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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年展

2007年5月－9月，第三届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

在荷兰鹿特丹市艺术博物馆（Kunsthal）举行。这次展

览的主题是“视觉的力量（Visionary Power）”。和近些

年来大多数建筑展一样，此次展览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仍

然是当代城市。展览主办方一共邀请了14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建筑师参展，对当下全球化时期的各种城市现象

和问题，以及建筑师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探

讨和交流，并通过设计方案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观点。不

同于往届和其他同类型展览的是，这次展览并不展示任

何受邀机构或个人已经完成的建筑或规划作品，而是要

求参展建筑师进行为期半年的研究和设计，最终展示的

内容是所有参展建筑师的工作成果。因此，本次展览实

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年12月－2007年

5 月中旬，在这6 个月的时间里，受邀建筑师对其所选

择的具体城市中的某一区域的现象或问题进行描述、分

析和研究，然后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案或措施。展览主办

方特别要求最终方案或措施必须包含相关联的建筑设计

方案，而不能仅仅是文字描述或图表。第二阶段是2007

年5 月24日－2007 年9 月初，在鹿特丹艺术博物馆展

示所有参加者的研究和设计成果，这一阶段才是传统意

义上的展览。

为了使工作框架更加清晰和可操作，对应不同的城

市现象，主办方提出了5种不同的城市类型：首都城市

（Capital  Cities）、公司城市（Corporate Cities）、奇

观城市（Spectacle Cities）、隐匿的城市（Hidden Cities）

和非正式城市（Informal Cities）。其中，首都城市涉及

的话题是城市在国家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地位以及相应

的空间、形式的表现；公司城市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

力量主宰社会文化、城市发展、资源分配的状态，以及

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现象；奇观城市针对的是全球化时期

的旅游产业发展以及对城市带来的影响；非正式的城市

和隐匿的城市则讨论非法移民、贫民窟等负面的城市现

象。每位参展者的选题都纳入到其中的一个类型。

笔者及合作团队以洛阳洛南新城滨水地带城市设计

和研究，参加了这次鹿特丹双年展。就笔者观察到的情

况看，这次展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荷兰和其他西方

国家建筑师，对近十几年来所谓城市研究及其策略的不

满和忧虑，在参展作品中出现了若干反其道而行的方案。

在双年展的讨论和会议中，也不乏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主导下的城市研究和规划方式的旗帜鲜明的批评［1］。实

际上，展览组织者别出心裁地要求每个参展建筑师必须

提出具体的建筑方案，就是在抵制近些年来各种展览上

常见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分析和天花乱坠的文字游戏。

2. 洛阳新城城市研究和设计

在所有14个城市项目中，笔者参与的洛阳洛南新城

属于较为传统类型的城市研究和设计方案。洛阳新城方案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内陆城市河南省洛阳

市的近代城市建设历史的概括总结；第二部分，针对洛阳

洛河南岸新城较有典型性的3个滨水地带，分别以设计方

案的形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以下是对该方案的简要介

绍。

2.1“公司城市”：洛南新城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于河南省

西部，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2003年，洛阳市开始了

大规模的城市扩张，计划在原来城市的南部建设一个新的

城区。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党政部门不遗余力的推动

下，近400 万m2 的建筑拔地而起。原来沟渠纵横的田野

一夜之间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图2、3）。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又一个城市“大跃进”的

故事。1990年代以来，同样的故事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

市中上演，以相同的逻辑演绎着不同的版本和情节，急

剧改变着我们的城市和生活空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所有这些中国城市的“大跃进”都离不开当代中国特殊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

众所周知，在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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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采用前苏联的计划

经济模式，以工业化为核心进行现代化建设。城市的基

本功能是生产，而不是商业和消费。1990年代初冷战结

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在邓小平倡导推动下，

中国开始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引入自由市场的竞争机

制，大规模吸引外资。而另一方面，传统的自上而下的

管理格局并未改变。这种权力结构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

经济、社会层面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这种政治

经济体制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发展的速度——因为不

需要事无巨细的协商，其效率大大高于西方社会的代议

制民主制；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监督制衡，使得政府

的影响力无所不在。

1992年之后，全面市场化经济改革还确立了以经济

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地方政府的最高目标是经济的

快速增长，GDP指标成为一种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

与此相关联，“经营城市”既是经济行为，也是政治行为。

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的特殊结构之下，我们不难发

现，在中国决定城市形态和发展的政治形态具有超越地

区差异的共性。因而，我们的城市日趋相似，存在的问

题也大同小异。在这个意义上，洛阳洛南新城的案例无

疑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和代表性。

抛开意识形态上的争议，我们可以把这种中国式的

政治经济形态归为一种类似公司运营的模式：地方政府

犹如公司的董事会，主导城市的发展，对主要经营业务

负责；城市类似公司的经济实体。基于这样的现状，洛阳

方案被双年展组织者纳入“公司城市”的类型。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城市都是“公司城市”。

2.2 城市历史和洛南滨水城市带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所指的洛阳城并不是有着4 000

年历史的古洛阳。虽然洛阳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先

后有13个朝代建都于此地）曾经是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并且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范式（图4、5），但

至19世纪初，已衰落为仅有6万人的小镇（图6）。1950

年代之后，一个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新洛阳取代了农

业文明时期的古洛阳，同时切断了文化和历史的延续

性。在这一点上，洛阳是大部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城

市的缩影。

像大多数中国内陆城市一样，洛阳在1949 年之后

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快速扩张，在1950年代，城市建设

中46%的城区面积都是工业用地。这一时期的城市成为

现在洛阳城市格局的基础。城市人口由解放初期的6万

人增至1970 年代末的54 万人（图7－9）。

在1979 年之后的经济改革中，洛阳市又经历了一

次由工业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转变，产业格局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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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洛南新区，2005 年

4 洛阳历代古城遗址

5 周王城图

6 1954年洛阳城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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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变化再一次改变了城市形态和发展速度（图10）。

2003 年，在洛阳市新的总体规划获得中央政府批

准之后，城市开始跨过南侧边界洛河，向南岸地区扩张。

规划目标是建设新的城市商业、文化和行政中心，把城

市发展的重心由洛河北岸移至南岸。新城区主要由中心

区、大学城和体育中心、科技园区、滨河公园及隋唐城

遗址保护区组成（图11、12）。

新城区的建设极为迅速。2004年－2006年，政府

投资170 亿元建成了370 万m 2 的住宅及各类公共建筑

（其中包括65栋高层建筑），完成了新城区主要道路和水

电基础设施，拆迁原有村落和各类建筑270 万m 2。

在承认现有规划方案的可实施性和基本规划结构的

前提下，我们的城市设计方案把重点放在城市形态和公

共空间设计上。从新城区建设的重点沿洛河区域的城市

空间设计开始，提出新的局部设想和修正方案，对现有

的规划和开发模式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并提供另

一种可能性。

2.3 沿洛河南岸3个滨水区域的城市设计

从城市形态和现状来看，洛南新城是把洛阳原有城

区沿洛河做了一个镜像。在新的总体规划中，洛河成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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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80 年洛阳市城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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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0年洛阳市城区图

11 2003 年国务院批准的洛阳城市总体规划

12 洛南新城中心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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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理中心。在城市现状中，洛河已经由原来的城市边

缘变成城市主要景观中心（图13）。在政府对洛南新城建

设的宣传中就有这样的口号，要把沿洛河滨水城市带建成

“洛阳的陆家嘴”（图14）。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根据洛南

新区的规划，要在2007年内沿河建成100栋高层建筑。

我们的方案选择了滨水城市带这个核心区作为介入

的对象。基本的思路是探讨另一种不同于上海陆家嘴模

式的可能性，并对城市大跃进中缺失的城市空间公共性

以及对历史的漠视进行反思。设计方案由沿洛河南岸的

3 个地块的规划设计组成。自东向西分别是隋唐城遗址

周边的混合功能区设计、对洛河上连接南北城区的桥的

新设想以及洛南新城区西部城市街坊设计。

2.3.1 “城墙”——沿隋唐城遗址保护区的混合功

能区

位于洛河南岸新城区北侧的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区

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隋唐时期城市遗址（图

17），总面积达22km2。这个保护区也是洛南新城的一个

组成部分。按照现在实施的总体规划方案，这个地区不

能进行任何城市化的大规模建设。它在新城区和洛河之

间形成了东西长13km、南北最长处约5km 的空白。

我们的方案利用这种极其特殊的城市空间，在保护

区东、南侧边界，利用现有城市规划方案的街道网格尺

寸设计了一个800m 宽的混合功能区。这个区内的建筑

由相同的建筑单元组成，每个单元下部为公共服务平

台，上部为商业和居住混合的高层建筑，高度为80m。

单元之间的相似性以及沿保护区周边重复的建筑形态，

在城市尺度上形成了连续的隋唐保护区的边界。这个类

似于“城墙”的多功能建筑群借用了早期现代主义时期

的形式语言，意欲揭示埋入地下的历史与正在形成中的

消费社会的文化景观之间的冲突和共存。这个多功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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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洛河在新城规划实施之后已经成为城市的中心

14 由高层住宅构成的沿河景观

15 方案概念

16 总体模型

17 隋唐洛阳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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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群在功能上的不确定，可以包容和应对城市发展的激

烈变化，其强烈的形式标示出不可见的历史在城市中心

形成的巨大的空洞（图18、19），或者可以把这个设想

看作是对现状规划所采取的极端实用主义和无视一切历

史痕迹的方式的反驳。

2.3.2 洛河上的多功能桥梁

由于房地产开发的商业利益驱动，在沿洛河南北两

侧的城市建设用地中完全没有公共设施的规划。这样的

状况使洛河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中

心，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心。沿洛河两岸的河滨公

园与城市公共设施脱节，很大程度上变为沿河商业住宅

的私有景观和附属设施。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设想在洛河现有桥梁以及将要

新建的桥上附加一些公共设施，如博物馆、酒店、公共

休闲娱乐设施等，以此来增加沿河公共设施并与南北两

岸公园形成连续的公共空间（图20、21）。

这种功能叠加使桥不再仅仅是交通通道，同时也是

一个可驻足的场所，它们创造出一个积极的基础设施与

周边环境之间的界面，也赋予沿河城市空间以特征和可

识别性。

2.3.3 新居住街坊：

洛南新城的居住区开发建设采用了目前国内通行的

模式——政府把规划好的土地的使用权拍卖给开发商，然

后由开发商规划建设商业住宅出售给使用者。这种开发模

式所形成的小区长期以来遭到质疑和诟病。它的致命缺陷

是每个居住区封闭管理，与城市空间相互隔离。由此而形

成的居住环境使得城市空间呈现“孤岛”化的状态，极大

削弱和损害了城市作为社会、文化资源聚居地和共同体的

作用和价值，与城市的本来意义背道而驰（图22）。

另外，在规划和空间形态上，一般商业开发的小区

常用的方法是用孤立的高层或多层住宅形成不规则的外

部空间，以取得所谓的“丰富性”和“变化”，而没有考

虑到地形、周边环境和当地文化的特殊性。

针对这样两个问题，我们的方案转向1950 年代工

业区居住街坊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在1950年代洛阳

工业化城市建设时期按照苏联模式建造的居住街坊，虽

然在建筑质量和各种硬件指标上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生活

标准和物质需求，但是作为形成城市的一种基本的结构

单元，它代表了城市历史的一个层面和居民的共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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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隋唐城保护区周边多功能区总平面

19 隋唐城保护区周边多功能区透视

20 沿洛河的混杂的桥总平面

21 洛河上的混杂的桥单体方案

22 封闭式管理的小区

23 1950年代居住街坊内院

24 1950 年代居住街坊基本单元

25 现存1950 年代居住街坊

26 50 年代居住街坊公共空间层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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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并且其中体现的外部空间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正是

今天的封闭小区所欠缺的（图23、24）。

我们方案的第一步，是对工业区居住街坊的原始城

市空间结构形成过程的还原，及其公共空间层次的分析

（图25、26）。通过分析找到其形态操作的基本规律以及

所形成的街坊内公共空间的类型和变化。在洛南新区的

居住区规划设计中，选择了现有城市规划的地块（460m

×420m），引入新的城市次级道路将其平均分为4块，每

个地块中采用内外两层的街坊式建筑类型。街坊周边道

路可以自由通行，内部步行道可供行人穿越。在新居住

街坊的设计中内外层建筑之间扭转了一定的角度，创造

出更复杂的外部空间和景观（图27－32）。建筑单体根

据所处位置不同采用了底层架空的做法，使外部空间更

开敞，相互联系更便捷。新街坊的内部功能也更为混杂，

除了居住区所需的基本公用设施外，还根据需求适度引

入城市公共设施和商业空间，如酒店、办公等。

我们希望通过对建筑类型和外部空间的操作，形成

有特色的真正开放的城市居住区。

3.结语

虽然近些年来西方的学术主流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

增，了解不断加深，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的距离和对同

一个现实的认识和紧迫感有很大不同。为了尽可能消除

这种距离感，我们的参展方案不得不花费一定的篇幅描

述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

关于这个方案的城市设计部分，我们的原则是：尽

管面向西方建筑师和观众，仍然首先坚持诚实地面对所

研究的问题，立足于现实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很清楚地

意识到我们所采取的某些方法和语言与当前中国社会现

实之间的矛盾，比如隋唐保护区周边区域的设计和多功

能桥的方案，尽管在技术手段上并不复杂，经济上也完

全可行，但在目前的氛围和社会心理下，几乎不具备实

施的可能性。我们仍然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的城

市规划和建设已经充斥了太多的商业投机、无原则的妥

协和得过且过的实用主义操作，缺乏文化上的想像力和

长远打算。经济原则已经变成一种暴政，正在摧毁城市

的价值和精神，妨碍我们的现代文化的建立。而现代主

义建筑语言中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和自由平等的伦理价

值，正是中国城市建设所缺乏和急需的。

另一方面，从中国建筑实践与西方当下城市理论的

关系看，我们不难观察到西方1990 年代以来的主流城

市理论的方法和兴趣点与中国激烈的社会、政治、文化

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和错位关系。在当前的西方主

流城市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彻底清除现代主义乌托邦理

想，以特殊性和局部有效的技术理论（一般建立在信息

和新型通讯技术手段之上）和可操作性来代替具体的建

筑设想和总体想像力。这是一种基于西方社会离散化的

现实状态的策略，这种可行性优先于价值判断的理论与

中国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虽然我们方案中的现代主义

形式语言，从西方的角度看也许是过时和保守的，但我

们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以扭曲甚至放弃对现实的真实感

受为代价，迎合来自任何方面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在这

个大时代的门槛上，中国建筑师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

机遇，可以参与到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的进程中。这是

一场迟来的对现代性的探索，在其中我们应该而且必须

保留一种最低限度的乌托邦想象。□

洛阳新城方案研究和设计成员：朱亦民，张璐，汪维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团队：丁伊鸿，何水，钱逸筠，宋

卓尔，孙博怡，田园，叶丽雅，赵璐

注释：

［1］建筑师和教育家Elia Zenghelis在双年展论坛上提

出向1970 年代的建筑观念复归，强调建筑中的形式的

重要性和自主性。作为此次展览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本

人主持了一个由不同国家的10 所知名院校参加的题为

“形式与城市”（Form and the City）的设计竞赛，见

《世界建筑》2007 年第7 期张利的文章《鹿特丹回想—

—鹿特丹双年展国际大师班与现场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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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居住街坊基本单元

28 新居住街坊模型

29 新居住街坊总图

30 新居住街坊朝向洛河景

31 新居住街坊内景

32 新居住街坊沿洛河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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