这座主题公园

解。然而，本次合作也在不同

式的后现代城区形象，使它

的文化价值观、工作方法和专

对于都市人群具有广泛的吸引

业兴趣方面带来挑战。这些差

力。项目将从未被广泛利用的

异可以看作问题产生的来源，

现有基础设施着手并计划推出

但也可以被看作是激发创造力

一座关于可持续交通运输的大

的能量。如果我们要为所有人

型咨询娱乐园。

创造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未

展览策划团队, 2006年

来，就需要承认彼此差异，并

并将未来的技术和尖端的专业
技能融入本地现状、融入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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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项目团队都战胜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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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汲取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