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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拥有多元文化、健全法制和自由经济的国际大都会。近百年来，这个
孕育在东方土壤上的迷人港口经受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使香港人同时具
有西方的民主法制精神与东方的传统文化底蕴。香港本土建筑师是香港社会
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那么他们是如何理解与创造香港精神的？香港本土建筑
师在这里进行着怎样的实践？立足当下，我们希望关注香港本土建筑师如何
用建筑解决高密度社区、居住人口增长、城市公共空间、市民的归属感等问题，
如何在适应城市变化的同时改变这个城市？

朗豪坊

香港的本土建筑师人才济济，高质量建筑层出不穷，从严迅奇的香港中文大
学西部校园区教学大楼、徐腾的芳草地、王维仁的香港岭南大学社区学院、
吕元祥的汇基书院学生宿舍及综合大楼，到现在十分活跃的青年建筑师李亮

旺角

聪、张智强、阮文韬等，香港本土建筑师将设计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成为国际建筑教育与理论交流的前沿阵地，
在这里学术研究者与教师通过不懈的研究、实践、展览和论坛，力求在香港
饱受金融、商业主导的城市氛围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新鲜
的“空气”。我们想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香港本土建筑师如何看待国际化与
本土精神？如何借大陆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定位自身的职业位置和实
践策略？在回归后 15 年的今天，香港建筑实践的现状如何？

香港是个高密度的城市，数不清的摩天楼、高效运转的基础设施和海陆山地形
的“联姻”
，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象，标志性建筑为点（如中银大厦到
汇丰银行、国际金融中心）
，成片的居住塔楼为底，向世人展现这个国际大都
会的人造奇迹。西九龙项目显示了香港政府把香港发展成亚洲的文化艺术中心
的决心和魄力，还有深港大都会、深港澳大桥、西九龙高铁、香港边境的未来
规划，香港城市的交通高速运转与经济沸腾持续不断。对于未来，我们想知晓
香港本土建筑师怎样影响、帮助香港政府和开发商对这个城市进行大胆设想和
理性规划？本土建筑师在打造城市未来的旅途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高岩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度态设计创始合伙人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注册建筑师
香港建筑信息模拟学会职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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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s well known for its multi-culture, political autonomy and economic
vitality. The productive and effective high density strategies shape the city into
a unique and endurabl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is
charming peal on the Eastern land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making the people mix of modern Western democratic spirit and the
traditional Eastern ideologies on harmony. The Hong Kong architects are both
shaped by and create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Hong Kong. How do they
interpret the Hong Kong spirit with their architectural practice?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ng Kong architectural practice? We would like to focus
on how Hong Kong Local architects address various issues, e.g. high density
estates, population growth, public realm, identities and urban upgrade.

尖沙嘴

西区海底隧道

Hong Kong has attracted numerous remarkable architects, who have delivered
many high quality architecture. Hong Kong Local architects exhibit their talent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xceptional architectural projects, such as the
Teaching Building of the West Campu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y Rocco Yim, the Parkview Green by Xu Teng, the Community College Ling
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by Wang Weijen, and the Students’ Dormitory and
the Comprehensive Building of United Christian College by Lv Yuanxia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nergetic young Local architects who settled back, such
as Lee L.C. Anderson, Gary Chang, Manfred Yue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re the forerunners for th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which scholars seek to offer rich ‘nutrition’ and fresh ‘air’
to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spite of the thick commercial atmosphere.
We wonder how Hong Kong Local architects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identities? How to seiz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ies to
position themselves and to grow business alongside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Mainland? How is Hong Kong's current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status since she
returned to the motherland 1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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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s a high-density city with countless residential skyscrapers, a moving
city with 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systems, a coastal city with rich geographic
features, an expressive city with many world-class landmarks (e.g. Bank of
China, the HSBC HQ and IFC), and a people's city with collections of thoughtful
public spa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transparent mechanisms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architec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ogether with world-class developers. The government also shows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mmitments to renovate the city into a new cultural and
art center in Asia. The Border Facilities of Hong Kong-Shenzhen Metropolis, the
Hong Kong-Shen Zhen-Macao Bridge, the West Kowloon High-speed Railway
Terminus as well as the plans to develop the Hong Kong borders, all indicate
a even better Hong Kong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We are curious about how Hong Kong architects reflect
and facilitate vis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ers to project the future
of this city? What roles are the Local architects playing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future of the ci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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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ed Member,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Professional Member,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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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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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竹坑
——GAO YAN

海洋公园

Founding Partner, dotA Lt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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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s’2012 Hong Kong Discussion Forum
『城市·建筑·建筑師』 2012 香港建筑研討會

《城市·环境·设计》
（UED）杂志社于 2012 年来到香港，旨在促进香港和
大陆的建筑交流，推广活跃在大众化及国际舞台上的香港建筑师，介绍香港
城市发展的经验，展示香港当下的发展进程以及香港本土建筑师如何在多元
文化、法制健全、舆论自由和商业发达的背景下，经营自己的建筑业务，承
担社会责任感，同时追求建筑师的理想抱负。为了能为本期杂志热身，构建
一张相对完整的香港城市、建筑和建筑师的立体景象，我们和香港大学建筑
系合作主办了一次香港本土建筑师头脑风暴式的论坛。我们邀请到一批香港
本土知名建筑师和学者，围绕三个主题展开讨论，它们是 ：香港現代建築的
地域性 ；香港建筑实践的国际性和香港建筑师的大陆实践，由香港大学的王
维仁、李亮聪和杜鹃分别主持。这类将活跃在学术和实践领域的华人建筑师
聚集一堂，畅所欲言的活动，在香港并不多见。希望 UED 的这次活动，为凝
聚香港建筑同仁，促进香港建筑业内交流，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并让大陆的
建筑师和学者能够深入了解香港城市表象背后的文化和思想。

Urban · Environment · Design (UED) magazine came to Hong Kong in 2012.
It aims to enhance architec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to promote Hong Kong Chinese architects to Mainland; to share
the experienc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o interpret various
phenomena of the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rchitecture; to exhibit Hong
Kong’s future ambition and how the Hong Kong Chinese architects run
architectural busin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hybrid culture, of the sound legal
system,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developed commercialization.
In order to warm up for this issue and depict the sphere of Hong Kong city,
architecture and the Chinese architects, we organized this brainstorm forum
in collaboration with UED magazine. We invited a number of well-known Hong
Kong Chinese architects and scholars. The forum was divided into three
discussion panels, i.e. the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its Regional Response,
the Asia’s World City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e and, and the Hong Kong
Architects' Particip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ree professors from HKU, Weijen
Wang, Anderson Lee and Juan Du moderated the three panels respectively. We
hope this forum will inspire more exchange between the Hong Kong Chinese
architects and the Mainland architects, as well as providing a channel for
Mainland to grasp the genuine ideas and culture underlying the colorful
appearance of the Hong Kong city.

——高岩

陈喜汉

冯永基

严迅奇

阮文韬

高岩

杜鹃

顾大庆

王维仁

——GAO YAN

黃德明

韦业启

李亮聪

林伟而

刘珩

吴伟滔

郑炳鸿

郑逸雅

I. 组织团队 :
组办方 :《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
主办方 : 香港大学建筑系
策划人 : 高岩 (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
支持媒体 : Perspective Magazine, Hinge,or City Magazine《号外》
II. 论坛活动 :
时间 ：2012 年 11 月 17 日周六 , 1:30pm.-5:50pm
地点 ：香港大学钮鲁诗楼 230

学术主持
王维仁（Weijen Wang） 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王维仁建筑研究室主持人
杜

鹃（Juan Du）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李亮聪（Anderson Lee）升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
嘉宾
严迅奇（Rocco Yim） 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所董事
顾大庆（Gu Daqing）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
阮文韬（Manfred Yuen） 元新创始人
陈喜汉（Aaron Tan） 香港 RAD 董事
冯永基（Raymond Fung）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郑炳鸿（Wallace Chang）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黄德明（Humphrey Wong） Meta 4 创办人
林伟而（William Lim） CL3 Architects Ltd. 董事长
刘

珩（Doreen Liu） NODE 南沙原创主持设计师、创建人

韦业启（Ken Wai） Aedas 凯达环球 ( 大中华区 ) 董事
吴伟滔（Michael WT Ng） Foster+Partners 合伙人
郑逸雅（Bernard Chang） Kohn Pedersen Fox & Associates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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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一 ：香港現代建築的地域性

七十年代或者自八十年代起，那真是一段变革的

另外要提到的一个焦点是如何促成一座建筑，这

对我来说这就是国际视野的双向解读。一方面，

国事务所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服务器，由于技术

常遭遇到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国际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在香港表

时期。当时的香港经济繁荣，地价因此大幅攀升，

其中涉及很多决策问题，正如刚才严迅奇提到的

从中可以看出跨国事务所是如何响应香港文脉的 ；

的发展，伦敦和香港团队的日常工作可以无缝衔

这不仅仅关乎事务所的知名度，因为我们不是在
销售手提包。更有价值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为建筑

现得尤为明显，在中西文化的长期交流之下，香

这同样影响到政府建筑。许多人倾向于思考地价，

他对城市的回应，他作为建筑师仍然需要将很多

另一方面，香港又是如何应对国际市场，输出在

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在这里设立办公室十分

港的当代建筑是否形成了本土风格？如果是，它

为此许多项目都被迫越建越高，因为这样才能容

方面聚合在一起，因而从我的观察来看，我认为

香港所学到的一点一滴。我和陈喜汉谈话时提到

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与甲方建立日常的联系和交

做出贡献。我们很幸运，因为从最初的银行和机

浮现了怎样的风格？

纳更多的人和物。

这是一种技巧。放眼当前的建筑院校，有很多方

的问题之一是“既然大本营在香港，为什么还要

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更是如此。

场项目做起，我们在香港已经有 25 年的工作经验，

面的知识并没有被教授，这也显示出为什么我们

在海外做项目 ?”对他来说，香港可能没有足够

因此，我认为信息技术是很神奇的事物，让一切

人们对这一跨国建筑公司为香港做出的贡献有一

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多的项目，而且市场正在逐渐将香港变成输出方，

成为现实。

定的认可度。

顾大庆 : 我们当然相信香港的现代建筑有自身的特

严迅奇 : 香港的问题是从整体而言，我们缺少资

点，不同于通常我们所谈到的现代建筑。在香港，

源。我们没有自己的建筑行业，没有本地的材料

向印度、新加坡或韩国等地区展示自己的实践成
果。“市场需求是如何推动建筑实践的？”要研究

郑逸雅 : 顺着吴伟涛的话，我认为总部的概念通常

郑逸雅 ：我认为这与文化密不可分，韦业启和陈

你还能发现一些独特的设计手法，因为很多建筑

制造业，没有足够的土地或者说平地。这就是为

王维仁 ：除了材料形式，概念思考外，我的问题

建在山上，就需要升降机塔将人们运送到一个个

什么香港建筑师不得不想尽办法找到各种独创性

是“真的有一种代表香港的建筑吗？如果从香港

香港在全球范围内输出的建筑观念有一定的难度，

是作为物理联络点。事实上，从最初创立至今的

喜汉谈到了人的因素和本土建筑，企业文化是至

层级，再转乘一个升降机继续到另一个升降机，

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提

作为一座城市的地理概念出发，可以说存在香港

因为香港事务所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本土和中国内

20 年来，我们在纽约的事务所已有 500 人左右 ；

关重要的。事实上，愿意做超高层这一特殊类型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决斜坡的方式。我们称之

供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也是你所看到的裙

建筑。而且人所共知的是，香港发展了裙房塔楼

地市场，难得有时间在印度等地进行建筑实践。

香港事务所有 200 人，我们的工作方式完全依赖

建筑的业主屈指可数。因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

为空中大街的地方，街道在地面层，人在空中走，

房塔楼、波鞋街以及我个人在不同地点作品产生

的建筑类型，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在某种程

技术。我们设立了一个服务器，依赖全球的互联

找建筑师。他们问到，KPF 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你还能看到其他的路插向更高的地方，绝对称得

的原因所在。千差万别的建筑类型都呼应着由社

度上体现在质量以及与城市的契合度上。除此之

陈喜汉 ：作为建筑师，我认为许多奇妙的事物都

网网络进行工作。我经常对客户说，我们是 24 小

答案是我们可以建造更高层的建筑，我们可以有

上是巨型结构，展示一种强烈的城市空间质感。

会催生的几乎不可完成的难题，更何况还要改善

外，如果我们谈论正统的建筑，香港是否已经拥

令我们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当我们将办公室落户

时工作的事务所，这听上去很可笑，但却是事实，

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全新的体验 。或许业主喜欢

“空中大街”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

我们的环境质量和精神质量，这对香港建筑师来

有香港建筑？我们是否有追求空间艺术的香港建

于此时，我们已经具备了国际视野。随着我们在

因为纽约和香港有 12 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可

更有标志性的建筑，然而最终最本质的因素将归

代史密森夫妇的理念，甚至可以回归到勒·柯布

说也是不可回避的挑战。如果我们在解决这些问

筑？哪些是最好的创作源泉？也许很多人会想到

不同的城市设计项目，我们也获得了不同的视角

以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工作。19 世纪 80 年代的设

结到人身上，与业主和城市建立联系。我们的企

西耶。实践发生在香港，我们却尝试用更经济的

题的时候面对挑战，那么这种方式将从单纯的现

大都市的街市环境，更具体地说则是城市本土街

和知识，这是最基本的。我认为在座的都能够获

计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建造完成，现在只需 3 年

业文化就包括与人连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方式将人们引导进入多功能的高层住宅来解决问

实层面擢升至更艺术的层面。如此一来，我们的

区。昨晚参加了刘家琨的讲座，他在场禁不住提

得同样的体验，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可以向全世

就可以竣工。技术、时区和机动性是我们事务所

当然，换一种思维方式，也会收获大量业主。如

题。在香港，我们所研究的有趣的事情通常都发

建筑将有一种自己的身份，而这并不需要特别注

到每次到香港来的感受，行走在街上看到各式各

界提供多方面的帮助。

的优势。

果双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则说明时机不对。我

生在街道。比如中区的警察宿舍，一件有趣的发

意。香港建筑师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尽管我们非

样的天才般的方案，总令他兴奋。这与顾大庆刚

现是与中央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在大尺度的城市

常擅长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但是大多数情况我

才的演讲相关，这些都是优质、理性的现代建筑，

韦业启 ：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您在迪拜、

李亮聪 ：有时候甲方不在香港，他们知道事务所

区域产生空间关联。建筑的好坏似乎没那么重要，

们不能从智力或者精神层面成功的将之解决。

很好地融合了结构、空间和功能。城市本土建筑

伦敦、中国、新加坡做项目，那么您的总部到底

在香港有办公室，大部分的设计将从这里输出，

的相似性就是源自建立于需求之上，因此存在很

在哪里？这个问题与建筑没有任何关系。建筑是

他们很看重这一点，这让香港的事务所具备独特

陈喜汉 ：我的办公室是私人的，并且目前已达到

大程度的理性。冯永基谈到了城市空间如何减建，

一群有意思的人想对城市和居住环境有所作为。

实力。因此，这一特殊的联系会帮你赢得工作机会。

我能控制的最大规模 ；而你们的事务所恰恰相反，
员工有几百人。所以我的问题是个性化服务建筑

当你看到整体城市规划时，才会意识到沿绿线的
巨大阴影以及穿过政府大楼的通路，反映了建筑

黃德明 : 关于是不是存在香港建筑，我的回答肯定

认为这就如同婚姻，签字以后，双方就被捆绑在
一起，相互依附、妥协。

师要这座宿舍与政府大楼产生关联的概念，从而

又否定。肯定是因为，香港建筑很明显具有非常

这其实与香港现今的环境是相悖的。严迅奇谈到

当然，无论在哪里做设计，都要了解当地文化，

对事务所来说重要的不是品牌或其全球定位，而

设计出开放结构的建筑，试图形成一个行政中心。

多的建筑问题、城市历史保护等。在这些问题中，

了城市，非常策略性地分析了网络化、垂直连接、

这一点十分重要。所以，必须有设计师融入当地

是双方都与香港有深厚的联系，这也是令事务所

依然有效吗？如果是的话，以刚才讨论的任何一

其他例子还有“天星轮”，建造的方式就是为交通

建筑师的工作已经展示出了他们对于各种现实条

空间等。黃德明则不仅仅提及了空间的设计，还

环境，与当地人合作，而不至于创造出与当地社

从其他众多国际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所大型事务所为例说明如何实现？

而生，将人们从一侧引导到另一侧 ；建筑结构看

件的回应，因此一定有一些香港建筑。否定的原

有建筑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很多人在讨论香港城

区文化相隔离的建筑。对 Aedas 来说，我们从不

起来也十分透明，密集的柱梁构成了立面。但是

因则是针对 50 年代和 70 年代，我认为只能把

市图像概念时总爱提到王家卫的电影，把它视为

认为我们有特定的总部，我们在香港、伦敦和中

陈喜汉 ：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美好的愿景，我们

韦业启 ：这就是我们进一步划分不同工作室的原

在加建部分，人们都踟蹰不前，不知道往哪边走，

香港建筑称之为香港建造，或者对建筑、建造的

建筑师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弄清了香港建筑的

国都有设计中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

将创造美好的事物，作为建筑师，我们有使命感。

因。不同的工作室处理建筑的方式各不一样，而

甚至天花板看上去都告诉你要走不同的方向。我

学习。正因为在过去香港建筑没有真正形成，导

来龙去脉，就会谈到建筑教育，二者是否有健康

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工作。

我们的事务所有 30 人，在做项目时我们可以精挑

且可以和业主共同开发不同的建筑。他们可以和

们可以认真观察一下过去五十年建筑师群体的演

致我们对此缺乏认知，也成为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的关联？

细选，并与业主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同时我们

许多院校合作，灵活变通。在做建筑时，我们投

进，也许从其中能够找到些许线索 ；然而这种态

实践固然很重要，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言我认

李亮聪 ：您认为在香港建立设计中心的优势何在？

会选择令人愉悦的项目。这或许就是我们事务所

入所有精力。业主选择了某一建筑师，是对建筑

度在目前在我们的学校里还是无法被普遍接纳的。

为并不存在。我们过去或许有某些所谓的中国建

而在考虑香港中心和伦敦中心谁更适合时，您都

的定位，我认为这才是生活中所真正需要的。每

师的喜欢和认同，因此会激发建筑师更加努力地

最后我认为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做研究，尝试着去

筑，但是它已经不能代表现代建筑。我不会将一

具体关注哪些因素？是单纯从地理位置考虑，还

天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小小梦想，亦或仅仅

工作。最终，建筑师会依据业主的需要和对项目

发现，整合知识，也许将来香港能发展成为重要

种伟大传统的丢失作为对当代建筑的批评，但学

香港城市聚集了很多跨国国际公司，人才也是来

是依据设计中心在特定建筑类型方面所具备的综

是每天被动地去工作？在这两者之间，我会选择

的期许完成工作。如果有人想要一个含 3 000 个

的建筑教育基地。王澍经常谈及中国建筑，我觉

校应该可以进行自我批评。我认为学校就该这么

自世界各地。建筑实践在国际平台下，按照国际

合实力进行考量 ?

第一种生活方式，享受工作。我认为人要学会去

房间的酒店，建筑师可以利用工作室来影响业主，

得我们或许同样能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

做，建筑院校应当去做研究，这就好比你建一些

规则进行。在引进国际建筑人才资源的同时，也

梦想，学会相信自己，而不是让社会把自己逼到

让他们发现每个细节的具体含义。对我来说，这

代时期的建筑中找到属于香港自身的建筑传统。

东西，一定要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之下。建筑院校

开始向海外输出香港建筑师的设计。我们希望了

韦业启 ：办公室的运转依托于设计师，我虽然身

角落，暗自伤神。人生苦短，我们要全身心投入

就是个性化服务。当事务所的设计师越来越多时

同样需要被放置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态度与

解香港的本土建筑师，在面对国内和欧美建筑师

为一名设计总监，但我并没有一个团队，而是将

到我们真正想做的事业中。商业性是必须的，因

该如何控制呢？在凯达，我们有设计伙伴，即若

冯永基 : 我的建筑理解是存在于七十年代的建筑，

做一体式建筑的态度相同，然后尝试构建一种本

的合作和竞争中，如何定位自己？在进行着怎样

项目分配给不同的团队。分配方式是将建筑师介

为我们都有责任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在坚持自

干建筑师聚集一处，把酒言欢，展开头脑风暴。

那个时候一个政府项目肯定是考虑人群的经济状

地的参考，这是再更深入地去观察现代建筑。我

的建筑实践？

绍给甲方和用户，我们有设计师资料明确介绍每

己的信仰。在大千世界中找到合适的甲方无异于

当然，最终，我们有所谓的设计评审，这就是设

况，所以当时的建筑形式和结构十分轻便。况且

们将这种认知作为教学的基础。在设计方面，我

位建筑师的设计哲学，因此可以与建筑师进行直

从茫茫人海中找到心仪的人，共赴人生之约。

计伙伴存在的意义。

过去建筑师的目的在于造价要便宜，可现在我们

认为一体式是十分大胆的，因为它是一种没有建

李亮聪 ：今天的论坛题为城市建筑和建筑师，一

接对话并作出选择。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可以想建多好，就建多好。我想表达的是，作为

筑师的建筑，然而我们研究的这种建筑能够直接

些建筑师的项目范围主要集中在香港，另外一些

双方共同组成合作团队。

吴伟滔 ：能够在一家知名事务所工作我倍感荣幸。

话题三 ：香港建筑师的大陆实践

在为政府工作的建筑师，不能说自己承受着各方

回应各种各样的建筑问题，包括 ：预算问题、程

建筑师则代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建筑

我们希望告诉客户我们想要传达的额外的价值观，

香港建筑师的很多业务在大陆开展，已经开始适

压力才造价低、才经济。你其实能够追求高造价，

序问题、城市问题等等。这种建筑还能被用来进

实践。我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实践经历和个人背

吴伟滔 ：伦敦事务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建筑

在完整地表现项目的同时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

应并理解了大陆在发展中建筑实践的诸多问题，

实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技术。现在一家跨

易。这恰恰是我们在面对中国内地的客户时所经

并 在 快 速 发 展 中， 扮 演 了 积 极 的 建 设 角 色。 在

这取决你自己的智慧或者你对建筑的热情。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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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理解和总结，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知识。

话题二 ：香港建筑实践的国际性

景，以及他们对于在香港进行建筑实践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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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筑师的眼中，大陆的建筑实践和香港有哪

筑的外形不可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将此称之为

有 24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必须直面这一事实。

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如果找不到能够展开良好

城市化欢呼，而不是为某一项特定建筑欢呼。而

在香港，建筑师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其中大部分

些主要的异同？对于大陆的建筑业发展有什么建

时间，但是这确实关乎时间。而这种过程和思考

我们的工作必须更有成效。但是，如何在合作中

合作的业主，我将从源头停止这一活动。依据不

且，我们能够从香港城市化进程中学到很多。我

来自于经济方面。然而，我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

议？对比香港，又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的反向困扰着我。正如我们最年轻的小组讨论成

控 制 品 质？ 我 们 的 工 作 品 质 是 否 在 逐 步 提 升？

同的时间过程，我们以不同的策略予以回应。离

为生活在香港而倍感骄傲，因为无论从使用度、

在积极乐观的氛围中结束，而我也坚信未来建筑

员所说，在电子世界时代，一切都与即时影像有关。

还是我们仅仅顶着建筑师的头衔发号施令？我在

开南沙后，我学到很多。我仍然认为南沙的项目

城市容量还是城市垂直发展而言，香港都具备超

必将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在香港已有 7 年之久。

杜鹃 ：今天座谈会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邀

建筑该如何保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建筑师该

Morphosis 工作时，有个北京的项目开工时我还

是最有价值的过程，它实现了我们作为建筑师的

强的活力。他们将城市经济最大化，并将其转移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展览活动应

请了四家建筑行业的主持建筑师来谈谈自己的工

如何实践，如何保有建筑的核心价值以及建筑的

在大连跟进一个歌剧院项目，时间对我来说是一

理想状态，我希望将来还能有这样的时刻出现。

到城市文化中。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建筑师所应

运而生。而我第一次来香港时，展览仅仅是大型

作。他们从更加建筑行业的角度出发做建筑，项

意义？建筑师是否应该学会适应？我认为这是我

个大问题。我们不愿放弃或丧失将时间转化为数

该学习到的有关城市化的经验，学习如何将文化

建筑和最大型的建筑事务所的专属。7 年后，建

目范围广泛，涵盖物体设计、社区项目、主体规划、

们应该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开始

字形式的理念。为此，我们必须进行两项工作 ：

林伟而 ：我认为和时间并行的品质问题同样值得

项目融入建筑中。但是这与建筑学截然不同，我

筑师、建筑院校甚至是政府资助的机构都有了不

设计和建筑对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四位演讲嘉宾

实践时。

第一，我们要强调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勇敢的

建筑师认真思考。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对建筑品质

认为在确立项目后，需要将这种软件转移到硬件

同的认知。他们开始理解，建筑不仅是专业的服

新世界的事实。第二，建筑师应该设定出美的基准。

的期望值。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康奈尔大学米尔

中。构造的质量和制作过程开始相互影响。在当下，

务行业 ；而且是深深植根于学术追求和专业实践

斯坦大厅刚刚于近期开幕。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

我认为事情不是只有黑白两面。我们必须具备不

的学术活动。这条发展之道路并不平坦，但随着

分别代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建筑方式。谈到在
中国的建筑实践，我想主要是时间问题。正如大

林伟而 ：实际上我觉得时间的限制对我而言并不

家所提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建筑需要多年的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简而言之，只是不同人

杜鹃 ：提到的歌剧院是其在蓝天组事务所时期的

建筑，它启迪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开展建筑教学，

同的技能，才能将不同的工具融为一体，并最终

人们态度的转变和建筑活动的不断开展，香港做

时间进行建造，因此一名建筑师需要经年累月的

看待建筑的方式不同。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认为

一个作品。说到时间，据我说知，歌剧院的开幕

以及何种建筑可以启发人们思考教学过程。即使

实现建筑。这或许就是我的观点。

到了这一点。举例来说，我已经在香港大学从事

时间才能了解建筑这门工艺，然后才能欣然承受

临时建筑和临时结构的相关性是非常重要的。在

时间已经被拖延了 5 次。现在，新的开幕日期恰

在美国，某些技术因素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为

被人们称为建筑师的这一称谓。但是林伟而向我

你看待建筑时，它们是否应该永久存在呢？我们

逢市长生日，因此时间还是非常有弹性的。正如

了达成某一目标，我们必须使技术与时间达成一

顾大庆 ：关于中国建筑，我想到王澍曾经提到过

人士认为我们的训练方式使学生想太多。他们真

们展示的，在中国大环境下，一个项目在几周时

已经拥有了一些被称为核心建筑的永久物品。但

严迅奇所说，在他们赢得竞赛的活动中我也有参

致 ；如果我们只考虑不能实现的细节，那么我认

这一话题。几天前，来自北京建工学院的一位年

正想要的仅仅是在毕业之时有所收获，可以融入

间完成设计，几个月时间完成建造并不少见，所

是这就是建筑么？如果建筑就是为了被推倒重建，

与，而直到五年后他们才被告知设计将动工。在

为这不是以负责任的角度出发思考建筑的方式。

轻的老师给我发来了一些他们的项目资料。一个

团队。所以教学不仅涉及到我们想要传授给学生

以几年时间造就一个城市也就不足为奇。这种现

是不是更好呢？比如埃菲尔铁塔，当时只是一个

其他案例中，我也被委托设计过使用期限为五年

要思考未来建筑的质量问题，必须从文脉出发。

由年轻教师组成的群体试图建造最符合中国文化

什么 ；还包括我们以何种方式在建筑院校开展教

象是史无前例的。建筑事务所如何适应变化莫测

临时展览的项目，但是现在似乎是一种永久的存

的建筑，因为这是开发商拥有土地权限的时间。

王澍的某些作品单从技术角度看也十分美好，而

的工作室项目。他们翻译了诸多文章，如科林·罗

学和研究，以及为了维系这种教学方向所必需的

的需求并仍然积极参与其中，而不会像一些人认

在。雷姆·库哈斯在韩国有一个临时的改造项目，

五年之后，土地将不再属于开发商。因此今天在

且所有细节都是本土制作，采用与本土相关的工

的《透明性》等。他们十分擅长中国文学，在过

来自专业人士的理解及压力。从某种意义来说，

为这一切太疯狂和不负责任，敬而远之，这种立

这是不是建筑呢？答案是肯定的。因此需要从总

中国内地做建筑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其复杂的。同

艺以及本地材料。我认为这也是建筑的社会责任，

去的一年中完成了 100 多篇关于教学的论文。我

你不仅在批判中国大学，也是在批判香港大学没

场太消极被动。我认为建筑师必须保证产能，敢

体上把握建筑意义的内含是什么。如果一个建筑

时也是开始包容新的建筑类型和建立新的建筑师 -

而不能建造“千篇一律”的建筑。

认为这代表了人们为探索中国建筑发展之路所付

有创造足够多的关于香港建筑的评论性作品，无

于参与，将我们自己的奇思妙想付诸设计。

有好的意义并改变我们看待建筑的方式，那么时

业主 - 政治家相互关系的机会。“控制”与“合作”，

出的艰苦努力。但香港的大学似乎没有开展这种

论是理论创作，还是反思式文章 ；而不仅仅是简

间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或许香港精神的一种就

或许正是在提示我们需要发明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杜鹃 ：顾大庆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的课题，比如香

教学与研究并重的活动。但说到香港建筑，我认

单的诸如“建筑师、建筑年份和图片”式的简单

严迅奇 ：时间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将其视为问题

是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快。香港 80 年代的一些经

以不失去对设计、执行力和品质的控制权，同时

港是否存在建筑学这一沉重的评论。我认为这确

为从 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甚至到今天为止，

的文字记录。尽管我们都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是

的角度或许同林伟而不完全相同。我们体会的时

典电影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的。当时的人们

也看到建筑实践的合作程度越来越高。品质问题

实渗透到社会现实中。或许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讨

人们在建筑实践领域都付出了诸多努力。今天，

我们还面临另一重压力，即建筑院校最大的使命

间都是在两个极端条件之下。我们的一个项目需

被迫产生了许多新鲜的想法，此后则变成了经典。

是人们最常听到的关于中国的词汇之一 ；但奇怪

论这一沉重的话题远远不够。无论是香港建筑还

各种事物层出不穷，但没有相互关联。我的意思

是教授学生如何建造，如何融入职业工作系统。

要在 7 个月时间内完成一百座房子，这做成了。

我真的觉得或许看待建筑的方式应该是从香港的

的是，它通常出自于在中国工作的欧美建筑师之

是中国内地的建筑界都不能回避这一关键问题。

是这种智慧并不存在。人们没有去联系、研究和

我认为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要实现平衡。

我们在深圳赢得了一个竞赛，然而 7、8 年时间过

快速方法过渡到中国背景下解决时间问题的创意

口。有些建筑的建成品质令人难以恭维。我个人

回到我们今天与材料、构造、结构和都市文化相

发现，没有付出努力。我们具体应做的是研究行

但这一点是十分难以把握。对我而言，这种平衡

去了，仍然毫无下一步进展。因此在极端条件下

作品。

认为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建筑和设计，而

关的主题。建筑归根结底是文化活动，我们必须

业的工作方式，找到不同领域的智慧，并将其编

超越了学校教育，在实践领域也同样重要。在十

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想象建筑的样子。我们应

认识到，虽然我们不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但我

制成书，成为项目的一部分。我认为，从这个角

年内，我们希望在香港及其他地区看到学术界、

该从现有状况出发，利用当地材料，了解当地人

们有责任回应文脉。因此，回到城市和建筑以及

度来说，香港建筑对中国建筑研究的贡献也是缺

小型工作室和大事务所合作的多专业机构。希望

失的。

我们能够共同进步，朝着更好的、植根于香港独

什么都可能发生。可我不将它们视作问题。因此
当一个项目需要在 7 个月时间完工时，直到大部

刘珩 ：我认为参与对现阶段的中国建筑师是最重

教学工作达 7 年之久。我初来乍到时，许多专业

分的时间流逝，你都不需要得到同意或者在未来

要的。应对时间的策略是一种技巧。对我们的公

的感受，以便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建筑。所以，刘

建筑师的话题，作为从世界各地接受训练且目前

得到同意。你也不需要投标。在中国，你先完成

司而言，在设计的集思广益、表达、渲染方面真

珩提到在南沙工作时由于时间紧迫，环境封闭，

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工作的实践者和建筑师，当

业主的建筑，然后业主会和你协商一些事情。他

的是过程导向型方法。因此时间真的是一个问题。

你不得不依赖顾问和施工工人 ；我认为这恰恰赋

我们在世界各地做建筑时，有哪些在香港获得的

林伟而 ：我认为香港的城市化进程是独一无二的，

年间，在座的学生们将成为建造香港乃至大中国

们做事的方式非常不同。你可能需要学着如何赶

就多年参加竞赛的经验而言，我们经常失败。原

予了刘珩一种不同于建筑师的全新的理解方式，

经验教训可以作为指导？以今天参加座谈会的各

建筑风格也别具特色。针对建筑和诗歌的观点，

的主力军。届时，将有类似今天的活动和讨论，

上他们。一些房子的设计或许与我们所想的并不

因在于，尽管我们研究做的很好，图解研究做的

并得到了合理利用，发挥了最高水平。在某些案

位来说，你们刚才展示的所有作品中都有水景观

我想说的是诗歌创作与城市文脉下的建筑相关联

来梳理重要的建筑问题，不仅看到建筑美好的一

相同。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接受。首先，我们

很好，可到拿出我们脑中的想法时，却没有时间

例中他们能够创造更有意思的作品。

因素，以及与复杂的空间框架建立的空间联系。

吗？与我们在维多利亚港建造巨大的绿色公园有

面 ；同时还有总结我们缺失的，探讨如何进一步

无论是立面、室内、外观、平面或剖面的空间特

关吗？那真是社区居民想要的东西吗？我们是否

向前迈进。

特文脉的建筑特色方向发展。在未来的 20 或 30

对一些事情需要保持忍耐和接受，但是这也许是

做出模型和组装起来。但是我认为浪费时间，而

因为我们之后能够完成一些轻微的修改。在中国，

是为未来准备的过程。当我们做好准备，未来的

刘珩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建筑

色都十分复杂，仿佛我们习惯了最大化地利用香

是在将西方的浪漫主义应用到亚洲建筑中？我认

关于时间方面有一点我觉得在中国很难接受，这

相关项目进来，我们就可以游刃有余，因为我们

师群体们都十分重视控制权问题。失去控制是十

港城市空间和有限的资源，不能浪费空间。无论

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作为建筑师，我们是否有

就是整个过程的反向。对于在中国进行实践的二

已经熟知整个过程的研究，做好了将研究付诸任

分可怕的。因此我做设计的第一要务就是切实控

就整个城市而言，还是从建筑的公共空间而言，

社会责任感？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想

位来说，我想你们懂得我想说的。你首先要做的

何形态的方法。因此我从没有把过程视当成负担，

制每一时刻事态的发展变化，控制从施工到细节

都要将空间关系应用到淋漓尽致。因此我推测，

在这一地区呈现好的作品，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

是描绘一个图景。对于他们而言，设计完成了。

只不过你必须策略性地把它转化为为了长期建筑

设计的每一环节。我绘制细节草图，并直接应用

设计和空间的局限性导致了复杂的解读方式和错

一地区的属性和特色 ；而不是将某些西方或布扎

但是这之后，你得不遗余力地将各种事情放置回

还是短期建筑，从而具备多种不同技巧来反映整

到最后的施工阶段。这就是建筑工期相对较长的

综的空间，视野和流线的框定尤其如此。无论在

艺术的标准直接应用到今时今日的中国市场和我

这幅图景。因此，这种过程的反向正是中国的扭曲。

个时间过程。

原因。另外一个成都的项目，由于业主承受着来

香港还是其他地区由香港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中我

们生活的地方。

自政府的巨大压力，他们必须加快施工速度。如

都经常发现这一点。我想问问各位是否同意？

这种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则是他们提出了并不构成

杜鹃 ：我想对座谈会和今天下午的讨论稍加总结。

规划性要求的规划性要求。如果你赢得竞赛，你

阮文韬 ：布扎艺术的训练方式，教会我们对设计

你所言，过程中有许多关键时刻，稍有差错，将

把其他东西放进原有设计中是不对的。你可以改

提出疑问，制作物理模型，测试建筑理念……我

严重影响建筑品质。因此，建筑设计环节、施工

刘珩 ：我认为建筑学和城市设计学是完全不同的

回到顾教授提到的问题，它不仅关乎建筑教育的

变建筑面积，你可以增加其他内部构造，但是建

想强调的是这种状况将发生改变。人们不可能拥

环节或业主方都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控制，我

学科。因此，当我们谈论香港时，我们应该是为

责任，还有建筑讨论和建筑实践的责任。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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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一下最近 10 多年来香港关于建筑保护和活化再利用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建筑引起人们关注
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集体回忆”，而对于这些建筑设计的好坏所知甚少，或浑然
无知。香港现代建筑设计研究就是要发现那些能够体现香港那个年代的设计基本特征。

A Design Study of Hong Kong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Hong Kong
香港现代建筑的设计研究及其对香港当前建筑设计发展的意义
text_顾大庆(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

天兴道已婚警察宿舍 1962 年

一般大众对香港建筑的印象恐怕主要局限于港岛

课程，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本地的参照系，开始对香

裔初级警员的住房问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

中环和九龙尖沙咀一带的地标性建筑，如贝聿铭

港的集装箱建筑发生兴趣。我们利用业余时间遍访

始大规模建造已婚警员宿舍，在 10 多年的时间内，

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诺曼·福斯特（Norman

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地，调研集装箱建筑的案例，

在港岛、九龙和新界建成了 10 多个宿舍建筑群。

Forster）设计的上海汇丰银行大厦，以及西萨·佩

并将其归纳整理，最终编辑成书出版。集装箱建筑

这些宿舍基于两个基本的原型，根据具体的地形和

里（César Pelli）设计的 IFC 等。即使是专业人

是一种民间的建筑现象，这种非建筑师设计的建筑

规模而各不相同。到了 20 世纪末，香港警察的居

士，若要他们举出一些香港建筑的代表性例子，大

以最直接的方式来处理场地、使用和建造问题，因

住条件大幅改善，旧的宿舍逐渐被淘汰。到我们发

概也不会出其左右。作为在香港工作的外地人，我

而是学习建筑学基本知识的最佳教材。

现时，很多旧的宿舍已经空置，等待拆除、开发重建。
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将这些建筑作记录整理，名为

们对香港建筑的兴趣则显得有点特别，关注的是那

154

些往往被人忽视的建筑现象。20 世纪 90 年代刚

2000 年以后，我们开始研究香港 20 世纪 50 至

刚到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系任教一年级的设计基础

60 年代的警察宿舍设计。港英殖民政府为解决亚

“香港现代建筑实录”
。确实，当我们把这些警察宿
舍的资料基本整理完时，这些建筑也基本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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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只有港岛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得以保留再利

空间的关系，等等。一个好的建筑应该能够体现出

港现代建筑这一知识体系，是对于香港当时的现

用。所谓的现代建筑主要是指香港从 20 世纪 40

建筑师处理这些基本建筑问题的独特之处，或者说

代建筑设计的一个整体描述，我们也可以将其称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受现代主义建筑思想

是一种设计智慧。其次，现代建筑设计研究就是去

为香港现代建筑设计传统。从一般对一个国家或

影响的建筑。从警察宿舍的设计研究开始，我们的

发现那些体现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原则的建筑和建筑

地区的建筑设计发展的认识，它的设计传统一定

关注点后来又转向香港的公屋建筑，再转向其他公

师。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设计原则具体

具有某种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是通过建筑教育和

共建筑，如中环街市、中区政府合署建筑群等热点

体现在建筑师如何处理建筑的使用、建造和场地这

建筑学研究来实现的。如果我们依据这一观点来

建筑。最初这些研究是自发的，后来又得到大学和

些基本问题方面，比如强调空间和结构的统一、外

考察香港，奇怪的现象就发生了，我们在 20 世

政府的研究基金支持。这些年来完成了一系列的案

部立面与内部的空间统一等。最后，香港现代建筑

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建筑设计中所看到的那些

例研究，其中关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早期校

设计研究就是要发现那些能够体现香港那个年代的

传统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似乎突然就消失了，

园规划和设计的研究集中体现了香港华人建筑师的

设计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即个别

这似乎是香港建筑设计史的一个特点。究其原因，

现代建筑实践，于 2012 年出版。

建筑的设计智慧的集合就能反映一个特定的年代和

首先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对香港现代建筑的研究。

地区的建筑设计特色。香港特定的城市、政治、社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最近几年香港开始关注

我们将香港现代建筑的研究定位为设计研究。考察

会和经济发展决定了它特定的建筑设计环境，进而

现代建筑的保育问题，但是对于如何认识现代建

一下最近 10 多年来香港关于建筑保护和活化再利

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反映在个别建筑师的设计实

筑的设计特色仍然是一片空白。而对于广大的实

用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建筑引起人们关注的

践上。基于上述研究指导思想，我们采取案例研究

践建筑师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帮助他们重新认

主要原因大多是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集体回

的方法对一些建筑案例作系统的资料整理和设计分

识自己的设计传统，进而通过自己的设计实践来

忆”
，而对于这些建筑设计的好坏所知甚少，或浑

析，并希望通过案例研究的积累进而达到对香港现

重续这一传统。其次，一种设计传统的延续，建

然无知。即使是一些建筑学家在讨论有关的建筑时

代建筑设计成就的整体认识。通过 10 多年的努力

筑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问题最终回到

也只限于对风格的讨论。比如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

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

了香港建筑教育这一核心。如果考察一些香港现

舍能够被保留的主要原因是在现址地下发现原孙中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

代建筑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香港当时建筑师
社会的主体主要是两类建筑师，一是以英国建筑

山先生就读的中央书院遗址，以及前任和现任特首

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 1951 年

幼时与这个地方的关系。官方在说到这个建筑群的

第一，香港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水平完全可以与当时

师为主的西方建筑师，一是以内地移民到香港的

设计价值时也只限于“宿舍的设计直接满足了功能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最好的建筑师相媲美。象中

建筑师为主的华人建筑师。前者一般只是在香港

上的实际需要，建造方式和建筑物料亦清楚反映当

环天星码头、中环街市、苏屋邨、北角邨等均是充

工作一段时间就离开，后者移民到香港后工作一

时的建筑特色”这类似是而非的描述。同样的问题

分体现现代建筑设计原则的精品。当时国外的专业

段时间也逐渐退出设计实践。这两类建筑师与本

也反映在中环天星码头、中环街市以及政府合署西

杂志经常刊登香港建筑师的作品。

地建筑教育缺少交集，这或许是传统中断的一个
原因。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座等热点建筑的争论中。由此可见，香港在如何从
设计角度来认识自己的现代建筑遗产方面确实存在

第二，香港的现代建筑具有本地的鲜明特色。这些

一个知识空白，如何从设计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香港

特色来自于当时香港的建筑师如何有创意地解决由

最后，我想在此提出香港建筑学这一命题，即以香

现代建筑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什么

于香港特定的城市发展环境所产生的特殊建筑问

港本土的建筑学传统作为香港建筑教育的基础。在

才是设计研究呢？设计研究究竟关注哪些问题呢？

题。比如在旧警察宿舍和一些公屋设计中采用的
“空

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建筑教育也日益国际化。特

我们认为香港现代建筑设计研究包含了三个递进层

中街道”的设计策略就是本地建筑师在解决垂直交

别是香港这一国际化都会城市，它的建筑教育主要

次，一是设计研究的定位，二是现代建筑设计研究

通问题的一种创造性运用，而这一策略在西方国家

依赖海外的师资，如何发展具有本土特点的建筑教

这一主题，三是香港现代建筑设计研究这一特定对

则是用来达到一种社会学目的。

育，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而本土建筑教育
必须要建立在本土建筑学传统基础之上。而在这一

象。首先，所谓设计研究就是研究建筑师如何解决

荷李活道

156

建筑设计的基本问题，如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建筑

最后，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个关于香港现代建筑

建筑学传统中，香港现代建筑设计应该占据着一个

的空间和使用的关系，建筑的空间和结构的关系，

设计的研究究竟对我们今天香港建筑师的设计实

重要地位。

建筑的形体和空间的关系，建筑的外观立面和内部

践有何意义。通过前述的研究，我们确信存在香

中环街市 1937 年

中区政府合署 1953 － 1959 年

苏屋邨 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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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体交通网络 3D Circulation Network

香港是晚期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高级形式，是一座主题公园，或者一幢带中庭的酒店，滋生拥有着城市

衍生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这种网络所具

子里，却也与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更为搭配。反

人流聚集。在港岛的西边，新的自动扶梯正在建设，

所具备的复杂性。典型的密集三维公共场域的网络支撑着都市中的建筑物间的同属相吸与多种门类建筑

有的高密度、高通达与高冗余，生成了公共空间

观非正规性，它趋向于与不清晰等同，刻意要使

还有更多的几条，也在规划之中，它们的推手这

的整合关联，并以其在广普城市主义（generic urbanism）上的尝试，丰富了对后现代城市的理解，

的崭新形式，从而既不仰仗古典欧式，也不必借

兆示了振奋人心的未来。

助正统的中国城市，来标定出街道、庭院、广场，
以及他们蕴含着的担保 ：建筑功能。

那种官僚主义式的清晰性背道而驰。

[7]

次不是路政属，而是寻求追效中环效应的倡行者
们。而这些项目所面对的抵抗，出发点也恰是避

在香港的这种二元论的印象，还可以有更多的设

免这种效应的要求。[9]

想予以加强，那是一种二分法式的过度概括，——
尽管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清晰，但当把香港的步行

将殖民时代的这种遗存，又妥帖利落地整合到了

时代广场，铜锣湾的一座商城，是以美国的中庭

系统作为无接缝的连续体来测绘，不受所有权、

城市的官方口号中来 ：在“亚洲的世界都市”里，

商城为模板建成的，电梯组和连续的扶梯将多个

经营活动、功能或是竖向位置的干扰时，却展示

东方与西方、富裕与贫穷、快与慢、新与旧，对

楼层连接起来，中央围绕着开阔的中庭空间。随

出了高密度和高冗余的连通性，表现出一种可以

立而又统一。但实情是，这种设想均已落伍了。

着商城楼层越往上，步行客越稀少，显得很是孤

香港在空间产品的集成整合上，有着惊人的水平，

零零。所以就将中庭充满。新的扶梯，或者“扶

中，商城位于彼此连通的通路网络的正中心，通

它排斥那种简单的二元论。它在步行交通中展现

梯快线”将九层的路程化约成快速的几连跳，螺

过中转，将多样态的人流和活动连接在一起。赝

出来的高度连通性，是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偕

旋上升着就将楼层跳过。就像校园里那些方院里

品与正品毗邻而售，业余乐手与专业音乐人相对

同自下而上的运行解决相结合的结果，是在三维

踩踏出来的捷径，最终铺成便道一样，中环半山

演奏。游客、外籍银行家、国内外的劳工、本土

空间中奏响的实用主义思考方式与综合性总体规

自动扶梯与时代广场的扶梯快线将非正规的模式

通勤路上的市民，在此汇集。（图 1）

划的完美协作（图 2,3,4）。

正规化了，由此生成了非正规都市主义。

像这种网络系统，在香港是颇为常见的：在旺角东，

以遮打道上的步行天桥为例，这座桥建于 20 世纪

在明显矛盾多元的空间与社会综合体中，公共路

一座步行天桥从旺角车站发端，穿过旺角东车站，

60 年代早期，目的是将太子大厦二楼的步行购物

径的这种自如的流动性，是一种反映更笼统、更

然后贯穿大世纪广场及其紧邻的皇家广场酒店大

长廊与文华大酒店连在一起。同时连绵的架空廊

根本的不宜建城的条件下的症状，源头就是这座

堂，再连下两道扶梯，登临一座桥梁，跨过太子

道扩展了现代主义的正统语汇，尤其是这项设计

城市在地理和气候上的极端性，以及那独一无二

道西，穿过高架公园里的本地花鸟市场，仿佛最

的完成者 Colin Buchanan 本人，他的著作《城

的历史地缘。针对三座香港建筑开展的一项更近

后要穿越香港当今与中国清代之间的历史界限。

镇交通》（Traffic in Towns）当时正影响着香港

距离的研究，虽然有些激进，超出主流城市建筑

在蓝田，一个中转中心横跨过汇景花园地产之下

的规划师群体，但仍难否认的是，遮打道就是一

学的表述范畴，却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非正规

的高架桥，连接到更老的居住小区和一个公交总

个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应对的便是开发商的需

都市主义能在香港开枝散叶 ：上环的信德中心，

站，凭借的就是多达八层的自动扶梯和两个购物

求 ：空间的利用也就是利润的最大化 ；这就是“自

就是一个典例，在这里香港同时拒绝着物理意义

[8]

与文化意义上的地面层，拥抱着连通性。在金钟

[5]

感知到的空间逻辑。

Hong Kong: Aformal Urbanism
香港：非正规都市主义
text_Jonathan D Solomon（美国雪城大学副院长）

在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案例

商城 ：汇景广场和启田购物中心。

图1

中环的步行桥，2001 年。Adam Frampton 摄。图 2

中环与半山区自动扶梯，1994 年开幕使用

图3

渣打道上的步行桥，1965 年。

图 4 沿着干诺道的步行桥，1982 年。

后不久。
图 2,3,4

copyright to ©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AR.

由放任”式的都市主义在城市中的一个表现。

一旦像遮打道上这样的步行天桥形成网络，扩张

的金钟廊则是另一个典例，展示着地面层的缺失，

非 正 规 都 市 主 义（aformal urbanism） 指 的 是

到主要归香港置地（Hong Kong Land）所有的

是如何通过排除掉图底关系，遏止了视觉等级性

一种在城市层面制定决策和开展设计的形式，介

房产之间，便证明了它的成功，势所必然，路政

的形成。骆克道市政大厦则示范了那些清晰的正

于 传 统 上 对 正 式 性 (the formal) 与 自 发 性 (the

属（Highways Department） 也 紧 随 其 后， 开

式性的其它的感知氛围，诸如气温、气味、声音

informal) 的两种理解之间。非正规都市主义的

始兴建。在 1982 年的干诺道上，很难会见到非

和触感，形成出新的秩序体系。

明证，可见于它所生成的呈组织性的结构体之中，

政府官僚主义由上而下的规划推行而产生的步行

它拒绝那种基于传统形式的等级性，那种等级性

天桥网络。但结果形成的复杂性，既无法归入公

所仰仗的无非就是视觉上的可读性，比如虚实对

共网络，也不属于私有枢纽。路政属所有的桥廊

（图 5）对一个城市的公共生活来说，地平面是

比、图底关系。“非正规”则有着双重意义，一层

连接着私人开发的地产和公共交通的中转站，若

一个连续的平面，一个恒定的标高基准面。在这

直指城市的组织性，一层朝向空间的衍生。

任一方关停它的门道，则整个系统即告瘫痪。这

个界面上，都市的同属相吸性和各种冲突得以展

种网络，是在香港自己的语境下，压力与限制联

开 ：公共的和私密的，计划的和即兴的，特权的

非正规的逻辑

合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舶来的抽象概念。它既非

和贫困的。而这样一种恒定的参考面，恰恰就是
香港所不屑的。

一座没有地平面的城市

香港是晚期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高级形式，是一

曼（John Portman）在 1976 年设计完成的建筑，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哑铃形商城”
（dumbbell

在建筑学和都市性的语境中，尤其是身陷快速城市

拜自上而下式的规划所赐，也不是自组织系统的

座主题公园，或者一幢带中庭的酒店，滋生拥有

被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起名为“后现

mall）的格局，两座核心的百货商场，彼此间以

化的领域内，对正规与非正规的讨论，有着极端化

滋生成果，而是一种新兴事物 ：超越正式性的都

着城市所具备的复杂性。典型的密集三维公共场

代的多维空间” 。对香港来说，
“多维空间”可

600 英尺长的店铺连廊相连。香港的购物商城在

的趋向。在正规性这头，倾向于等同于法律，特别

市主义。

域的网络支撑着都市中的建筑物间的同属相吸与

谓名至实归，因为已经没有了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空

此原型上更进一步，以一种包容性的尝试，将办

是等同于国家机器，或是通过市场力量的规则化或

多种门类建筑的整合关联，并以其在广普城市主

间可供取用。如果博纳旺蒂尔酒店在詹明信看来，

公、酒店大堂、中转站点和住宅小区都纳入其中 ；

规范化的应用。在另一头，非正规性则正如 Mike

在 香 港， 充 满 了 非 正 规 都 市 主 义 的 例 子， 并 且

隐蔽而又不相连属的同类片段。地平面从不会在

这些商城同时也将核心与连廊组成的三维系统推

Davis 等评论家所探讨的那样，倾向等同于非法 ；

并 非 所 有 这 样 的 例 子 都 是 完 全 籍 籍 无 名 的。 中

你期待的地方出现。也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般情

微型城市” ，那么香港已经成功的做到了。如果

进到三维层次。国际金融中心（IFC）于上世纪

或者至少也是那些没有得到多少正式授权的经营

环 半 山 自 动 扶 梯（The Central and Midlevels

形。看着像是坚实的地平面的，在不久的从前很有

博纳旺蒂尔酒店想用建筑缩微进来一座城市，那么

90 年代建成于回填海的陆地上，公共通路系统

者们，在法律之外的、惯于水来土掩的解决问题所

escalator）在公路部的构想之中，就是一种步行

可能就是水面乃至半空的空气。看似露头的岩基

香港这座城市就成为一座放大的建筑。

彼此接连，在三维立体中环绕着金融中心，成为

形成的结果。[6]

天桥，将中环的商业地带与太平山半山区上的居

的，更可能是人工筑成的混凝土挡土墙，甚至是

住区连接起来，这个设想的提出，就是为了缓解

一座建筑的侧面。经常性的，从马路牙子边往下

义（generic urbanism）上的尝试，丰富了对后
现代城市的理解，兆示了振奋人心的未来。

舍 迪 斯 尼 乐 园 而 外， 没 有 比 博 纳 旺 蒂 尔 酒 店

[1]

“有志于成为一个全面空间，一个完整世界，一种
[2]

一个连续不断的步行网络，联通着客运码头之间

（Bonnaventure Hotel）再能把 20 世纪末的空

以难以置信的密度置身于陡峭的坡地和大片的人
造填海陆地上，香港在物理意义上的地平面，是

间语法锻造得更好的了。那看似嘈杂晦涩的国际大

这座令人心醉神迷的城市却有着和博纳旺蒂尔酒

的步行交通、地下铁路的站点、公交总站、出租

与此同时，正规性倾向于与清晰可读性等同，尤

该地区狭窄道路上的交通。这样将中环背后的陡

看，看到的不是雨水槽，而是一连几层跌落的平台、

都会的空间，完全使人迷失方向的室内，连同城市

店截然不同的缘起。在香港，购物商城同时具有

车站台乃至城市中更远更广的地方，不仅脱离了

其是 James C Scott 等人描述过的那种国家现代

坡变得易于行走，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应，将

排水沟和布满植被的坡地，没有明确的一定之规。

主义式的视觉清晰性 ；这是一种最终好梦难圆的

原 本 的 睡 城（sleepy neighborhoods） 一 变 而

即便能有一处地面可以认出，诸如少数老城区里的

尝试，它试图将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都压缩到模

成顶级的娱乐区，提升了房产价值，带来了新的

网格状街区，也常常是被遮掩得模糊了，或是深陷

[3]

里所有室外感受的消弭，一起推动了视觉中空间等

步行联通性与传播市民文化的功能。

级和正统都市格局的落幕，正是为此，这座波特

通常设在繁忙的公共交通中转节点上，延续的是

158

这些商场

街道而自治，更可独立于城市而自足。

[4]

与此同

时，国际金融中心与它在整个城市里的同僚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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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信德中心，剖面。Adam Frampton、
Jonathan D Solomon 与 Clara Wong 绘图。

图6

金钟廊，2012 年。Jonathan D Solomon 摄。

图 10

桃树中心，约翰·波特曼建筑师事务所，基地平面。

图 11

图像承蒙约翰·波特曼建筑师事务所惠允。
图7

金钟廊，模型。图像承蒙 Chung Wah Nan 建筑师有限公司惠允。

图8

骆 克 道 市 政 大 厦， 室 内，2012 年。Jonathan D

Solomon 摄。

图9

约翰·波特曼与桃树中心的一个模型。图像承蒙约翰·波特曼建筑

师事务所惠允。

骆克道市政大厦，剖面。图像承蒙 Chung Wah

Nan 建筑师有限公司惠允。

的陆海空运输交换枢纽，态度差不多就是一种原

与经典的那种现代主义解决方案不同，在这里，

却鲜有室内建筑蒙此赞誉。金钟廊之所以独一

骆克道市政大厦的源头出现于国家现代主义的可

胞，经过 25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非正规街道的

生的现代主义，——却有着未来主义的雄心。上

呈广场形式的连续地面使得那六座不对称排列的

无 二， 正 是 因 为， 它 能 够 在 没 有 图 底 关 系 来 预

读性。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港府开始在香港清

延伸，将那些似乎要在现代化中弱化掉的异质和

环在协调和效率上的级别，需要政府代理人与私

塔楼在自己图形之间形成一个空地，从中能够阅

示出街道，或保证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情况下，

理非正式的街道市场，通常指的就是菜市，主要

意外的杂烩，都完善起来。就像铜锣湾的扶梯快

在香港连通平台面取代了物理意义上的地平面。

有中转站经营者之间一定是合法的协调关系，更

读和欣赏这些塔楼，图形之间的连通性以另外的

仍能发挥出像街道那样的功能。

经营水果、蔬菜、鱼、肉，不过也卖干货。集中

线，像中环的步行桥网络一样，骆克道市政大厦

在港岛的北岸，可以从上环穿过中环和金钟，走

不必说国界边境的要求。然而，可读性却是缺席的。

图形填充了这个空地。这样就产生了消除基地上

式的市场早在 1844 年就引进香港了，但新动议

是在清晰的秩序与非正式性的解题之间，独一无

到湾仔边上的太古广场 3 座，而不必离开这一持

像那种通过海运进入香港边界的空间试验，如今

图底关系的效果，而这个建筑动作，因为高架购

提出的是将市场综合体当做每个邻里街区的中心。

二的协作，因两者合力才得以诞生，却不会被任

续不断的步行网络，离开这些抬离地面或沉入地

已被彼此联通的室内序列取代，它们保证着人流

物商城与毗邻建筑之间的狭窄和模糊的区分，而

（图 8,9）香港缺少图底关系确立起来的视觉等级

原先非正式的市场被纳入清晰的平面，施以方便

何一方所减弱。

[11]

的持续不停。对称性、向心性、轴线性——这些

更为强化了 ；这种区分的宽度勉强够将不同的图

性的传统语汇。香港没有明显可感知的边界，没

清晰可读的空间秩序，曾是圣埃利亚和勒·柯布

形分辨开来，但就形成可读的彼此关系来说，就

有轴线，没有中心，也没有底面。相反，是多元

信 德 中 心，1984 年 由 Spence Robinson 建 筑

西耶的构想中主张推重的，这里却没有存在的必

太微弱了。

的氛围序列在形成都市的等级性。

师事务所完成于港澳码头的位置，完美地阐明了

要了。

尾气的烟雾之中，再不就是被公交总站或是变电站
[10]

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所割断。

下的步行通路、彼此勾连的商城、大堂和花园。

这种取代。这个新的开发项目取代了那座宽广开
阔的码头，多元而且繁忙 ；一个单一的界面上集

图对图

公共性的氛围

的排水、持续的照明和通风。
针对当下的一个考古学片段
骆克道市政大厦是第一座将菜市与多元的住区项目

香港是一种都市主义形式的实验室，自从三十多

杂糅到一体的集中式市场。这座建筑在其剖面与多

年前，巨构建筑被先锋派摒弃以来，这种都市主

从中环穿过高架步行道而来的行人，与一条人工

有关温度、湿度、市声和气息的微气候，组织成

样的流线序列上，都有着主要的隔断，以此来容纳

义处在很大的忽视之中。[14] 而那个时代的奋斗，

照明通风的双面廊道相遇，廊两边都排满了小商

为香港这座城市。秩序就出现在各种气候的并置

各路迥异的功能。一个露天的中庭，从街道上直贯

和它对于包容和解的愿景，正是超越正式性的都
市主义的有力映像。

满了商业、旅游、工业、运输和休闲的混杂空间。

（图 6,7）作为一座没有地平面的城市，香港也就

铺。极度的室内，一种可以到处复制的类型 ：浮

之中。聚集在中环的汇丰大楼大厦下面的劳务工

而上，穿过多楼层的市场，上到一个室外天台上的

信德中心凭一个综合体，取代了这样一个单一界

不能存有图底关系。恰相反，这座城市更像是一

离于地面，或是沉陷在地下。零售立面时有断开，

人，这么做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

饮食庭院。彼此以扶梯相连，加强了顺畅的连通性

面，把多种中转模式和功能区彼此间分离开来，

堆密集的图，彼此紧搭成三维的一体。在这样一

通过短短的桥廊，连到临近塔楼的裙房之上，途

他们也是受到了凉荫和冷气的吸引，冷气在炎热

和与街道在气候上的延续。图书馆、政府办公区和

在 1976 年的著作《巨构》
（Megastructure）中，

包括了轮渡总站、公交车站、出租车站台、停车

个密集的堆垛里，即便是交通流线也成了图形式

径更多的店铺，或是直接接入电梯门厅。在基地

的夏季，从上面的中庭贯穿而下。赢利的空间倾

健身大厅要求有隔离和气候控制。每一个都通过一

雷纳·班纳姆认定，这一运动原本的吁求，有着

区、香港地铁上环站的交接点；这是一座直升机坪、

的。金钟区的金钟廊，由香港地铁（MTR）开发，

的东面一侧，这一商铺廊从中剖开，一臂伸向一

向于配备空调，而烟民们则聚集在有顶的步行道

组独立的扶梯到达。平面布置中的异质性延伸到体

包容和解的能力，能够包容和解设计成品与自发

购物商城、办公塔楼，最初还是一家酒店。在地

Fitch 与 Chung 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在 1980 年

组狭窄的电梯，服务于正处于平台之下的公交总

里，朝着公交总站或者交通繁忙的公路敞开。街

量上，就像政府办公区的双面走廊变得细长，好使

现象，大的和小的，永久性的和转瞬即逝的 ；而

站，另一臂则伸向另一组，服务于香港地铁金钟站。

边饭摊的气息，垃圾中转站的气息，沿街叫卖的

平面内洒满自然光，运动大厅也把体量向外探出。

将其衰落归咎于它不能够包容和解先锋派和权力

声音，洋酒吧（expat bar）的声音，都是有力的

即使是建筑的管道设施，也都彼此单独布置，因为

实体。

秩序体系，平等地创生着氛围。

每一个的使用都有着特定的排水、照明和通风方案

非正规都市主义的起步之处 ：在正规性的“统一

的要求。

设计”与非正规性的“自行决定”之间。在前者

[12]

平面原来的位置，为出租车和客车环形设置的交

开盘。

叉辅路与步行入口分开处理。步行交通的“地平

的理想图例。

这座综合体，是一个图对图的空间关系

自 从 项 目 竣 工 之 日 起，新的连通就不断在基地

面”——或曰基准点，反倒出现在三楼，城市的

[15]

而巨构建筑栽了跟头的地方，恰恰就是

步行道从地面抬升到这里，为办公塔楼将购物长

金 钟 廊 坐 落 在 一 群 1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开 发 建

到 飞 速 发 展 的 附 近 街区之间形成，尤其是南边

廊同酒店大堂连接在一起，扶梯向下把人带领到

成 的 塔 楼 丛 中， 下 临 当 时 刚 刚 开 幕 投 入 使 用 的

的 高 架 桥， 跨 过 金 钟 区， 通 到 太 古 广 场 的 购 物

在 1984 年由 Fitch 与 Chung 建筑师事务所完成

火车、出租车和公交车上，或是引上桥面，通到

MTR 地铁站，所占的那一溜儿狭长的地块，原

商 城 和 酒 店 综 合 体 ；和 北 面 的 高 架 桥， 跨 过 夏

的骆克道市政大厦，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在别处

骆克道市政大厦是一座多用途的塔楼。不同于雷

像在社会主义全能政府、都市再开发部门、国家

渡船码头和直升机坪。

是留备英国海军之用的。这是一座纳入到高架行

悫 道、 通 到 塔 马 的 港 府 新 园 区。 既 然 是 正 在 发

会是图式的直观的功能要求，诸如市场、图书馆、

姆·库哈斯用以展示摩天大楼在包纳高度异质性

博览会和大学扩建的项目中所见到的那样。在后

人道的室内中来的购物商城。立意是将地铁站点

挥 着 关 键 步 行 链 的 作用，金钟廊就被港府最近

健身馆，在这里则紧紧打包成为一座单体的建筑。

上的潜力的下城体育俱乐部，市政大厦是公共性

者那里，巨构建筑又被证明太迁就服从于非正规

信德中心的地平面让位于连通网络的平台面。在

和新的公交总站连接到毗邻的塔楼，并且跨过红

形容成一座“独一无二的”地产，“既是一个商

不能从视觉上拉开秩序的空间，靠非常之多元的

的。这是关键性的不同 ：它通过街道的公共中枢，

性 ：留出“这么多的自由给那些自主居住自行决

乘公交去往地铁的路上，它它围合的比它显露的

棉路，基地西边的一条高速大动脉，进入到一座

业 的 零 售 中 心， 也 是 一 条 重 要 的、 在 显 要 地 界

各种氛围组织起来 ：鱼肉的气息，荧光灯下翻动

达成了连续性，依凭各种氛围，构筑了多元性。

策的居民，以至于他们同样都有了将巨构建筑毁

书页的静谧的声音，一股凉风的干爽。

这座市场在设想中，是等级组织中一个明显的细

掉的自由。”

更多穿越它的也比进入它的更多。这是一个优雅
160

新的停车楼。

上的公共大道”

[13]

， 这 种 并 称 经 常 用 于 街 道，

那里，巨构建筑被证明太迁就服从于正规性，就

[16]

161

于 1975 年）、一座购物商城（1973 年，1979

则成了饭馆或是舞厅。香港证实了非街、非院、

年复有扩建），以及更多。桃树中心的基于过程的

非广场形式的公共空间，同样具备可行性甚至蓬

组织方式和企业型的成长，彻底地打破了现代主

勃的生命力。（图 14）

义构图式的总体规划，然而其相对主流的建筑表
达与商业模式，使得它未曾入过当代先锋派的法
眼。桃树中心正是一个非正规都市主义在运行之
中的范例。[18]（图 12,13）
"This text appeared originally in English as "Hong Kong,

相同的非正规的逻辑，也能在东京新宿站周边的

Aformal Urbanism", in Shaping the City: Studies in History,

新区开发中观察到。很久以来就是城市的都市轨

and Rodolphe el-Khoury, editors, Routledg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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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Urban Design, 2nd Edition, Edward Rob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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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c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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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桥下，人行道变成了沙龙或是工作室，街道

Tsuen Wan Line
to Central

酒店（1967 年），踵事其后的还有公共交通（始

5 stories

N

议发生在购物商城，休息日里劳务工人聚集在步

Tsuen Wan Line
to Tsim Sha Tsui

场（1961 年），接着是一座办公塔楼，然后一家

5, 5S, 6, 6A, 6X, 10, 15,
90C, 109, 113

步行天桥，正是在做着这些。艺术展览和社会抗

Wan Chai p. 50

座成功的家具商场（1956 年）带起来一座外贸商

56A

筑来说皆然。香港的非正规的空间 ：购物商城和

Admiralty Station

发依据每项新功能策划的要求而有机的生长。一

Island Line
to Wan Chai

所周知的难以捉摸的目标，对现代主义和巨构建

1887 Coastline
Approx. 610 m to Current Coastline

标单位”和“支撑结构”的矩阵的构想。这项开

Il Bel Paese

是那种非正规性产生市民文化的可能性，一个众

Three Pacific Place

的公共持续可进入的步行室内。按照成为一种“坐

Sonjia

市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有着特殊兴趣的，

1, 5, 5B, 5S,
5X, 6, 6A, 6X,
10, 10S, 15,
23, 23A, 23B,
26, 90, 103,
104, 111, 115,
182

发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结合起来，它的徽记是它

001

中，也在其空间成品上，结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都

Monocle

性与非正规性的承诺，既体现在城市的决策过程

16 个城市街区，发展逾 50 年。将私有的地产开

10, 11, 31

大下城区的一处基地上，结合了 30 个独立项目、

003

香港的非正规的建筑，信守了这种包容和解正规

$

桃树中心是一个广袤的非正规性网络，在亚特兰

United Centre

基于过程的开发模式。

F

建筑一样运转，同时形貌上不必像它一样。

AMC Pacific Place

可入的步行网络，和槙文彦和大高正人所提出的、

Caffe Habitu

表达，新宿车站就以非正规的方式，提供了公共

续的发展之中，完美的演示出这种时刻 ：像巨构

Star Street Precinct

的桃树中心，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此后持

JW Marriot Hotel

长环节。就这样靠着权力实体的组织与先锋派的

56, 56A

派的表达展示出来。约翰·波特曼在亚特兰大城

Admiralty Centre

络接入的利润机会之后，就开始投资在以后的成

$

生的隐秘的巨构建筑，将权力实体的组织和先锋

SEIBU

的地产项目之中。地产的所有人，当看到了与网

ZARA

了结果，伴随着非正规都市主义在香港和别处发

Chanel

座车站引出一条地下通道网络，逐步延展到临近

Lippo Tower

正是权力实体的组织和先锋派的表达两方面产生

Versace

小型都市地块的生长模式。从世界上最繁忙的那

$

退后，闪出大片的广场 ；同时东部则依然延续着

为一种可行的政治或者智识运动而最终崩塌之时，

Shanghai Tang Perfume

拉开序幕之日。依班纳姆的看法，当巨构建筑作

Two Pacific Place

的规划开发出来，这一规划吁求高层塔楼从街道

Hermès

退载入历史之时，正是非正规性的建筑学在香港

Louis Vuitton

的西部，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依据丹下健三

Conrad Hotel

这也许并非一种巧合，当班纳姆将巨构建筑的衰

[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July/August
1984): 53-92.
[2] Jameson, 1984
[3] Jonathan Solomon,“Learning from Louis Vuitton”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ume 63, Issue 2, pages
67–70, March 2010
[4] For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IFC Mall and its role in
the city of Hong Kong’s access networks, see Jonathan
D. Solomon,“It Makes a Village.”in Gregory Bracken, ed.
Aspects of Urbanisation in Asia. Amsterdam Press: 2012
[5] Portions of this text appeared previously in Adam
Frampton, Jonathan Solomon and Clara Wong. Cities Without
Ground, Oro Editions, San Francisco: 2012.
[6] See Mike Davis,“Planet of Slums: Urban Involution and
the Informal Proletariat”New Left Review 26, 5-34
[7] See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a complete review of this position.
[8] Zaiyuan Zhang, Stephen Lau Siu Yu, and Lee Hoyin,“The
Central District of Hong Kong: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of a Laissez-Faire City”,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322,
(July, 1997), pp. 13-16.
[9] Christopher DeWolf,“ A sleepy area caught between slow
gentrification or mass development.”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7, 2011.
[10] For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of Hong Kong’s“multiple”
grounds, see Barrie Shelton, Justyna Karakiewicz and
Thomas Kv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from Vertical to
Volumetric. Routledge: London, 2010.
[11] For an early analysis of the elevated walkways in Central
Hong Kong, see Hidetoshi Ohno,“Hong Kong: Alternative
Metropolis”in Space Design 330 (March 1992): 55-77. For
a more contemporary Analysis, see Frampton, Solomon and
Wong (2012).
[12] Alan Fitch, the firm’s founding partner, was the
architect of Hong Kong’s City Hall and the firm continues
to operate today as Chung Wah Nan Architects.
[13] Chapter 2,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Commerci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overnment properties.
Audit Commission, Hong Kong, 25 March, 2008. http://www.
aud.gov.hk/pdf_e/e50ch02.pdf.
[14] Portions of this text appeared previously in Jonathan D.
Solomon“Looking for Megastructure, a Partial Archeology of
the Present.”in Mehrdad Hadhigi, ed. Banham’s Buffalos.
ORO Editions: San Francisco, 2011
[15] Peter Reyner Banham, Megastructure: Urban Futures of
the Recent Pa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6), 10
[16] Banham (1976), 218
[17] Banham (1976), 10
[18] John Portman,“Peachtree Center”in Workbook: The
Official Catalog for Workshopping: An American Model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the US Pavilion for La Biennale
Venezia, 12th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the High Museum of Art and
30609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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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连接到一个都市活动综合体上。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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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正式性的建筑集群，将一个架高的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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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的常规套路。”（图 10,11）

Helena May Institute

St. John's Cathedral

1960 年的一项提案，由槙文彦同大高正人完成，

Cotton Tree Drive Marriage Registry

战后年代里高涨的地产投机的一个地方，产生出

视的权力实体，用作一种将都市开发的回报值最

新宿区方案，槙文彦与大高正人，1960 年。

Morning Tai Chi

的话来说，“已被先锋派抛弃，留给了那些不受重

图 14

...Private developments, government
offices and public parks are linked in
Admiralty by elevated or underground
passages, paths along steep slopes, and
multi-story shopping malls...

道网络副中心的这里，未经开发的基地西侧，是

Hong Kong Park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巨构建筑，用班纳姆书中

Birds Chirping

中环与半山区自动扶梯，2012 年。Adam Frampton 摄。

Edward Youde Aviary

图 13

St. Joseph's Catholic Church

公共可入的通路网络中，非正式性的都市主义，新宿区，

东京。图片 © Yaho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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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rces Hong Kong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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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2011 年。Adam Frampton、Jonathan D Solomon 与 Clara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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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可进入的步行通路网络，国际金融中心（IFC）商城与证劵交易广场内部与周边，中环。Adam Frampton、Jonathan D Solomon 与 Clara Wong 绘图。

3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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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22

上环和信德中心，2011 年。Adam Frampton、Jonathan D Solomon 与 Clara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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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Wide House

Louis Vuitton

In-Town Check-In

A

Permanent Citibank Protest

Pinoy Facilities

Chater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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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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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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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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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 600m to Current Coas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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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 Tak Centre & Sheung Wan p. 36

Island Line
to Sheung Wan

Aon China Building

003

Entertainment
Building

004

Central Tower

100 Queen's Road Central

C

Shoe Shiners

Tsuen Wan Line
to Admiralty
Island Line
to Admiralty

$

Tak Shing House

D1

Fake Louis Vuitton

Central Building

Wheelock House

$

New World Tower

Amateur Musician Performs

The Landmark

8, 22, 54, 55

Sunday Domestic Workers Gathering

2, 4X, 5X, 6, 6A, 7, 11, 12,
15, 25, 30X, 66, 70, 70P

The Forum

Jardine House

Businessmen Banter
Exchange Squares 1&2

HSBC Premiere

Exchange Exhibition Hall

Religious Activist

1887 Coastline
Approx. 460 m to Current Coastline

Expensive Watches

5, 5B, 10
37A, 90B

Dolce & Gabbana

Impromptu Sunday Post Office

Businessmen Banter

Armani Perfume

005

Alexandra House

The Galleria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Tung Chung Line
to Kowloon

Hong Kong Station

001

Tourist Convergence

“Greenpeace” Activists

Hang Seng Bank Headquarters

Tourist Convergence

Exchange Square 3

Lunching Shopgirls

IFC Mall

Brooks Brothers
Jill Stuart

3A, 7, 71P, 91,
94, 621, 681

High-End Flats for Sale

007

Central Harbourfront

Professional Musician Performs

In-Town Check-in
One IFC

Tung Chung Line
to Kowloon

Y-3

Palace IFC Cinema

Clinique

Rooftop Garden

002

Red Bar

Two IFC

Sunday Domestic Workers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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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体交通网络 3D Circulation Network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香港默许两套小巴体系的存在。两者虽有相似点，但又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并且这

从城市的一端快速到达另一端的最明智之选无疑

巴使用红色棚顶，类似于我们目前实行的一国两

香港的街道上满是各行各业的商人，从事着各种

种平行存在的逻辑显得十分自然。早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和实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之前，香港

是搭乘邻近的红色顶棚小巴。繁忙的十字路口附

制的政治体制。

以商业为基础的交流活动。如果说商业是这座城

就在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下执行另一种“两制”政策。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能够轻松适应

近有依次排列的小巴，或者可以随手叫车（路上

两种平行甚至互相矛盾的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成文与不成文、口头与未说明、明确与隐含的因素和谐

有小巴频繁经过）。上车之后，在电光火石之间司

今天，香港依然保留着两种类型的小巴，其中，

共存。

机就已经关门开车！因此，如果看到“请系好安

红 色 棚 顶 车 1 313 辆， 绿 色 棚 顶 车 3 037 辆。

考虑到小巴行业在过去与现在都与黑社会有着千

全带”的标示也不必特意寻找，因为十有八九车

它们不仅处于不同的管理制度之下，运营方式与

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也对这一非正统的城市交通

内并没有安装安全带。车前方巨大的红色 LED 显

经营模式也各有千秋。绿车除了有常规的线路和

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此而关于小巴行业的

示屏上标示着直线上升的车辆行驶速度，司机超

时间设定外，还和公交车一样有固定和开放的收

种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尽管风险重重，小巴行

过限定速度时警报器会响。对此，司机不但会充

费标准。红车完全以市场和乘客为导向，代表了

业依然在茁壮成长。诚然，提到小巴，人们都会

耳不闻，而且会越开越快。如果司机遭遇交通拥

香港小巴的真正精髓。它们没有固定的线路或时

联想到速度、效率和打破系统与规则，而这与香

堵状况，他必然会想出创意十足的解决方案绕道

间表，因此可以自由选择路线，绕道而行，或将

港人争优争先的个性不谋而合。小巴不仅与城市

而行 ：抬升左侧两个车轮至人行道，迅速转移到

乘客带至更加靠近目的地的地方。为了避免减速

肌理融为一体，并且是以利益为先的社会心态的

另一条车行道。按常规路线行驶的公交车被远远

的情况出现，它们通常只收取整钱，以节省时间。

真实写照。例如，在香港，政府解决城市过度拥

甩在后面 ；出租车司机没有足够的魄力明目张胆

相比之下，红车的优势更加明显，它们可以不断

挤问题的方法不是进行长远的城市规划，而是惯

地违反交通规则。之后，小巴再一次急速飞驰，

调整自己的定位，令所有其他固定收费的公共交

例式回收港口土地，然后以高价出售给开发商。

红色的 LED 标示又一次发出警报。如果忘记告知

通设施（公交车、出租车和绿色棚顶的小巴）望

司机自己的目的地，只需要在即将到站时大喊：
“停

尘莫及。红车司机完美地诠释了价格艺术 ：在高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香港默许两套小巴体系的存

车！”然后付费下车（一次短途行程大约 5 港币）。

峰期、雨天或任何车辆需求量大的情况下涨价，

在。两者虽相似，但又各有独特的风格，并且这

此时，一定要确定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因为

尤其在台风袭击香港时价格会扶摇直上。他们的

种平行存在的逻辑显得十分自然。早在 1997 年

行人一旦双脚着地，小巴就会立刻再次绝尘而去。

要价足够令自己有所盈利，但同时不会开天殺￼

香港回归和实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之前，

价，以免潜在乘客重新选择常规的公交车。

香港就在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下执行

Siu Bah Urbanism
从小巴看香港的城市发展
text_李亮聪(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

市的血液，那么经济效率就是其制胜法宝。

另一种“两制”政策。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能

小巴，或者当地人口中的“van 仔”比出租车更
加便宜、快捷，在交通繁忙的高峰期尤其如此。

红车司机以驾驶速度快且随意性强而臭名昭著 ；

够轻松适应官方与非官方、成文与不成文、口头

不同于指定的公交路线，小巴的行驶路线随意性

而绿车司机因为按月领取固定薪水，缺乏动力，

与未说明、明确与隐含等，两种平行甚至互相矛

强，只要不是特别禁止的地点，就可以在线路上

因此开车风格稍显懒散。红车司机总是以智取胜，

盾的共存体系。

的任意一点停车。小巴遍布香港岛，更含括九龙

尽最大努力创造商机，获得利润。在手机和导航

和新界的外围，全天候通车。小巴网络包括更多

还未出现时，小巴配备有高端精密的无线电系统，

的中间站点，即主要交通线路鲜少直接到达的地

使司机们形成了自己的虚拟网络。他们实时交流

点，因此填补了大众运输和出租车之间的空白。

交通信息，确定沿线的交通拥堵、超速摄像头、

小巴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比任何其他公共交通设施

巡警和潜在乘客的方位。司机们遵守被大家广泛

都能更快地将乘客带至目的地。

认可的不成文规定，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挑战车
速上限和交通法规底线。正如经常乘车的人所言：

小巴在香港已经有 40 年的历史，它实际是香港

“小巴司机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以神一般的速

大暴动中汽车公司罢工的产物，一件寻常的劳资

度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当然，这绝对不是大无

纠纷引发了港人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英殖民法规的

畏精神和以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体现。

社会运动。示威者和警察的激烈冲突使整个城市
陷入瘫痪。在暴动中，两个主要的公共汽车公司，

与领取固定薪金的绿车司机同行不同，红车司机

鼓励员工罢工。所有的公共交通都被迫取消，市

为个体经营者，或为个人资产，或从大公司租借。

民只能乘坐私家出租车，直到后来发展成为一些

众所周知，他们需要向三合会支付授权费和道路

私家小巴。虽然没有合法牌照，不过这些私家车

使用费。因此，他们更加有动力，驾驶速度越快

收费低廉。鉴于考虑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

意味着行驶路程越多，收入越多。就这一点而言，

香港政府并没有取缔。当时的三合会看到了这个

小巴的经营模式为想要快速到达某一地点的乘客

生意机会，迅速掌控小巴的经营活动。

提供了便利，也因此获得经济上的回报。

作为半集体式交通工具的一种，香港的小巴介于

客们经常需要搭乘天星渡海轮穿梭维多利亚港或

的搭配使其格外惹眼。大型的双层公共汽车是英国

直到 1969 年，香港的公交服务系统还不甚完善，

诸如小巴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业，却能够在千

常规公交与私人出租车之间。小巴充分利用了城

倾斜的攀山缆车达山峰顶端，获得全景视野，一

殖民时期的遗产，与之不同，小巴大小适中，长

政府通过颁发 4 350 个（这一数字至今没有改变）

锤百炼后，演变为完善的资本主义企业。在香港，

市肌理的节点密度，创造了奇迹般的经济效益，

览众山小。尽管这两种交通运输模式同样反映了

度只有 6m。相干是一个拥有 700 万人口的城市，

“公共小巴”许可证（收费）实现了小巴的合法化

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而香港也成为继纽约、伦

成为香港的一大特色。不同于出租车的单次单程

此处的地形，但要一探香港的城市肌理、风土人

空间极度紧张，人行道上的人流摩肩接踵，车行道

运营。这引起了广泛争议。许多人认为尽管小巴

敦和东京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事实上，米

服务，小巴运营的前提是有大约 12 至 16 个人想

情和形象特征，搭乘小巴才是上上之选。准备好

上小巴能够灵活穿梭于车流之中，无疑是最理想的

便捷且实用，但政府将曾经的非法活动合法化的

尔顿·弗里德曼曾将香港称之为“自由放任式资

行为是错误的。香港政府在 1972 年作出回应，

本主义最伟大的试验场”
。在殖民地时期，香港是

黎为 24 500 人 /m ）是小巴系统能够在香港良

将若干小巴引入交通部门的管制之下，试图借此

首个和唯一一个年度人均 GDP 超过英国本土的

好运营的重要因素。

实现小巴的合法化。为了便于区分两者，政府规

地区，这充分证明香港是十足的商业都市。在高

定规范的小巴使用绿色棚顶。最初不太规范的小

耸的汇丰银行大厦或中国银行大楼贸易层的下方，

同时前往同一个地点。

踏上奇妙之旅了吗？

2

交通工具。人口的分布集中（44 500 人 /m ，巴
2

当人们想到香港，脑海中浮现的通常是鳞次栉比

香港的小巴为厢式货车，准乘 16 人（无站票）
。

的现代化玻璃摩天大楼，依傍海滨紧密排列。游

最常见的车型是丰田柯斯达，玩具式的外形和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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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高密度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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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制造业式微，不少观塘区的工业大厦都被丢空。本文重点介绍观塘区工业大厦活化的研究结果。

工

业

商业

根据不同持份者的意见，研究团队提出活化观塘工厦规划方面应有的考虑，如在活化工厦时应平衡工业、
住宅、商业及文化活动的土地用途。文章还分析了现时政府对工厦活化的政策和其不足，并提出可鼓励

文化

和促进更多的活化工厦申请的政策建议。最后，文章探讨未来观塘工业区的发展方向，并建议一些可行
的计划，如发展阁楼工作室住宅。

Urban Revitalization of old
Industrial District in Hong Kong

本次研究涵盖区内楼宇共 356 栋，主要为工业、

优势，不少开仓批发、非营利团体和文化团体亦进

工贸或纯商业用途。经城规会修改分区计划大纲图

占现有工厦单位，落地生根，并令区内的工厦用途

后，观塘区大部分土地已改为商贸用途，但仍保留

更多元化。与此同时，区内的创意产业亦日益蓬勃。

少量工业用地。当中九龙湾工业区一带不少工厦已

有大量创意产业单位，如乐队练习室、画廊及模拟

被改建成商业大厦。而新落成的商业大厦，主要散

战场等，有助推动观塘区工厦向新型且别具特色的

布于九龙湾及观塘道一带。调查结果发现，观塘工

“第四产业”核心方向发展。于第 13 届威尼斯建筑

业区当中，楼龄超过 40 年的约占同区比例 31% ；

双年展参展的香港馆，更选址观塘工业区举行展览。

楼龄介乎 20 至 40 年的高达 44% ；楼龄少于 20

当时有多个艺术团体参与展出，反映观塘区的创意

年的仅约占 24%。一般楼龄 20 年或以下的楼宇皆

产业亦正在稳步发展。

住宅

为新建的商用楼宇。
研究团队认为，观塘工业区的发展趋势并非单纯笼

观塘工业区的活化和发展研究
text_祁宜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小区项目工作坊总监助理教授）

按最新的统计数字，观塘区工厦空置率达 12%，

统的土地规划。有关部门应尊重个别业主意见，不

较全港平均数值高出三分之一。数字可能与租金、

宜硬性更改土地用途。研究团队建议利用补助政策

供应及工厦环境等因素有关。比较过往数字，可以

等措施，鼓励区内不同产业调整位置，加强群聚效

发现观塘区的单位空置率升幅较大。这可能因为观

应和互惠关系，令观塘工业区的用途得到最妥善和

塘区由工业地区慢慢转化成商贸区，以致租金不断

公平的安排发展。在考虑以下发展趋势同时，亦需

上涨，租户继而迁出另觅厂房，其后单位丢空。现

考虑个别工厦建筑能否满足该产业的需求，方能切

时观塘工业区内仍有不少制造及批发公司。此外，

实地帮助各个产业重置。

亦有不少贸易业公司的办公室设于区内。而观塘区

图1

观塘工业区初发展时的鸟瞰图（摄于 1963 年）

图2

摄于 2013 年的观塘工业区

图 3 位于海滨的九龙面粉厂，由 1966 年 2 月 1 日开始运作至今

至今仍为印刷及设计业的集中地。研究团队认为，

现时政府虽然鼓励区内工业大厦改变成商业用途，

外，近年观塘区内亦展开了多项大型发展计划，当

面对活化工业区带来的转变，有关部门需要重点照

然而却并未直接参与个别项目的发展。虽然有关部

中包括鲤鱼门海滨改善计划，牛头角下邨重建以及

顾以上的行业，了解他们的需要，协助他们适应转

门会邀请只有单一业主的工厦商讨活化详情，却暂

安达臣道发展计划等。与此同时，邻近的启德发展

变。研究亦致力收集各方持份者，包括工厦业主、

未有计划直接参与收购、重建等。现时活化工厦的

计划邮轮码头项目即将启用。此计划为东南九龙最

租户、使用者、创意单位、区内居民及其他相关持

主导权在业主手上，业主可按意愿决定是否申请活

大规模的发展项目。这些都不单使观塘区现存的工

份者的意见。在接受街头问卷调查的 511 名受访

化改变土地用途。因此申请活化的宗数始终偏低。

业和工贸楼宇的使用更具弹性，亦意味着观塘逐渐

者中，不少认为活化工厦的方向应该让工业、住宅、

自 2010 年推出活化工厦政策至 2012 年底的 3

由昔日以工业为主的市镇，演变成商业中心。另外，

商业及文化四者平衡发展，不宜一面倒侧重发展商

年间，政府仅收到全港共 88 宗活化申请。

近年多座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相继落成，如 apm、

业或住宅项目。除兴建商厦、商场及发展创意产业

MegaBox 等，更加速了区内的经济转型。

外，市民亦普遍支持保留工业用途，因此发展时可

总括而言，现时活化申请政策变相令商业和办公室

从工业、商贸到多元化发展 ?

20 世纪 60 年代初，政府同时开始致力发展卫星

踏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制造业继续北移，香

观塘区是九龙半岛东的一个行政区，东以飞鹅山为

城市，以解决香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土地需求和人

港的工业日渐式微，观塘工业区在香港经济所担当

考虑保留一定的工业设施，让适当的行业继续在区

发展成为主导。研究团队建议优化活化工厦政策，

界，南至鲤鱼门，西接启德，北达黄大仙。观塘区

口激增的问题。观塘亦顺理成章成为香港第一个新

的角色渐渐减弱。观塘的工业区亦逐渐转型，现时

政府锐意发展观塘成为第二个核心商业区。近年推

内营运。此外，亦有不少受访者表示，住宅和商业

以容纳更有效及更多元的活化。优化建议如下 ：

总面积约为 1 130ha，当中包括观塘市中心、牛头

市镇及新兴工业发展区，整个观塘南部被规划为工

观塘工业区内，从事制造业或轻工业的单位锐减。

出的一系列活化工厦措施，包括按实际发展密度缴

应该相互带动，才能得以平衡发展。

1. 研究分层改建的可能性，让未能达成共识的工厦

角、九龙湾、秀茂坪、蓝田以及油塘等主要区域。

业区，而工业区的北面则发展住宅，区内多个公共

即使有电子、制衣公司等，亦以办公室居多，只有

付土地补价和免缴豁免费用等，都鼓励工厦业主把

根据 2011 年的人口普查，观塘区人口达 62 万，

屋邨相继落成。随着工业的持续发展以及人口锐增，

少数的工厂将生产线保留于观塘。更多的空置工厂

工厦转成其他用途。然而与此同时，观塘区工厦租

受访市民普遍认为可考虑在工业区内发展公营房

2. 研究统一审批活化申请的可行性，尽量简化申请

占全港人口约 8.8%，为十八区中人口第二多的行

观塘事务顾问委员会决定在观塘区（即今日的裕民

大厦开始改建成商业大厦、货仓或其他用途。其相

金升幅显著，令不少正在区内冒起的产业都面临困

屋。值得留意的是，虽然仅有少数受访者（3%）

程序，方能鼓励业主主动申请活化 ；

政区。

坊的位置）建立一个商业区作为工业市镇的中心，

对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不少创意工业和特色商铺进

难。其次，业主亦指出要申请活化困难重重，使活

表 示 曾 到 观 塘 区 工 厦 参 加 文 化 活 动， 但 不 少 人

以服务整个东九龙。及后政府于 20 世纪 70 年代

驻，带来不少新的商机，此趋势以观塘道及开源道

化的进度未如理想。究竟怎样的活化才能有效地运

（51%）认为应向创意产业方向发展，可见市民对

观塘的近代发展起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战后

后期兴建地下铁路观塘线，连接观塘与九龙东的其

一带较为普遍。

用观塘区的土地和工厦，物尽其用，以及改善区内

把观塘工业区发展成文化创意汇聚点有一定期望。

展，协助重整工业区空间，减少土地用途冲突 ；

厂家从内地带来大量的资金到香港发展工业。由

他地区，令区内交通更为完善。

研究结果亦显示，最多人认为空气污染（326 人）
、

社区项目工作坊亦建议有关部门可重新审视鼓励活

3. 利用优惠、补助等，在不同地段鼓励个别行业发

道路的连接性，改善社区的环境和生活质素？
2001 年，城市规划委员会修订观塘工业区的分区

于当时牛头角及荃湾的工业发展已达到饱和的水

申请分层改建，改变用途 ；

平，政府一直积极寻找新发展用地。经研究后认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工业发展进入全盛时期，观

计划大纲图，把观塘区内的 65ha 工业用地改划为

工业区活化研究

塞车（318 人）和行人路太窄（305 人）是观塘

化工厦成为阁楼工作室住宅（loft living）或服务

为，观塘适合进行填海以发展工业。政府于是在

塘工业区曾经为香港最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各类型

商贸地带，显示该地段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为商业

为了令九龙东转型，发展观塘工业区是政府一项重

区工业区内首要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亦有一定

式住宅（serviced apartment）的可能性。发展

1956 至 1959 年期间于观塘南部进行填海工程，

的轻工业如制衣、电子、塑胶、日用品等纷纷涌现。

用途。政府在 2009—2010 年的施政报告中，更

要政策。观塘区议会属下专责小组于 2011 年 8 月

数量的受访者认为区内绿化不足（272 人）
，以及

阁楼工作室住宅，一方面能鼓励年青人创业，将单

范围主要包括现时观塘道、创业街、海滨道及骏

政府亦于观塘道以北陆续兴建公共房屋，为区内带

宣布了一系列有利工业大厦重建及整幢改装的措

至 2012 年 1 月委托香港大学建筑学院社区项目工

休憩设施不足。社区项目工作坊建议有关部门审批

位发展特色店铺、表演场地等创意产业。另一方面

业街一带，为该区制造大量新土地，兴建工厂大厦。

来主要的劳动人口，加速推动香港工业的发展。然

施，鼓励活化工业大厦。不少大厦局部或分层改

作坊，为观塘工业区的活化和地区改善愿景进行研

活化申请时，可提出附带条款，要求新建成或改建

亦能帮助年轻中小企业确立品牌，更能带动整体工

随后政府亦陆续于九龙湾及茶果岭等地进行填海

而随着内地改革开放，低廉的地价和工资吸引了不

装以切合新的用途，地面空间亦转型为银行、零

究，探讨观塘工业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的项目需要在地面腾出更多空间，让行人能穿过，

业区的活化。

工程，奠下了观塘作为香港其中一个具规模的工

少工厂，不少厂商纷纷向国内迁移，将部分或全部

售、展销场等商业用途。由于工厦单位租金相较其

业市镇的雏型。1961 年，观塘已经有 69 栋工业

生产线北移到珠三角等地。当时观塘不少厂房都空

他市区地段低廉，近年亦吸引了不少商业以外的团

研究范围包括观塘、牛头角及九龙湾一带工业区，

大厦落成，并有超过 90 家工厂在生产纱线布疋、

置，所以有部分被改装作货仓或写字楼，有些则重

体，如教会、画廊、艺术工作室等，他们的出现亦

东面毗邻观塘道，西面靠着观塘绕道，南面以翠屏

地尽其用，平衡各方意见

滨，在观塘海滨兴建大型音乐喷泉，兴建开合桥连

化妆品、药品、家具、成衣服装、电子用品、油

建为综合性住宅用途，如丽港城和淘大花园。九龙

为此区带来了新的特色。另外，市区重建局（市

明渠为界，北面伸展至九龙湾启祥道。研究并集中

近年活化工厦成为了观塘区的发展焦点，有不少工

接观塘工业区及启德跑道，发展绿色缓跑径连接观

漆、塑胶制品、藤器、纸制品、印刷品、金属制品、

湾一带由于开发较迟，早已有大量办公室出现。而

建局）于 2007 年 3 月宣布了观塘区中心重建计

分析观塘和九龙湾工业区的土地使用状况，综合现

业用地亦已改作其他用途。随着区内商贸稳步发展，

塘市中心及海滨，或发展地下行人网络等，借此优

精测仪器及机械零件等。

亦有相当多的工厦于近十年间相继转型为商贸大厦

划，希望通过市区重建，重整区内的基础设施及改

时的产业分布、土地规划、楼宇质素及楼龄等因素，

不少业主都把工厦主动活化成商厦，大型商场及办

化工业区环境，使各方面都得以平衡发展，让观塘

及商场等服务性行业。

善社区环境，以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除重建计划

初步勾勒不同地段的发展趋势。

公室相继落成。而同时，凭着观塘区的地理和租金

区发展为多元的优质社区。

168

或者作绿化用途，以提升行人路网络的质素。
区内亦可以发展特色夜市街，以横水渡连接启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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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城市哲学上，很难说三家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几乎可以说，在经历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城市

该项目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便是 ：规划师是继续

规划在很多城市开发中的失败后，大家都趋于谨慎，趋于重新珍惜那些传统城市中的成功经验，如对街

给城市动大手术，砍出大片空地，再在上面植入各

道网络、公共空间、绿化空间和城市肌理的爱护。三家方案设计思路和手段的差别，是在更细的层次上

种独立、巨构式建筑，继续加剧城市外部空间的割

展现出的。

裂，进一步恶化城市步行环境，还是利用这最后一
次机会，为城市疗伤，尽可能修复已被肢解、侵吞
殆尽的城市公共空间，竭力建立起西九龙与东部尖
沙咀和油麻地老街区之间的步行连接？

三剑客各显神通
不用说，三位杰出的规划师、建筑家都深刻意识到
西九头顶几大怪

达出对街面上城市步行者的冷漠。该楼盘占地约 6

了上述问题。细读他们提出对策的共同点和差别，

香港城市有诸多特色，其中包含两大精髓 ：便利的

公顷。同样大的地块，在九龙老区如油麻地可以细

做出明智选择和综合，对西九龙未来的城市发展至

公共交通和生机勃勃的街道文化。前者体现为发达

分出十几条街道、近四十个街区，让众多行人得以

关重要。

的地铁、公交、电车、航船线路以及相互间便捷

自由穿行其间，形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网络和小商业

的接驳 ；后者体现为密集的街道网络、频繁出现的

网点。但是高达四层的圆方商场作为一整个裙房将

总的来说，三家都不约而同地摒弃了二战后西方城

An review on the three conceptual planning schemes of WKCD

街道交叉口、小尺度的街区划分、沿街多样的小商

整个地盘满铺，将地盘内空间都纳入一个商场中。

市更新项目中盛行的现代主义规划模式——先将城

业设施以及——很重要的——似乎永远都不缺的人

商场内部的地铁、巴士和汽车流线倒规划得井然有

市中心开辟成一大片空地，再在其上放置一组独立

规划三剑客 决战西九龙

气——步行人流。有时走在铜锣湾、旺角的街道，

序，但却没有设一条公共步行街道穿行这个庞大的

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彰显建筑地标的震撼力。

我也会觉得有点太过拥挤。也许人口密度稍低点，

楼盘。城市行人要么被吸纳到商场里面，在以所谓

三家转而都强调城市外部空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街道稍宽些会让人更感舒适。但这只是个度的调整

“金木水火土”五大主题的精品店迷魂阵中，寻找

要比独立的地标建筑更重要。比如严迅奇的“文化

问题，香港街道文化的本质构成，总的说来是值得

自己要去的目的地，要么只能沿着 200 ～ 300m

经脉”案反复陈述美好的城市不在于“炫耀几个地

我们珍惜的。总之，便利的交通加上街道文化这两

见方的巨大地块外围绕行。更可怕的是，如果沿楼

标”
，而是如同“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城市图

大精髓，结合其它特征，形成的良好城市空间格局

盘外围在街面绕行时，该建筑没有向沿街开放哪怕

景，
“充满了群众活动的能量，一种延绵不断的城

在港岛、九龙比比皆是。

一家小商店，而是出示大片实墙和无数机房排气排

市活力”
。他们认为“西九文化区的设计精髓，是

烟口、后勤通道、车库出入口。真不知道是什么心

通过营造一个绿色互动的环境空间，产生一种‘能

理导致该楼盘如此敌视街上的行人？

量’……”库哈斯的“文化新尺度”案将构思概括

The Three Musketeers Battling for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西九文化区概念规划方案点评
text_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但是，西九文化区周边的城市环境现状如何？相信

为两部分，先是“草木繁茂的公园、辽阔的公共空

去过的人大多会同意我，也有两大特点，与香港的
城市精髓恰恰相反 ：极差的公共交通通达性和极端

前述两大怪物已对西九文化区西北边的步行环境造

间”
，
然后是“三个以‘村’的概念演化而成的社区”
。

反人性的步行环境！与紧靠东边的尖沙咀和油麻地

成极大破坏。紧接着再往东，第三个超大街区开发

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园”一案，一开始这样描绘

两个片区的小尺度街区划分、密集的街道网络、方

项目是正在修建的西九高铁总站。一方面，该项目

（理想的）城市：
“城市，是由小巷、街道、公共空间、

便步行的街区环境、热闹非凡的街道生活相比，西

是对城市有积极意义的 ：它不光是一个香港城市内

公园，还有平凡的建筑群和好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

九片区简直就是城市生活的死角和荒漠。

的交通枢纽，也是一个区域交通枢纽——香港连接

所交织而成”
。注意这里福斯特对城市元素的排序：

珠三角和全国高铁网的端点。按设想，它将为南边

先是一系列城市外部空间——公园、公共空间、街

随着西九高铁车站和文化区的建设，各种水、陆路

的西九文化区带来汩汩人流，确保西九的外来人气

道等（奇怪的是各项具体排序在中英文版本有所不

和地铁交通的延伸、接驳，也许该区域的公共交通

以及西九对香港之外区域的辐射力。但在另一方面，

同，但并不影响它们的整体思想表达）
，然后才是

通达性将会得到改善，但要挽救该区恶劣的步行环

无论建筑师多么精心地规划设计，该建筑本质上是

作为实体的建筑。而且，建筑中先是“平凡的建筑

境实属不易。这是因为城市规划得不当，已经在西

一个大型、集中的铁路客运站。它需要巨大的室内

群”——大量的“普遍的”建筑，最后才是“几颗

九文化区北部制造出至少两个庞然怪物，极大地扼

空间和室外场地来集散众多人车流。形成尺度怡人

公众的文化宝物”
，即少数几个地标性建筑。

杀了城市地面层本来可能具有的生机。

的街道步行空间并不是它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恐怕
也很难做到。

简言之，在整体城市哲学上，很难说三家之间有什
么不同的意见。几乎可以说，在经历了 20 世纪现

第一怪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和西区海底隧道收费广
场。规划上仅关注南北向的快速车行交通，却严重

于是，在城市地图或卫星照片上，我们会赫然发现，

代主义城市规划在很多城市开发中的失败后，大家

割裂了西边油麻地避风塘海滨和西九海滨长廊与东

西九文化区北部头顶三大块巨构——西九海底隧道

都趋于谨慎，趋于重新珍惜那些传统城市中的成功

边城区的步行连接。现在空旷、冷漠的车道上空只

口、圆方综合体和九龙高铁站。它们并排联在一起，

经验，如对街道网络、公共空间、绿化空间和城市

有一个孤零零的天桥来应付可怜的步行者。

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其特征表现为超大街区划

肌理的爱护。三家方案设计思路和手段的差别，是

分、巨型建筑、令人望而却步的步行环境等。这与

在更细的层次上展现出的。下面我一一评点。

第二怪是紧邻西九龙公路东侧的圆方商场，其上部

紧靠东边的尖沙咀和油麻地的密集细微的城市肌理

香港西九文化区的建设项目恐怕是当今世界上规

斯）
，各自领取酬金约 4 900 万港元，经过一年的

“西九兴亡，匹夫有责”
。我去仔细看了展览，研读

包括 ICC、天玺、擎天半岛、漾日居、凯旋门、君

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九龙老区的城市质感看起来

福斯特案

模最大，最雄心勃勃，也是一直富于争议性的文

闭门铸造，终于向香港公众亮出自己的绝招。三个

了各设计公司提供的资料，产生一些个人看法，想

临天下等一组超高层塔楼，地下为九龙机铁站和

像是由织布机细密编织而成，那么西九新区则像是

我个人归结起来，该方案由三项中心元素构成 ：街

化建设项目。三家规划设计顾问公司——英国的

概念规划方案在香港会展中心等地展出，进行为期

提出来，与大家交换意见。在直接讲我个人看法前，

地铁站——一个超大规模的商业楼盘开发。本来这

个超人医生在挥舞大砍刀给城市动大手术 ：先整块

区、公园、独立地标型建筑。

Foster + Partners（以下简称福斯特）
、香港的

3 个月的公众咨询，收集市民意见，最后西九文化

我认为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基地的现状——这是我评

样一个大型综合开发项目，它所带来的三维交通连

整块地切除，再大块大块地植入异物。

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李严或

区管理局将“综合各方意见”选取一个主导方案。

判各方案的出发点。

接、大量的人气和商机对城市片区发展可能是好事，

严迅奇）和荷兰的 OMA（以下简称 OMA 或库哈
170

但令人叹息的是该楼盘几乎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表

街区
那么，回到西九龙文化区规划这个话题，在我看来，

在基地东部，福斯特规划了一条带状的城区，以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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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李严案

福斯特案

求得与基地外边缘现有的街道网络连接起来。沿

要因袭 19 世纪的曼哈顿中央公园的模式，是不

第三栋是规模最大的、卵形大型表演场地 + 展览

但更有趣的是，
“东方主义”的许李严案与“普世

上是一排体积大得惊人的低层建筑，其顶盖上通过

反对超大项目、和底层百姓打成一片、积极保护地

南北向，除连接高铁站战前广场和城市干道外，

是太因循守旧了点？我想说，现在只是“概念规

中心。福斯特将这块巨石放在面海的基地西北角，

主义”的福斯特案，不管各自说法上有多不同，在

覆土培植出来的屋顶花园。

方社区的美国老太太 Jane Jacobs。库哈斯介绍

福斯特还细化街区，在楼与楼之间留出很多空隙，

划”阶段，关键是要做出决策，要不要这样一个

以足够的场地来解决人车流集散，减少对东部城区

很多重大决策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李严案

让海风和海景渗透过去。沿东西向，福斯特设有

“城市公园”？如果要，至于公园到底是什么形式，

的冲击，这可算是一种理性的决策。但对我来说，

在基地上自北向南，平行排列了三条东西向的空间

另一个重要不同是对地标建筑的摆放。不同于福斯

三条平行街道 ：北边利用现有的柯士甸道（规划

什么才是“21 世纪的城市公园”，可在下一步公

产生一个遗憾 ：从港岛这边向西九龙望去，我们将

带 ：以商业楼宇为主的城市带、以文化设施为主的

特将所有大型建筑都远离海滨，隐身到公园森林背

有高架轻轨电车，协助东西交通）；南边是海滨长

园设计中探讨。坦率地说，看到福斯特案中的公园，

看到郁郁葱葱的海滨公园，而歌剧院和大型表演场

文化带以及滨海绿化带——在平面规划的大结构关

后的做法，许李严大胆地将一座大剧院放在基地西

廊，向东与九龙公园相连，向西引向一个巨型海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个巨型海滨公园如真能实现，

地 + 展览中心，这两颗“公众的文化宝物”
，都将

系上，许李严案和福斯特案如出一辙。二者的差别

南角，颇有悉尼歌剧院背靠公园和城区，面向海港

“村落的概念可以海纳百川，将社会各界繁多而看

滨公园 ；在这两条道中间，是一条步行的“中央

即使西九文化区其他所有设施都不修了，都可算

隐身在公园森林背后的两个角落。

体现在具体的街区划分和建筑形态的几何控制上，

优雅绽放的风范。当然，这一定位会陡然给海滨公

似矛盾的期望消化、摆脱以庞大浮夸的建设来满足

大街”
，可称为整个带状城区的脊柱。街北边多是

是西九对香港城市的一大贡献！

城市剖面配置上以及其他一些细节上。

园增加一系列交通、后勤的麻烦，设计不好也会毁

大众的迷思，并能消除‘新’
、
‘旧’九龙之间所可

掉海滨公园的纯粹性。但我仍认为值得仔细论证和

能存在的疏离和对立。
”显然库哈斯敏锐地意识到，

较高层商业开发楼宇和少部分小型文化设施，街

这种做法当然很安全——谁会不喜欢看到一大片公

他的西九文化区由三种元素构成：村落、园林地貌、
街道风貌。

村落

南边则是一排主要的文化设施，如大中型剧院、

独立地标型建筑

园呢？但这姿态是不是过于消极？有没有可能在西

在几何控制上，福斯特案主要以矩形、方形来划分

争取。如处理得好，为海滨公园画龙点睛，为维多

在过去十年中，九龙开发中陆续出现的一些超大商

音乐厅、戏曲中心、舞蹈戏剧学校、M+ 博物馆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中有些规模庞大的建筑是很

九文化区的海边，至少放“一颗公众的文化宝物”
，

街区和配置建筑体量，使大部分街区和建筑物呈现

利亚港平添一顶“文化皇冠”
，何乐不为？

业楼盘开发（其中最典型的就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怪

以步行街的方式将众多文化、商业设施组织起来，

难被有机地融入街区内部的。它们必然要求有开阔

如同悉尼歌剧院那样，优雅而自信地向维多利亚港

为“平凡的”街区和建筑。在这些平凡的城市空间

一方面与东部九龙老区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内

的空地，它们从城市连续肌理中独立出来，有潜力

呈现出来，成为在港岛这边隔海相望的鼓舞人心的

框架中，有几种异样的元素跳出来，比如一条对角

简言之，许李严案在一个本来很清晰简单的总体规

密的城市肌理和文化多样性。与福斯特和许李严的

部营造出更为悠闲、舒适的街区气氛，这让我想

起到地标的作用。这些建筑就属于福斯特所说的
“几

视觉焦点和文化符号？

线街道南北切割下来，呼应北部高铁车站“动态的”

划结构基础上，发展出高度一体化，但在几何上又

一体化街区的集中规划不同，库哈斯的策略是将建

起纽约的百老汇剧院街区和伦敦的西区剧院街区，

颗公众的文化宝物”
。

形体和人流，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几颗公众的文化

是一个显得错综复杂的城市综合体。它几乎把一个

筑群化整为零，分为三个独立区，即他所谓的三个

我这里只想集中探讨大的空间规划布局问题。福斯

宝物”都各自有着独立的几何形态等。相形之下，

城区当作一整栋建筑在设计——一栋下部有连续不

“村落”
，中间以两片开阔绿地分隔开。三个“村落”

就福斯特案具体而言，第一栋地标建筑是卵形歌剧

特案还有其他一些有特色的想法，如交通规划、零

许李严案将对角线、斜切和尖角布满整个基地，从

断的巨型裙房，上部摆放一系列高层塔楼的巨构建

公园

院。福斯特将它放在基地的中央靠北地带，恰好位

碳排放目标和单体建筑剖面的综合利用等，我就不

街区划分一直到低、中高层的建筑形体塑造。与福

筑。反复观看图纸和模型，在欣赏很多精彩场景之

福斯特案，既然名为“城市中的公园”
，其更显著

于中央大街和海滨公园的交界处，使它既成为中央

再展开讨论。

斯特案的“平凡的建筑群 + 几颗公众的文化宝物”

余，我也产生疑惑 ：该文化区与其说是一个文化、

“东艺——M+ 视觉艺术村”位于基地东端，实际

的特征是将大部分建筑都紧凑地规划到一个带状城

大街的东端结束点，又成为海滨公园的西部起点。

的等级鲜明的城市构图原则相比，许李严案似乎想

娱乐、休闲场所，会不会更接近香港的一个超大规

上是一个以条状单元层层交叠起来的巨构建筑，其

区内以后，得以腾出一大半滨海的基地，将之变为

这一招，同时迎合了两种歌剧院的定位传统，一是

许李严案

让某种“动态的”几何语言涵盖全区，使整个文化

模、高密度的商业楼盘开发？建筑师对“清明上河

空隙或可称立体的步行网络，与九龙街区有多层面

一个 19ha、内有 5 000 棵树的壮丽海滨公园。

歌剧院作为城市街区中的地标——如巴黎歌剧院，

比较一下福斯特和严迅奇是如何开始他们各自的规

区都显得不平凡，以表现他们所追求的“能量”。

图”的追求，会不会在实际结果上成为比尖沙咀广

的衔接。

另一个是歌剧院作为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地标——如

划，构思介绍得会很有趣 ：福斯特以他特有的“普

悉尼歌剧院。这一箭双雕的规划手法，相当精到！

世主义”口吻，陈述道 ：
“城市是……”——似乎

在城市剖面配置上，福斯特案的特点是有松有紧，

所有的好城市，不管在哪里，隶属何种文化传统，

松紧对比很强 ：建筑剖面上紧，强调各种项目的三

OMA 案

巨构建筑。它以一个南北向巨大“甲板”
（连续的

颇产生一种期待之情。

这规划上一紧一松的招式——一边是与现有九龙
老区相连的紧凑街区，另一边是宽阔的滨海公园，

物圆方商场综合体）
，正在急剧地破坏九龙老区细

分别叫“东艺”
、
“西演”
、
“中城墟”
。

东道更“高能量”的“周日商业街购物图”？
“西演——剧场村”位于基地西端，是一个水平的

高度的城市性和慷慨地回归自然相辅相成——令

第二栋是个环绕西区海底隧道口的 U 形酒店及其

其遵循的某些本质原则是一致的。而严迅奇则以一

维组合，以高效利用建筑室内空间 ；城市外部空间

如果说在讲解构思时，
福斯特靠宣扬“普世城市观”
，

公共空间和屋顶平台）连接所有规模、形式的表演

我激赏！不用说，这公园让人立刻联想到曼哈顿

延伸段的能源中心。福斯特充分利用该建筑线性的

个“东方建筑师”的姿态，先兜了一个“文化”的

上则很放松，如中央大街就是地面上的一层步行街

严迅奇强调“东方智慧”
，那么库哈斯呢？有意思

艺术设施，包括大剧院、音乐厅、室内乐演奏厅、

的中央公园——它为纽约增添了多少魅力！而在

特点，一边利用它阻挡隧道口的交通噪音，另一边

圈子，自问道 ：
“为什么我们会对‘清明上河图’

（地下设有车行通道）
，海滨公园就是地面上培育出

的是，在宣传短片中，这位 OMA——“大都会建

中型剧场和黑盒剧场等。

香港，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城市公园。维多利亚

为该酒店争取到“无敌”景观——海滨公园、维多

如此着迷？为什么我们要西九？”接下来，严迅奇

来的自然公园。相形之下，许李严案则显得处处都

筑事务所”的创建人，
一生鼓吹大都会文明，
赞美“巨

公园只不过是一大堆球场加几簇绿地，而中环的

利亚港和港岛的景象。我认为这是整个福斯特案中

的设计介绍便循着这两个问题展开，最终想证明，

很紧张、用力 ：街道几乎是三维的街道，在许多地

大”和“拥挤文化”的建筑师，这次来到早已充斥

“中城墟——中村”位于基地中部，颇像一个“微

香港公园充其量是个放大了点的园林，九龙公园

最有想象力的单体建筑，将我痛恨的西九海底隧道

方有好几层转换，地面本身也有大量起坡、翘曲，

着巨构建筑，可称得上“拥挤之都”的香港，突然

缩九龙”
。除了戏曲中心和首映剧院两栋大型独立

过于拥塞和人工化。也许有人说，在 20 世纪还

口“变废为宝”
，堪称神来之笔！

再加上空中廊道纵横交错。许李严的滨海公园实际

摇身一变，显得更像他过去常讥讽的，一生致力于

场馆外，该村的城市形态模仿老九龙的城市肌理和

172

“清明上河图”的精髓，实际上被转译到他们的规
划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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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城墟”内的街道，再穿过第二个公园的菱形

示了天桥、地下通道和公交车等手段。但所有这些

题的关注点和探讨深度上也不相匹配。比如许李严

“阡陌”
，最后才能抵达“西演”——这几番急剧转

附加手段，在我看来，都不足以弥补整个规划上结

案的一个中心特征是沿海滨设一片巨型、连续的多

构性的缺陷。

层裙房，其屋顶形成人工坡地公园。但展览中却没

换的空间场景和格局，会给步行者形成一种连续的

有出示一张完整的横剖面图或平面图，向观众展示

“街道”体验吗？我很怀疑。坦率地说，我甚至都
怀疑 OMA 案中如此片段化的步行规划，能否真正

综上所述，OMA 案将文化区化整为零，在城市形

绿色顶盖下部究竟是什么空间，其内部的交通组织

有效地将尖沙咀的人流引导到基地最西端，近一公

态和外部空间塑造上显得极其多样和生动，但同时

如何，等等——这为专业观众理解和认同该方案构

里之外的“西演——剧场村”
。

也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巨大矛盾，即三个村落各自的

思造成困难。1.5 亿港元实际上换来的是不是只有

独立性和步行交通所要求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

现在展览的这些材料？如不止这些，西九文化区管

地面人流从哪里来？

理局和三家设计公司有没有可能更全面地公布设计

我在本文开头就提出，由于西九文化区周边规划不

下一步？

当，已经形成非常恶劣的地面步行环境。文化区的

像西九隧道、圆方商场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城市的怪

规划，不能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 ：主要的步行人流

物项目，之所以能得以实施，要归咎于政府过于依

二、
尽可能将问题细化和具体化，
让外行不光看热闹。

将从哪里进入基地？

赖自上而下的精英统治——以为少数几个政治、商

现在的概念规划展览动用了很多生动的展示手段，

业和技术精英，关在黑屋里，拍拍脑袋，就能绘制

如卡通、动画等，相信能帮助非专业人士理解一些

出完备的城市蓝图，甚至可以主宰整个城市运作。

泛泛的规划构思。但如果人们还想了解更深层次的

OMA 案

OMA 在交通规划上的最惊人之举是在基地西北

成果？

信息，得出自己的精确判断，其实还是有一道很高

部，远离红线外，在油麻地避风塘海湾上空增设一
个巨型“环回吊桥”
。具体做法是将佐敦道向海里

所幸的是，近年来香港市民意识普遍觉醒，越来越

的专业门槛横在眼前。这不光因为展览中的大量图

延伸出一个巨型圆弧桥梁（被一个巨拱悬挂起来）
，

多的人愿意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出来，对城市项目发

纸和模型仍显得高度专业化，还因为三个方案是各

在海面上绕个半圆后，抵达文化区北端的柯士甸道，

言。这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监督政府和规划专

自独立展览的，它们展示问题的角度、深度和侧重

“既方便汽车进出，又可让游人随意步行和踏单车”
。

家，帮助他们避免在建设上由于盲目决策而导致的

点不尽相同，这使得非专业观众很难在三家之间进

这时，那个赞美村落可以“摆脱以庞大浮夸的建设

重大失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董建华时代创立

行清晰的横向比较。我在想，在咨询期间的公众论

街道网络。它包括四排东西向密集排列的小塔楼，

也隐隐觉得有种失落感——如果在建筑层面上，福

起点和终点要有强烈吸引力——这样才能产生人流

来满足大众的迷思”的 Jane Jacobs 式的库哈斯，

的西九文化区项目，在 2002 年选中了福斯特的

坛等活动中，管理局或民间专业机构能不能帮助公

内含各种小型娱乐、餐饮、文化设施。四排塔楼间

斯特的美学趣味过于主宰西九龙文化区的话，恐怕

运动；要有连续性——街边（最好是两边）有连续、

似乎又摇身一变，变回到那个迷恋超现实巨构的库

方案——“天幕”
。如果当初没有民众的严厉批评，

众，将规划涉及到的各类问题尽可能细分，逐项列

夹着三条平行的公共空间，自北向南依次为 ：社区

九龙老区那丰富、混杂的生活质地将不会被重视，

多样的小商业设施围合，避免中断 ；街边围合要有

哈斯。以极夸张的文风，OMA 宣称这个“宏大的

那个疯狂的超级巨构在今天恐怕已在实施中——那

出来，再相应地介绍各规划方案的解决之道。比如，

农田 + 树林公园、艺墟（艺术市场）
、露天市集以

一切都将在福斯特的美丽新世界中被“升级”
、
抛光，

宜人的尺度 ；尽可能达到网络性——不是孤立一条

方案”是为了“纪念”西九文化区使香港成为“文

将绝对是对西九龙城区的最后一记致命重创！

在海滨公园塑造上，三家各自的提案如何等。这样

及最南端的海滨散步道。

被“ 城 市 绅 士 化 ”
（gentrification）
。OMA 案 则

街，而是形成纵横交错、密集的街道网络等。

化交汇的中心点”的历史时刻，
“这建设媲美纽约
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和东京的银座 ……”

不同，它呈现出拼贴画般的多样图景和质感，令我

公众才能真正理解各方案的异同，也才能切实提出
而今政府另起炉灶，开始又一轮规划设计。西九文

自己的意见。

园林地貌

感到趣味横生。显然 OMA 十分珍视九龙老社区中

显然在 OMA 案中，最符合上述条件的是“中城墟”

在上述三个村落之间，OMA 插入两大片开阔绿地。

丰富、杂糅的文化和生机。在项目配置规划和图景

中艺墟（艺术市场）和露天市集——它们本来就是

这基地之外的超级巨环，会不会将美丽的避风塘海

就西九论剑，可谓对规划构思重视之极。接下来便

但愿这新一轮西九龙文化区的构想和建设，能摆脱

西边那片在北部还以一个大型露天剧场覆盖在西九

描绘上，OMA 有意识地抵制单一的“城市绅士化”

借鉴了九龙老区的街道格局。
“东艺”紧靠尖沙咀

湾彻底毁掉？将为西九文化区额外增加多少造价和

是公众参与阶段。管理局宣布用三个月时间咨询公

少数几个精英就能主宰城市未来的乌托邦旧梦，转

海底隧道口上空，既阻挡了下部车行噪音，又使上

趋势，竭力想把高雅与草根文化、全球化与九龙本

闹市，很容易吸纳大量步行人流，所以也有条件在

法律纠纷？是否真能改善西九交通？是否真的能

众对三个方案的意见，以作为选择最佳方案的参考。

而强调城市的打造是一种集体性的、开放的过程。

部观众获得向南看绿地、海港和港岛的开阔视野，

地社区、都市和乡村等多重矛盾的因素并列或交织

地面层形成很好的街道。不过其多层的“空中街道”

起到激动人心的地标作用，而不沦为一个空洞的姿

问题是 ：这三个月能否真正起到公众参与的作用？

市民的积极参与，多种阶层、社团之间的多层次、

其展示的场景颇为引人。东边那片，北部正对高铁

起来——这一思路，在我看来，是 OMA 案为西九

在现实中恐怕就是空中走廊，因为在多层空中已经

态？等等。我这里将所有这些问题都留予别人评说，

还是仅仅走走过场，最终又是几个精英人物关在屋

多方位、持续不断的讨论、争执、冲突、妥协是促

火车站，可自然成为火车站人流集散空间。东西两

龙文化区的定位和开发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很难再建立起两边连续的商业网点，而且失去了与

只针对步行交通发言。在我看来，OMA 的这一招

里拍脑袋决策？

使一个城市走向健康发展的保障。

地面街道网的紧密联系。
“西演”靠大空间、大平

简直就是对自己规划方案的一个自杀行为，因为它

台组织人流，与街道概念完全无关。

一下子显露出 OMA 在步行交通分析上是如此的不

我本人算是位建筑专业人士，阅读展览中的文件不

靠谱。现实是佐敦道在靠近圆方路段根本就没有什

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即使这样，从看展览那天起，

片绿地显得各自很独立，远没有福斯特案的海滨公

化区管理局不惜动用 1.5 亿港元，请三家设计公司

园那么完整、连续。但是 OMA 的设计说明强调二

然而，在赞叹之余，我对该方案的总体规划结构有

者之间由“中城墟”中的社区农田 + 树林公园相连，

一个深深疑问 ：三个村落和两片绿地，各自独立性

东段又与九龙公园连起来，所以仍将所有部分合在

都很强。它们在基地上自东向西一字排开。那么，

但无论如何，我对 OMA 的街道概念产生的疑惑，

么行人，即使有几个，他们也不会愿意在“环回吊

经过研讨各种相关资料，到基本理解三个方案，并

一起，统称为一个名为“新境界”的“香港市区最

在地面层，靠什么因素能有效地组织起连续的步行

并不在这三个村落内部，而在它们之间的两块开敞

桥”上顶着烈日，走一公里到文化区。再说，这悬

能整理出这样一篇个人意见，共花掉了五天时间。

大的公园”
。OMA 显然还试图用公园的地面图案

人流，将各空间组团连接起来，而不至于使各部分

绿地，即所谓“园林地貌”构成的公园。当街道进

在空中的一座孤零零吊桥，又如何能与处在闹市中

而要让香港广大行外人士首先读懂三个方案，又能

设计来强化景观设计的一体性。他们声称受香港稻

成为过于孤立的社区呢？与福斯特案和许李严案一

入这两片开敞的绿地，还能称之为街道吗？恐怕

心，极易步行的商业街道纽约第五大道、巴黎香榭

切实提出个人看法，相信不是件易事——这三个月

田、鱼塘的地貌启发，提取出菱形网络图案，统一

样，OMA 也想靠街道。

只是道路而已。一条好的街道，如上所述，其魅力

丽舍大道和东京银座相提并论呢？

的公众咨询期是不是太过紧迫？有没有可能延长为

来自于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两边建筑实体的围

叠到全区的绿地地面上。
“阡陌”交错的路径是人
行道和单车道，路径框定的一块块“田园”中将填
充草原、花园、竹林、果园和池塘，甚至小型农田
等多样景观。

街道风貌

六个月？

合、两边商业服务设施的搭配等。而 OMA 案中公

文化区的西部，如前所述，因为头顶海底隧道口和

“街道生活是连接三个村庄的主干，它联系着普罗

园地面上的“阡陌”菱形图案，只不过是开敞空间

圆方商场两大怪，是很难在地面上争取到大量的步

无论如何，如果政府要真的追求有成效的公众参与，

大众、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演艺家，亦把各式各样的

中的各种斜向的散步道而已。道两边没有明确的空

行人流了。真正有潜力的应是基地东北端的高铁车

我认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三家设计公司至少还应
该做以下两件工作 ：

文化艺术串联起来。
”——OMA 这种陈述在理论上

间和功能围合，并不具备很强的人流导引性。也许

站站前广场和基地东端的尖沙咀闹市区。福斯特案

这里我暂且绕开对规划的理性讨论，简略比较一下

没错，而且其实是三家共享的城市哲学，那么这种

在人流导向上，
“中城墟”和“东艺”中紧凑的街

深知这一点，所以将整个文化区的街区集中规划在

我对福斯特案和 OMA 案的不同美学观感。福斯特

以街道来组织城市空间的思想在 OMA 的规划中实

道方格网与“园林地貌”上松散的菱形散步道在根

基地东北边。而 OMA 的“三个村落”策略，将所

一、尽可能全面地公布设计成果，让内行看到更多

案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和清晰性，让人基本可预见

际贯彻得如何呢？很遗憾，我认为是有很大缺陷的。

本上就是相互矛盾的两个体系。

有剧场都放在基地最西端的“西演”里，为自己制

门道。

造了一个巨大难题 ：如何将基地东端的主导步行人

就每家设计公司获 4 900 万的设计咨询费，长达

西九龙未来发展的图景。但是它所展示的图景，尤
其是对街道生活的描绘，似乎总弥漫着一种中产阶

宽泛说来，要形成有生机的街道，通常需具备几个

设想一股人流从东部尖沙咀进入文化区，经过“东

流引导着穿过整个基地，到达基地最西端？当然，

一年的设计周期而言，现在的概念方案展览和官方

级雅皮社区的气氛。这让我在感到舒适和安全之余，

条件 ：最好在地面，或至少有很好的地面通达性 ；

艺”后，需走过第一个公园的菱形“阡陌”
，再经

除了前面我已分析过的“街道”外，OMA 案还展

网站公布的设计成果显得过于简略，且三家对各问

174

2010 年 8 月 25—31 日
（本文图片来源 ：
“西九龙头顶几大怪”部分中图片为钱坤协助拍摄
和制作，深表感谢！其他绝大部分图片选自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官方
网站以及作者参观展览所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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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升级 Urban Upgrade

这篇短文涵盖了近六十年关于公共空间的辩论，以鉴定公共空间已失去原有的社会功能和品质。在这超
商业化社会的主导下，公共空间已完全单一化了。虽然香港及许多亚洲城市为了经济的发展已演变为金
融城市，在这些亚洲城市当中还是有许多精彩的社会阻力和对策案例。城市与市民必须逐渐索回自己的
社会政治方向，其公共场所才有可能开始表现出一个健康社会的存在。

Public Space and
its Reconfigured Public
Hong Kong and other Asian cas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公共空间及其重置的公共性
全球时代的香港及其他亚洲城市案例
text_黄向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九龙“墙城”住宅社区（1991）周边的市民公园空间拆除后，roger price1991 年

要求。在香港，人行系统或许比任何传统形式的
[3]

公共空间都表现出更强的公共性。

[2]

加坡的国家特征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私
人个体和投资者组成的极易瓦解的人口群体。

街道是成形

于 19 世纪巴黎的一种公共空间类型，奥斯曼式的

系统地私有化

林荫大道旨在展示拿破仑的凯旋游行、城市美化

Gerald E. Frug 认为，公共领域演进只存在唯一

当私有化持续升温之时，似乎仍有一股居心叵测

并全面控制了暴徒。Zachary Neal 在该书的简介

方向，即反向发展至极度私有化。上世纪后半叶，

的私有力量在提供和管理着公共空间

中将这一类型并入公共空间，并表示 ：
“这类公共

冷战政治绑架了美国的公共领域。公路系统、基

心大肆吹嘘自己的公共性，而这些少数人的公共

础设施以及社会系统等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遭

空间真正关心的却是公众手中的“购买力”。在公

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最终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全方

共与私有的结合点上，不难发现从私人口袋里收

空间定义狭隘，急需一个更为动态的新定义。”

汇丰银行关闭底层公共空间闸门后导致家政人员和码头罢工工人不得不占用周边的城市走道，作者摄于 2013 年

劳工几乎不可能到达这些“上层阶级”的区域。

[4]

[6]

[11]

。购物中

在香港，诸多确凿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人行系统

位重置，David Harvey 称之为“城市革命” 。

回的“公共”利益反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私人”

体现了如此重要的公共性。首先，办公综合体如

城市不仅缺乏公共举措，还在公共教育、住房及

利益

交易广场、国际金融中心及其商场等带来极大的

用地方面采取隔离政策

[7]

公共交通需求。巴士总站的设立不仅满足了这个

郊区化及封闭式社区四处蔓延

需求，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次是关于该网状

社会主义之嫌，政府及开发商竭力阻碍社会保障
[9]

。随着城市中心的衰退，
[8]

。为了避共产、

[12]

。无论是香港或上海，伦敦或纽约，甚至

旧金山和西雅图，所有关于“私有公共空间”
的政策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14]

[13]

。通过常见的容积

率补偿措施，私人开发商提供并维护部分公共区

在建筑话语中定义公共空间的角色并非易事，在

能早已不属于公共

。这些转型的空间特征，受

生产的本源性。这里借《没有底面的城市 ：香港

空间的主导身份问题。他们是否确实履行了公共

房等公共事业的发展

。后冷战效应造成的美式

域。在香港，这些措施还激励开发商提供社区会

商业化的实践过程中，公共空间与其他领域发生

制于全球化带来的空间处理和类型学上变化、强

导则》诠释一些新问题。香港具有完全开放和自

职能？香港长期依赖于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家庭

系统私有化在新加坡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参与

堂、老年中心、公共开放空间、人行通道、巴士

错综复杂的关系，却依然存有“公共领域”的特

势的市场力量、初生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新

由的经济，又处于中国这个独特政治经济体的边

雇佣工人，尽管歧视案例屡见不鲜，然而他们却

全球交易，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机构重整计划在十

总站等政府、机构或社区的项目

型的市民及国家形式，以及对政府角色的抵抗和

缘，其敏感性以及与亚洲其他案例的比较，能够

能在人行系统上安营扎寨。《没有底面的城市》详

年前到达鼎盛——全面实行商业化，放弃公共职

不应将一个城市的公共职责降级为单纯的开发项

怀疑。

揭示公共空间的新动向。

细描绘了这个独特现象

[5]

，却没能揭示现象背后

责。新加坡 CPG 公司曾经是政府下属的公共工程

目，就公私合作的形式而言，自 1961 年纽约市

所包含的周末活动普遍性、人群流动性以及日常

处，主管学校、医院、公园、军事基地等公共建

区划决议首次尝试起

人流之间的紧张形势和矛盾。在迪拜，外籍劳工

筑设施的设计和建设 ；如今它已成为被交易的私

用。因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公共空间的设计和规

占比达 70%，但境遇却截然相反。公交路线竭力

人公司。新加坡的“向外出售”政策与中国“向

划，将其可达性和自治性最大化，从而抵制公共

性

[1]

。从商品的角度出发，围绕公共空间所展开

的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在建筑师和规划师为公
共空间欢声雀跃之时，似乎仍未意识到在其设计
和生产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交换条例早已剥夺了

若要检验公共建筑和空间，首先需要回顾 2000

受益方的利益。无论公共空间如何自诩、设计，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建筑研究比尔寺中心召

或者在美学和类型学上兼备公共的特征，却很可
176

开的研讨会，该会以务实的理念明确了公共空间

公共的城市系统
《没有底面的城市》为游客展示了香港复杂的人行
天桥系统，同时也表达了这个公共主体对效率的

避开景点和本地人居住区，搭乘公交通勤的外籍

外收购”的政策不谋而合

[10]

。也许几十年后，新

[16]

[15]

。且不说政府

，就从未达到其应有的效

空间商业化。在香港，强大的商业氛围和空间伪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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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冷战也许只是掩盖

市场经济暴利驱动的借口，因为私有化可以带来
更丰厚的回报

[34]

。私有化的影响遍及全球，无论
[35]

有底面的城市》中对人行系统气温环境的细致描

费社会的阴险之处在于，它渴望世界和平、零歧

纪以来人们从追求殖民地情调，到如今的国家象

述将私有与公共的区别反映得淋漓尽致——盈利

视以及最大的自由

空间配置了空调，而公共空间则没有

[17]

。

[20]

，从而保证令人放心的消费

环境，公司就可以在世界各地长驱直入，以获得

征和旅游业宣传口号中，植物逻辑放纵的制高点。
新加坡的公园仅起着抚慰作用，与公众参与无关。

显眼的消费空间、廉价的劳动力、最低的环境赋

中国的超级大街区，还是香港城市重建中被合并

间的理想，这些微小的改变就会一直处于抵制状

的小用地，都将城市的未来指向私人牟利的封闭

态，直到饱和。

。

[37]

。

［1］Jürgen Habermas, “The Social-Structural

Press, 1958) 38-49. In contextualiz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realms through history, we realiz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as Privately Owned Public Open Spaces. In New York and

that despite clear legal and scientific rationale behind the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ondon, they are known as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use and protection of public spaces, these conditions are

1989), 151-8.

In Hong Kong, they are known as Public Open Spaces, and

indeed dynamic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Following

［2］Hashim Sarkis,“On the Line between Procedures and

in Melbourne, they are calle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rendt’s analysis, we are in an era that is witnessing the

Aesthetics,”in Ockman, ed., The Pragmatist Imagin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re tends to be an advocacy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group in a number of these cities, as a watchdog that

Princeton Architecture Press, 2001), 92-103.

champions the protection and appropriate management of

公共空间的历史就是隔离的历史。公共空间旨在

如国际金融中心、中央广场。然而他们所处的位

权。空间的设计拒绝任何强硬的表达和反抗。然

提供开放的公众表达平台。当政府处于适当的位

置和设计手法，却拒人千里。私有公共空间只有

而公众似乎无力去批判和反思这些发生在眼皮下

置、受人们拥护时，公共空间会成为国家活力和

加强空间管理、防止另作他用才能成功。尽管失

的不公。Michael Sorkin 说，公共空间已死

政治健康的标准。因而公共空间应当容纳全方位

［4］While the inv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its origin was

。

的公共活动，包括庆典、公众质疑以及社会问责
[26]

依旧令这项措施大行其道。介于公私合作的强大

[27]

。公共空间的功能与时俱进

。尽管我们所处
[28]

力量，目前私有空间完全有可能通过财政上的激

绿色是公共的

的时代比过去更加包容，人们的思想更加开化

励转化为公共空间。政府需要寻找心无旁骛的开

休闲空间由来已久，他们与公众的关系则进行了

我们仍需要将政治功能还给公共空间，而不是将

发商共同商讨后继的激励措施。

调整

[23]

。公园是休闲空间的主流形式，而绿色则

他们对立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在如此多元化和包

是加强其公共性的关键。公园的诞生可追溯到中

容的 20 世纪，尚塔尔·墨菲仍然呼吁自由民主社

消费空间

世纪英国国王和君主管辖的公共领地，通常举办

也许居依·德波的《景观社会》是对消费社会最

一些农业或社交活动

严厉的谴责。德波认为市场经济规律完全是由“自

[25]

由市场”独裁的一种官僚体系

[18]

。将产品和工人

，

[24]

。在英帝国的殖民计划中

会下的人们需要更多的民主形式

[29]

。她始终认为，

只有集体认同感才能带来真正的公众参与。

运用暴力手段隔离了被殖民者。在迪拜，公园和

隔离的工业生产过程，也体现在商品和消费者的

高尔夫球场同样隔离了外籍劳工，在一片人工的

论家一样，墨菲也直接抨击冷战政治的影响，她

关系中。当我们只关注成品，而不再关心生产过

生态系统和绿色都市中向世人展示一个安稳、放

认为“共产主义的瓦解以及本世纪政治前沿幻象

程时，“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就统领了空间，切断
[19]

了社会之间的纽带”

松和悠闲公共空间。

的破灭，导致了社会中政治创造力的亏空”。“西
方社会中左右两翼模糊的边界，总是被作为进步

，原本以统一和包容为目

的的过程和语言，成了受人追捧的“文明和人性”。

在香港，25 个主要公园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政治

和成熟的象征”，而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却认为“这

同样，原本体现包容性和可达性的公共空间，在

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九龙城公园。在香港这

是最为有害的政治解体宣言”

购物中心里成了开发商追求利益的工具。

个快速城市化又拥挤的城市，公园代表着公共利

Ockman, ed. The Pragmatist Imagination

such spaces, such as Hong Kong’s bottom-up non-profit

［30］Ibid., 69.

Orum and Neal, ed. Common Ground: Readings and

organization, the Hong Kong Public Space Initiative and its

［31］Kenneth Frampton,“Land Settlement, Architecture,

Reflections on Public Space (Hoboken: Routledge, 2009),

governmental counterpart of the Lands Department, or

and 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 Realm,”in Ockman, ed. The

5-8.

the UK’s Open Spaces Society and the Greater London

Pragmatist Imagination, 107-8. The same analys was made

Authority.

by Harvey earlier.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raced to its founding principle in democratic society, it

［14］Christian Dimmer,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32］Evan McKenzie, Privatopia: Homeowner Associations

seems laborious to constantly return the discourse of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Rise of Residential Private Government (New

public space to the Classical Greek agora, the Medieval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 Issue 25, January 2013.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5-97. The

English commons or parks, or the Renaissance plaza or

［15］Lands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concluding chapter was named“Reflections on Privatopia

square. Gwendolyn Wright,“Introduction: The Public,”in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Provision of Public

and the the City,”but the name should really be Privatopia

Ockman, ed. The Pragmatist Imagination, 63.

Facilities within Private Developments,”http://www.landsd.

[5]Adam Frampton, Jonathan D. Solomon & Clara Wong,

gov.hk/en/legco/pfpd.htm

Cities Without Ground: A Hong Kong Guidebook (Berkeley:
ORO Editions, 2012), 30 & 36-41.
［6］David Harvey,“The Right to the Cit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0),
317-20.
Ockman, ed., The Pragmatist Imagination, 82-9.

公共空间的政治本性似乎已经消失了。和许多评

decline of the social.
［29］Chantal Mouffe,“For an Agonistic Public Sphere,”in

［3］Zachary P. Neal,“Locating Public Space,”in Anthony

［7］Gerald E. Frug,“Public Space / Private Space,”in

，板球运动场以相同的逻辑作为休闲空间，并

现，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中总有一些空间替

［13］In San Francisco and Seattle, such spaces are known

间带来了人流和活力，却丧失了公共讨论的话语

德波说，“当资本累积成图像就形成了景观”

社区和伪装的主题休闲公园。SaskiaSassen 发

［12］Frug,“Public Space / Private Space,”85.

空间，或者将其商业化。屋顶花园是最常见的形式，

败案例比比皆是，宽松的管理及粗略的设计标准

。只要资本主义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he Structural

结论——重现政治

[22]

[39]

的力量仍然不断稀释和腐蚀社会及政治对公共空

税以及最小的人权阻力。这种空间异化给公共空

。

利，利用价格适中的通讯技术代替政府和公司的

盛，尤其是香港、中国等亚洲地区。然而无论是

[36]

显然开发商只会将没有商业价值的面积作为公共

[21]

。也许公共领域

化的公共空间促进了消费主义，也为其城市景观

应具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和吸收多元的民众

为吹捧的高达 16 层楼的超级树，标志着两个世

但新的城市会在废墟中成长”

昂贵的媒体通讯来扩大影响力

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主流还是边缘，公共空间

可攀的生活方式和奢侈品。这个以市场驱动的消

了容身和活动的空间，用他们自身的存在争取权

[38]

的衰竭预示着城市的死亡。现如今，城市再度兴

化的需求铺路

装力，使得模糊了的公共空间成为常态。然而《没

代了公共空间，为政治上的非正式弱势群体提供

示与埃比尼泽·霍华德相仿，“城市终究会死亡，

。非政治

是香港还是中国其他城市都无一例外

在金融危机“占领中环”运动之后汇丰银行公共空间关闭的状态

McKenzie 十年前对“私托邦”优越性的最终警

［16］J. S. Kayden,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The New
York Experi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2000).
［17］Frampton, Solomon & Wong, Cities Without Ground,
100-5.

versus the City.
［33］Jean-Louis Cohen, Scenes of the World to Come:
Europe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 18931960 (New York: Flaremarion, 1995), 183-203.
［34］Annabel Jane Wharton, Building the Cold War; Hilton
International Hotels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Chicago:

［18］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It should come as no

Donald Nicholson-Smith (Brooklyn: Zone Books, 1994), 9.

surprise that for Wharton, the radical developments of

［19］Ibid. 120.

a private corporation would be predicated on appealing

［8］For example, New York State’s Mitchell-Lama

［20］Thomas Friedman’s McDonald’s Theory has

to the highly private individual and customers of the

Housing Program is a form of housing subsidy that was

become the classic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lton chain, and its history would mirror America’s

destined to be undone by power brokers and developers

fragmented, yet global interdependence of our economy.

consolidation of“freedom”and“freedom of choice”in

who felt hampered by it. Proposed and signed into law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in 1955 by New York State Senator MacNeil Mitchell and

Straus and Giroux, 1999)

Assemblyman Alfred Lama, this housing program was
designed to create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9］Dolores Hayden,“Building the American Way: Public

the midst of the Cold War.
［35］Paul Buchheit,“Five Ways Privatization Degrades

［21］Sorkin,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 Common Dreams: Building Progressive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Community, last modified Aug 13, 2012, https://ww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2).

commondreams.org/view/2012/08/13-1.

Subsidy, Private Space,”in Setha Low & Neil Smith, ed.

［22］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24.

［36］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s

。他同样也表示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3］David J. Madden, “Revisiting the End of Public

［37］Neil Brenner & Nicholas G. Theodore, Spaces of

社会的去政治化，与美国社会郊区化及系统的私

35-48. For more elaborated and earlier analyses, also

Space: Assembling the Public in an Urban Park,”City &

Neoliberalism: Urban Restructur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see Hayden, Building Suburbia: Green Fields and Urban

Community, Volume 9, Issue 2, Jun 2010, 187-207.

[30]

Growth, 1820-200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3).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Wiley, 2002).

［24］Neal,“Locating Public Space,”6.

［38］McKenzie, Privatopia

［10］“China enters new era of services expansion with

［25］Lai Chee Kian,“Botanical Imaginations of Southeast

［39］Saskia Sassen,“Comments: Cities as Frontier Zones:

Singapore CPG buy,”Thomson Reuters, last modified May,

Asi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Singapore Architect

Making Informal Politics,”in William Lim, Asian Alterity:

Journal, Issue 233, Jun 2006, 75.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rchitecture + Urbanism

益，与政治并不沾边。而这个历史悠久、矛盾凸

有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

香港街头充斥着眼花缭乱的广告，标注附近的商

显又饱受争议的九龙城寨最终被夷为平地，却实

重要，正是因为改变了城市发展的进程，也为其

业活动，给人以强烈的地方性色彩。而香港的超

属必然。正是绿色所具备的抚慰意义，将紧张的

他地区的发展设定了模版

。许多人认为，中国

27,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27/
china-cpg-idUSL4E8GR0CI20120527. “Sale of CPG

［26］Habermas,“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Public Sphere,”

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al Studies (Singapore: World

级购物中心却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广告，他们占满

政治形势一笔勾销。 新加坡则更为极致的将“绿

城市的发展只是以更大的密度和更快的脚步模仿

Corporation Pte Ltd to Downer EDI Ltd,”Temasek, last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27-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7), 197-9. Arjun Appadurai

modified Mar 24, 2003,

31.

theorizes a similar form of“diasporic public sphere”as a

了整栋楼的立面、宣传的产品产自世界各地，甚

色”发展为现代历史和国家象征。从国际植树节起，

至我们无从得知各项材料的产地、技术手段，但

自然与政治一直保持紧张的关系 。新加坡政府干

美国的郊区化

[32]

[31]

。

mediacentre/newsreleases?detailid=8562.
［11］Planning and Housing Committee, Greater London

全球的消费者都争相挑选。公共空间正成为消费

脆将其纳入国家议程，将“花园城市”建成了“花

当然，完全将去政治化归因于冷战显然不合理，

空间的代名词，赞助和广告环绕四周，宣传着高不

园中的城市”。新建成的滨海湾花园主题公园中广

因为美国的私有制源自其创始宪章，其建筑和城

178

http://www.temasek.com.sg/

Authority “Public life in private hands: Managing
London’s public space,”May 2011, http://www.london.
gov.uk/moderngov/mgConvert2PDF.aspx?ID=3850

［ 2 7 ］ N e i l S m i t h & S e t ha Low , “I ntr od uction: The

community that can operate across different overlapping

Imperative of Public Space,”in,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landscapes in a city.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16.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sota: University

［28］Hannah Arendt, “The Rise of the Social,” The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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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CONCEPT of HONGKONG
WETLAND PARK
香港湿地公园的设计理念
text _ 冯永基

回想十二年前的一个傍晚，我突然接获署长通知，

立面建造一个半月形体的大型游客中心，从入口

韵。 这包括由七万块旧青砖拼凑而成的古墙，衬

被委派负责香港湿地公园的鸿图大计。 它将是社

处朝人工湖方向逐渐往上提高，并以绿草覆盖，

托出长廊的古朴盎然。 在草坡前端摆设有六件模

会有所期待的一项公共建筑，是生态旅游的焦点，

不察觉原来它已隐藏着一座达 10 000m2 的庞大

仿中国折纸的铝版雕塑，分别为黑面皮鹭、朝潮蟹、

亦是展示环保概念的标志 ；从设计学上，更不容

室内展览场馆。

基围虾、弹涂鱼、卢氏树蛙、蜻蜓及由李福华先
生设计的大黑面皮鹭作为公园的标记。东方文化

许我们的设计团队掉以轻心。按指定计划，整个
香港湿地公园分为一期与二期进行。初时，我们

环保设计的运用

精神含意深远，最精妙处是大楼的设计原来代表

只获委派负责第一期工程，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

当我们确认环保是湿地公园的另一指标之后，随

着一个鸟笼，讽刺地将人和雀鸟的角色互调 ；人

打造一个要“事先张扬”但规限在五千万港元以

即与机电工程的同事商讨有关概念。他们认为以

类被配置于樊笼中而失去自由，翱翔天际的候鸟，

下的细项工程。 我们没有计划建一座叫人惊讶的

地热能系统来提供冷气设备最环保，亦是难得一

却自由自在凝望着笼中的人群，是它们不知天高

标致性建筑作招徕，反之选择一个平实简约，不

试最适当的地理条件。既然不用放置满布屋顶的

地厚，还道者万物之所以然！

喧宾夺主的长方盒作为游客中心的主体建筑。 惟

冷气散热机器，我们当然全力支持。除此，我们

我们深信，好的设计需要把目标放远，要具备视野，

亦努力提供各式各样的装备及环保意念，包括 ：

当雀鸟要寻找栖息养神的刹那，我们会留意到湖

推动并考虑连接第二期发展的整体宏观布局。在

采用大量隔光百叶屏障、自然采光天窗、自然通风、

中四口木桩上的情景吗？ 几只悠闲的白鹭正在木

幸运之神眷顾下，终嬴得了 2000 年的香港建筑

草坡天面、煤灰混凝土、环保木材、循环再用旧

桩上欣赏湿地公园的设计，太美了！原来它们在不

师学会会长奖。

物料、节电灯泡及节水冲厕系统等，标志一个全

自觉中已参与“设计”亦成为了“设计”的本源

方位的环保设计。

⋯⋯它们的整齐排列，正勾画出主轴线的完美 ——
天、地、人与大自然造物之间的一次大合奏。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证明我们先前的良好意愿
没有白费，接着亦获知可继续第二期工程的工作。

蕴含东方文化与艺术元素

如此，我们马上展开早在心中的大计，以斜坡式

香港湿地公园的设计亦流露着一丝含蓄的东方神

项目名称 _ 香港湿地公园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设计者 _ 冯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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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SAN PLACE AT LEE GARDANS
希慎广场
个舒适的、健康的购物环境。

希慎广场——香港的新城市目的地

基于“一切皆时尚”这一主题，商场的主要区域包

希慎广场位于铜锣湾中心地段，于 2012 年 8 月

括直梯大厅、直梯车厢、洗手间都巧妙地运用了

10 日正式开业，成为香港新的购物好去处。贝诺

街头艺术图形。各种图形运用了大量的色调、新

活动区域

有幸参与广场零售商业部分的内部建筑设计。地

颖的细节描绘，使顾客在购物和用餐中体验愉悦

一楼的中庭净空高度 18m，头上是天窗，适合举

处香港购物区的中心，希慎广场成为香港的全新

和乐趣。

办各类有趣的活动。临街的开放式街道面向启超
道，很容易吸引路边的行人进入商场。另一个活

地标。
向上延伸

动区域位于 4 楼的“空中花园”，户外景色怡人，

广场设有 17 层零售店铺，面积为 42 000m2，

在有限的地面面积内，商场却能为顾客带来多样

顾客能在天窗旁散步，香港最繁华街区的景象尽

定位为“一切皆时尚”。室内的精心设计充分融合

的购物体验。

收眼底。

几何建筑线条，营造一种蜿蜒、现代的氛围，迎

绿色建筑——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 (LEED) 白金级

零售品牌

合了客户追求“女性、中性、年轻和乐趣”的主题。

绿色建筑认证

希慎广场引进了 120 多种广受欢迎的国际品牌服

了这一概念，运用淡雅的单色调，大胆地加入重叠、

装店和餐厅，各层皆有分布。许多租户，包括租
内部零售商业区域的设计主要看点是两个中庭，

希慎广场是香港第一幢获美国领先能源与环境设

下三层楼的台湾诚品书店以及其他新进入香港的

自然光透过天窗洒落在室内，为顾客营造了一种

计 (LEED) 白金级绿色建筑认证的商业建筑。建筑

品牌无疑会成为新的话题并吸引人们前来。

独特的氛围。中庭这一焦点元素使顾客期待向上

的可持续性是关键设计标准，建筑所使用的所有

去探索，穿梭于各个不同的购物区。

材料、配件和细节都要从环保的角度进行设计和

交通网络

选择。建筑使用区域或再生材料，如 ：使用回收

广场位于铜锣湾中心的轩尼诗道，周围交通便利，

设计焦点

木料做地板，室内使用无毒涂料，天窗下设计混

公共交通四通八达，广场更直达铜锣湾地铁站 F2

富乐趣及女性化的设计

合冷却系统等，希慎广场成功地为香港打造了一

出口。

项目名称 _ 希慎广场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设计者 _ 英国贝诺建筑设计公司 建成时间 _ 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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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Hong Kong
香港K11

项目位于九龙半岛最古老且深受游客青睐的区块之

宅产业的发展情况，同时还有效改善了周边的公共

可用建筑面积在 75 ～ 215m2 之间，并配备 1 ～ 3

一。多功能的开发项目将酒店、服务式公寓和购物

开放空间。先前的条形人行道位于拥挤的街道旁，

间卧室。酒店和公寓将共同使用位于裙楼顶部的户

中心融合于一个单一的建筑综合体中。项目展示了

行人只能在狭窄的空间穿梭，行动受限 ；将来绿树

外泳池。

大规模开发项目如何可持续地改善没落地区的品质。

成荫的人行道将穿过广场中心，行人可以漫步在宽

项目将不仅仅以旧换新，而且其建筑形态和新的公

阔的街道上，欣赏广场上的花园美景。

共空间也为用户和行人提供更好的环境。

地下流线网
尖沙咀公共铁路系统的扩建与整修工程已于近期完

规划

工，而该项目伊始即被设定为要与之相契合。场地

场地 ：复兴、步行街建设和通透性

该区域是建造大型零售中心的理想场所。地下两层

位于现有的尖沙咀地铁和九广铁路在梳士巴利道新

场地最初包括位于尖沙咀的两个城市街区的大部分，

和裙楼的前四层用作零售商店和公共流通空间。为

的地下枢纽站之间。两个车站由一张开阔的广场网

四周被么地道、碧仙桃路、河内道和加拿分道包围，

特定用途设计的多层“大盒体”为大的零售租户保

连接，目前基本对公众开放，该区域在河内道项目

并被康和里分隔开来。附近街道的名字准确无误地

留，商店深达 8 ～ 15m。购物中心将一个室内商

中的地下购物拱廊项目完工后也将趋于完整。位于

指出了场地在早期殖民时期的前身。场地内大多数

场和巨大的中庭空间融为一体，正面朝向街道的购

地下二层的购物中心不仅仅是对地下广场的补充，

的中低层结构都维护不善，破败不堪。

物设施遍布场地周边和康和里，人行道化的大街成

而且其本身也是两个车站之间的主要人行通道之一。

为综合体中重要的焦点所在。首层的众多商铺均可
康和里曾将场地一分为二，并被重新纳入建筑用地，

经由街道和购物中心直接到达。康和里的户外区域

地下门槛将成为最常用的进入购物中心综合体的入

在新项目中将用作宽阔的人行道，横穿场地。购物

将被天窗和精致的遮阳格子结构覆盖，为色彩斑斓

口之一。购物中心主要的直梯和扶梯也相应地延展

中心占据了场地区域的剩余地区，其内部的拱形游

的室内室外公共栖息地锦上添花。么地道和河内道

至最低层，以分担车站方向的行人交通。开发区将

廊将为行人提供更多的路线选择。

上分别设置有独立的通往酒店和服务式公寓的多层

成为连接地下交通网络的重要纽带。

入口大堂。酒店休息室、餐厅和接待区位于裙楼的
总而言之，项目既为九龙老区传达了当前商业和住

项目名称 _ 香港 K11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尖沙咀河内道及么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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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38 层的超结构塔楼被设定为服务式公寓，

建筑面积 _102 625m2 设计者 _ 刘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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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层平面图

iSQUARE
国际广场

国际广场位于香港最炫目的商业区之一尖沙咀地

新建筑内部穿行。

与现有的弥敦道上的霓虹灯夜景完美融合，而又

区，在这里，零售活动被垂直汇聚到一栋 24 层高
2

面照明策略使建筑在夜间如同散发光亮的灯笼，

保持了自身不同于其他景致独特的视觉效果。

的建筑中。建筑面积将近 53 000m ，包含三个

在外部，一系列大型玻璃盒体体量和自动扶梯系

主要元素 ：零售商店、餐馆和电影院综合体。一

统相互作用，彰显了流动性和透明度。所有的自

系列的天空中庭在动态空间中有序调节着空间关

动扶梯依据设计策略，沿透明的弥敦道立面设置，

在建筑北端，12 层高的新食艺大楼内包含了餐饮

系，使其层次分明，而商业零售活动也贯穿于整

如同桥梁般连接至各个天空中庭，与下方街道上

奥特莱斯，视野朝向维多利亚港的美妙全景。与

栋建筑中。

的各种活动产生视觉和氛围上的互动，并最终连

之相对，建筑的裙楼部分仅仅延伸至南端，高度

接至位于裙楼顶端的 IMAX 剧院。

与现有的周边建筑相仿，有助于保持与较低建筑
线的统一性。位于新食艺大楼朝南的餐饮平台吸

设计概念强调空间排列的流动性和透明度。裙楼
沿南侧北京道向后推移，在主入口处形成了一个
2

超过 300m 的公民聚集广场，吸引行人、顾客在

除了天空中庭，裙楼立面的大部分都被不透明的

收了光线与空气，塑造并融入了城市风情。

幕墙系统覆盖，并设置了温暖的白色 LED 灯。立

项目名称 _ 国际广场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设计者 _ 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 委托人 _ 凯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_53 000m2 设计时间 _2004 年 建成时间 _2009 年 摄影 _Marcel Lam /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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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虽然仅仅是一所中学，但其课

一端，保证了建筑在将来可以与南侧的开放空间进

所。尽管体块形态明确表现了内部功能，功能空间

程设置却把人文学科和创意艺术放在突出位置。

一步连通。校园设计简洁紧凑，同时引入了一条内

却是灵活多变的，以适应多种可能性。礼堂既是一

校园如同一个智囊团，为提升互动交流、即兴创

化街，间或向公众开放，保证了活力四射、自然随

个用于艺术表演的黑色盒体剧院，同时又可作为学

作和创意设计献计献策。建筑目标是打造有助于

性的日常生活。建筑实现了设计愿景，打造出一个

校的会议厅 ；而创意长廊既是一条通道，也可作为

梦想成真的空间。

有前瞻性的学习社区，强化和促进了师生间的互动。

表演舞台。台阶和楼梯可以转化为重大场合之下的

体块的排列方式在不同楼层的裙楼顶部定义了各种

观众座椅，以备不时之需。项目并不局限于固定的

设计刻意将功能部分打造为独特的体量，画廊、资

各样开放的袖珍空间。两栋教室楼彼此相对，进一

设计，而是鼓励创意。建筑理念是让活动转化空间，

源中心和特殊教学设施被安排在一条贯穿整个校园

步提升了互动性。教室楼位于连接甲板和评论室之

让学生展览作品充满学校表面，让用户具备建筑所

的内部长廊两侧，教学体块横跨顶部。礼堂区位于

间，形成了一系列俯瞰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聚集场

传达的设计精神，不断向前。

项目名称 _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190

设计者 _ 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 委托人 _ 香港当代文化中心 建筑面积 _12 966m2 设计时间 _2002 年 建成时间 _2007 年 摄影 _ Marcel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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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Clubhouse &
Commercial Complex
时代会所暨商业综合体

本空间发挥的是一个集聚空间的作用，旨在将多种功能都联系在这座会所与商业综合体之中。19m×19m×12.5m 的尺度下，这个立方的空间内壁全以木材
充实，只有开口除外 ：这些开口形成入口、阳台、天篷、树池以及一条长达 1m 的坡道，将综合体的两条主翼连在一起。

项目名称 _ 时代会所暨商业综合体 项目地点 _ 中国 珠海 设计师 _ 林伟而（William Lim） 设计团队 _Clinton Tsoi, Kevin Lim (openUU), Eddy Kim (openUU), Edward Kim (openUU)

委托人 _ 时代地产

基地面积 _20 000 m2 建成时间 _ 2010 年 11 月 摄影 _ Nirut Benjaban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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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售

6

影像厅

2

绿色中庭

7

次入口

3

酒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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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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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室

9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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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四层平面图

首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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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当代建筑的地域性 Loc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香港立体交通网络 3D Circulation Network

香港的高密度住宅

Residential Compound

城市综合体 Mix used Compound

196

城市升级 Urban Upgrade

197
特别鸣谢照片拍摄者 ：刘敏慧 Vivian Lau Man Wai，李嘉敏 Carmen Lee K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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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Projects
学生设计作品
一个建筑项目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配合，所以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或建筑师需要具备的
素质就是懂得同时运用这三方面的资源创造新的解决方案。这三方面往往在不同项目中表露不
同侧重，重要的是掌握每一次独特的互动关系。

香港大学本科毕业答辩

建
筑
教
育

/
建
筑
实
验

/
建
筑
的
输
入
与
输
出
香港中文大学设计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

198

香港理工大学本科毕业答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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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

香港大学

学生 ：吴淑惠

项目名称 : 投射裂痕

指导老师 ：钟宏亮

学生 : Chu Ling Tung Olivia
论文导师 : Choi, Jean

现今的城市发展都趋向于大和高贵，一些小本经营的商业活动很难有机会立足和发展，尤其在香港，个人独资企业正在离我们远去，在那些

设计时间 : 2006 年 3 月

我们赖以骄傲的基层文化特色被吞噬之前，我们必须改变植根在我们心中的资本主义思维。
因为租金是大型商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业主会周期性地提高租金来增加利润。这篇论文作品通过回应 ：1. 商业趋势 ( 企业社会责任和就
地废物回收）; 2. 将要实施的政策（固体废物回收计划）;3. 市场需求（城市屋顶养殖和售卖有机货品），从而提议这个大胆的方案去寻求消
费∕消耗和恢复∕再造的潜力，来产生额外利润和减少开支，目的是为商场、小本生意活动、小贩和商家提供一个双赢的局面。

香港大学
项目名称 ：编织空间——新建筑尺度在编织物系统中的应用
学生 ：Yang Hui
论文导师 ：贾森·卡洛
设计时间 ：2010 年 3 月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名称 ：地形学的体验 ：从安达臣道采石场向采石遗存公园的转型

项目题名 ：集合框架 ：城市凝聚设置

项目名称 ：可居的工作空间 ：工作伦理与办公文化再思

学生 ：Yue Chen

学生 ：LOK Man Sum, Michelle

学生 ：Ricco chan

论文导师 ：Puay-Peng Ho

论文导师 ：Patrick Hwang

论文导师 ：Marisa Liu

年度 ：2011—2012 年

年度 ：2011—2012 年

年度 ：2011—2012 年

香港大学
项目名称 : 空间夜监
学生 : Kok Dannes
日期 : 2012 年 6 月 11 日

基于对当今城市转型与随之而来的社区疏离的理解，本设计预见了

本设计项目展示了“可居的工作空间”的概念 ：可容纳举行多种活

在今日香港建筑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最迫近的议题便是原采石

一种可选的策略，以重新填充和激活片段化 / 边缘化的边界条件，

动的同时，也令使用者体会到享受。新鲜的空气、充沛的光照，在

场的再利用。采石业是获取建筑饰面石材与混凝土骨料的重要渠道。

通过应用棋盘式阵列，作为城市凝聚力的连接 / 耦合的集合框架，

如今这些提供只能算作“可居住”：不仅对使用者的心理舒适感应

采石的过程中形成人为的侵蚀，可以看成是地表的创痕。在我的设

做到了避免产生更多的空间闲余和分裂。本文选取的试验场地是一

予以考虑，工作场所的设计更应妥帖适用于各种性质的工作。

计中，倾向于采纳尽可能丰富的手段，升华人在接触这段地表时的

篇边缘区域，位于城市老区大角咀与新兴的奥运区之间，有一部分

工作环境不应再局限于重复性的、均质性的无柱开放平面。新型工

多样性体验。建筑依其设计，与岩体产生对话，令人在地上、地面

混合基础设施在此占据。本文提出的方法论检视了公共空间类型学

作环境的类型学的创造，在直接提升物理指标之外，应发挥类型参

和地下均得到丰富的感受。

在新旧两种社区中的提升可能和新潜力。

考的作用 ：既有助于未来办公新建筑的兴建，又有教于现有办公建
筑的改建加建。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名称 ：医疗团组 - 医疗建筑新体验
学生 ：YIP Wing Fung，Narnio
指导老师 ：Bernard V. Lim
设计时间 ：2011—2012 年
获得奖项 ：2012 年 DLN 奖
在现代建筑主义中，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注重建筑的“功
能性”，建筑物就如一台机器。同样的概念亦应用到医疗建筑之中，
患者生病时留在医院“修复”身体。医院就好像一间工厂，只专注
于基本“功能”而忽略了用家和患者的需求。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

项目名称 ：计算机化的找形

项目名称 ：喜乐大厦里的七昼夜

因此本设计以“团组”(cluster) 为主题，打破一般人对医疗建筑

学生 ：Chun Chi Cheung

学生 ：Lau Hiu Yeung

负面的感觉和空间体验。利用“村落”的整体建筑结构作为基础，

论文导师 ：Tom Verebes（教授）

论文导师 ：Tao Zhu（教授）

研究不同功能的空间和低密度建筑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与自然

设计时间 ：2011 年 3 月—2012 年

日期 ：2006 年 3 月

环境的相互作用。试图探索及设计一种未来的医疗建筑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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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实验 Architectural Experimentation

姚嘉姍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从 2000 年以来，一直研究香港和珠三角的文化景观。她是
2009 年由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规划学会和香港设计师协会组办的香港 - 深圳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
的香港策展人。她是 ESKYIU 事务所的创始人，代表作品包括下曼哈顿文化局委托设计的“中国城工作”；
AA 建筑联盟学院展出的“Nutritious: an aeroponic facade”；第 11 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展部分
展出的可持续性装置。她同 Eric Schuldenfrei 一起，获得了颇具声望的 2010 年建筑联盟奖。

CO-PROSPERITY OF ARCHITECTURAL EVENTS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 HONG KONG
香港建筑活动与创意产业的共同繁荣
interviewee_姚嘉珊（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ESKYIU事务所创始人）

interviewer_高岩

Openness & Density Revisited, by Christian Lange and
Ingeborg M. Rocker, 2011 年香港双年展

在前湾仔警署暨前湾仔已婚警察宿舍举行的 2012 年 Detour 展览

在中环奧卑利街已婚警察宿舍举行的 2009 年 Detour 展览

群体中蕴藏着浓厚的文化和建筑兴趣及巨大的能

局限于单纯呈现建筑的学院化制式。这种和公共

织者包括香港建筑师学会（HKIA）
、香港规划师学

量，而且其需求正在悄然转变。

空间相关的范例的转化和当代文化遗产课题对香

会（HKIP）和香港设计师学会（HKDA）
，来自这

港而言意义重大。香港一直缺少进行有建设性研

些专业社区的成员代表组成了指导委员会，选举出

高岩 ：在您看来，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究的平台。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香港的成长

每年的策展人。2009 年双年展的主要赞助者是民

姚 嘉 珊 ：组 织 机 构 的 推 动 一 直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因

开始以住房开发和贸易为中心。20 世纪 80 年代，

政事务局（HAB）
。这一香港政府机构致力于促进

素， 如 香 港 设 计 中 心（HKDC） 作 为 公 立 机 构，

香港的建筑主要关注商业性，设计以市场为导向。

和支持艺术、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发展以及文

始终致力于发展香港的“创意产业”。政府部门也

这些与建筑环境相关的进化和建筑事件已经成为

化遗产的保护，并以此培养社区居民参与公众事务

明确指出了创意产业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建立城市对话的催化剂，对于进行文化交流和珠

的主人翁意识和丰富市民生活。双年展选址西九龙，

HKDC 擅长通过战略性地利用设计来创造商业价

江三角洲地带的未来角色发展而言都是如此。同

依然属于民政事务局（HAB）的管辖范围 ；指导

值和为社区谋福利，并通过设计和创意达到在社

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建筑实验的趋势愈加强烈，

委员会的成员相互合作，确定民政事务局（HAB）

回首过往

的主题与之呼应，建立对话和交流。我们的目标

临时性结构的建造规范。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支

区进行专业教育宣传的目的。一年一度的设计营

以电影和数字化等新的制造技术作为推动力 ；而

的资金支持。2007 年首届香港双年展的主要赞助

高岩 ：您从何时开始在香港从事建筑策展活动？

是吸引新观众和创造新的参与模式，提升建筑双

持非营利性机构“香港设计大使”的各项首创活

商周会议逐渐发展壮大，影响非常之大，我在其

香港的接受速度却相对滞后。在香港，物质文化

商是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中区警署翻新项目

您如何看待建筑活动近年来的发展？

年展的互动性——减少展览和作品展示，更加关

动和展览，如一年一度的 Detour（为期两周的设

中负责帮助调和文化和城市轨道。HKDC 还启动

占据主导地位，以房地产为龙头力量的“服务”

是保护和活化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维多利亚

姚嘉珊 ：我在香港以首席策展人的身份策划的第

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当

计节）以及一些小型活动，如 Pecha Kucha（一

了一个首创项目，推动香港向设计指标迈进。这

产业塑造着香港的建筑“文化”。我们需要着力培

监狱地区场的重大举措，这些遗产地在调整后重

一个大型活动是 2009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时，我们选择了已荒废十年之久的西九文化区海

种演讲方式，每位嘉宾展示 20 幅图片，每一幅图

证明设计的力量在全球创意经济中越发明显，是

养社会创新力、实验精神和超越服务建筑之上的

新投入使用。最近一届在九龙公园举办的 2011—

策展团队包括邵达辉、罗扬杰和余啸峰，在与香

滨长廊作为场地。这一决定出人意料，并承担了

片有 20 秒的时间，共 6 分 40 秒）。这种活动形

产品、服务，甚至是城市创新的催化剂 ；这种研

综合进步 ；但更加迫切的是积极倡导更能反映社

2012 双年展的主要赞助商是新近成立的名为“创

港建筑师学会（HKIA）、香港规划师学会（HKIP）

巨大的挑战，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喜出望外，将

式起源于日本，目前已扩展至全球 500 多个城市。

究有助于平衡设计文化的双重角色，既是工具，

会——环境问题的实践。

意香港”的专业机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它主

和香港设计师学会（HKDA）的合作下，我们共

典型的空间实践呈现给公众。比如，我们在场地

它使得演讲变得简洁、快速，用中心话题把来自

也是调研对象。2006 年香港首次亮相威尼斯国际

同组织了为期三个月的活动。由于友好城市合作

内组织了一场由 2 000 名老年人参加的盛宴 ；通

不同设计背景的团体和演讲者汇聚一处。我仍然

建筑双年展 ；2007 年由王维仁策划的深港城市建

组织

注用于促进和加速香港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资源。

的特殊性，欧宁出任深圳区总策展人，并确定了

过建立互动式农场使年轻人参与到可持续性课题

记得自己在中环的一个小型地下俱乐部里参加几

筑双城双年展同样标志着香港已经迈向国际大舞

高岩 ：这些建筑活动的授权人和资助者是谁？

近期，双城展更名为“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可

“城市动员”的主题 ；而我则选择了“自备双年展”

中，并建立了首个纸管活动展馆。这定义了香港

场基层民众活动的情形。毫无疑问，群众和设计

台，具备主办和组织建筑相关活动的能力，而不

姚嘉珊 ：就深港双城双年展中香港部分而言，组

以看出，历史上双城展香港方面的资金来源前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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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und,by Tomas Tshang 2011 年香港双年展

要。伦敦建筑联盟的活动密度之高令人钦佩，辩

形象特质

的声音，共同探讨这一普遍现象及其引发的波动。

论、对话和令人热血沸腾的各项活动、循环展览

高岩 ：在香港举办建筑活动的特别之处和机遇有

亚洲当代文化的何种特质有助于多角度、多层面

和当代艺术装置等非常频繁。这些活动如同一个

哪 些？ RIBA、AIA、HKIA 和 诸 多 其 他 地 方 建

地重新审视社会可持续性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秉

十字路口，为专家教授、学生、校友和公众提供

筑师间的合作与融合会产生什么效果？换句话说，

持着共同进行创新实验的精神，书中的项目、装

了自由选择参与和交流观点的平台。2006 年，汉

您认为这种混合性会实质性地降低香港建筑活动

置和文章都致力于提升文化和创意设计，建立富

斯·尤而里奇·奥布里斯特和雷姆·库哈斯在蛇

的形象特质？或者有助于塑造香港建筑活动日渐

有成效的对话。这项研究重新表现了建筑和城市

形画廊 24 小时通宵达旦，展开了与 65 名文化名

清晰的品牌特征吗 ? 或者说您是否并关注这一问

化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将其重新定义为推动香

流的马拉松式对话，这一事件无论从评论家的空

题？

港和内地文化进步的工具。书中集合了来自香港

间对话或建筑在对话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都将被

姚嘉珊 ：我感觉您似乎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本土及世界各地建筑师的文章和投稿，包括阪茂、

载入史册。在纽约生活的十多年中，我最喜欢的

或许我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后英国殖民时

雷姆·库哈斯和大卫·希艾莱特、李立伟、冯永基、

地点之一是临街屋艺术与建筑艺廊，它本被设计

期和香港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时期文化的碰撞是否

斯坦·艾伦、Daniel Chua、地图事务所、朱涛、

为临时性展馆，由艺术家维托·阿肯锡和建筑师

模糊或阻碍了建筑讯息向公众的传达？或者说它

阿克巴·阿巴斯、徐冰、Dan Wood、严迅奇及 K.S

斯蒂文·霍尔完成，作为一个活动集中地，集艺

是否会培养新的鲜明的身份特征和社会关系，创

Wong 等。该书将展览和活动分门别类，包括在

术与建筑于一身，是进行思考和创作的绝佳场所。

造更好的城市？我认为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的交流

西九文化区举办的深港双年展时期的教育巡讲和

该小型临街建筑位于纽约城唐人街、小意大利和

碰撞可以建立独特、自由的文化氛围。但这却相

论坛集锦等。主题围绕文化宣传、社会可持续性、

soho 商业区肯莫街围合而成的一个独特的三角形

当有难度。我认为香港的文化和建筑活动繁多但

教育、公众参与和未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意

场地上。艺廊所在的市中心主道穿过三个截然不

缺乏经过缜密思考的组织系统来提升其凝聚力。

性发展等课题展开。对我来说，这些活动是真正

同的文化区块，吸引着形形色色的观众。建筑长

同时我在思考创立一个独立的建筑基金会吸收资

地对设计力量、互动性和空间性的探索，既是知

约 30.48m（100in），自东向西由 6.10m（20in）

源，发挥如同建筑联盟般的全职主办方功能，或

识的交流，也是公众需求的试验场。我真切希望

逐渐缩减至 0.91m（3in）。极小的空间里蕴藏着

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每个建筑评论家或策展人

建筑和设计文化不仅要与英国文脉、广东文化相

广阔的思想和全球化视野，这无疑证明了精心策

作为领导每五年轮换一次。我坚信建筑不仅要呈

连，采取自上而下的更随意的规划模式 ; 同時要鼓

划的小型空间可以产生深远影响。

现最好和最高的高楼大厦，而是要建立对话和美

励多样化、实验性和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

好的社区，并激发批判性思考。我在香港看到的

放慢脚步，多多思考和研究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一，并由不同的投资机构采取不同的战略措施操作

或活动、扩大服务范围等。香港其他的专业机构，

位这一话题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辩论。参与的嘉

完成。由于资金时常直到最后一刻才最终确定，导

如美国建筑师协会（AIA）香港分会也在通过举办

宾包括建筑师、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和开发商等，

致了安排规划的草率性，造成了策展人和参展者的

活动扩大公众影响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

如阿部仁史（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阿部仁

高岩 ：目前似乎越来越多的西方一流建筑师和学

隐患是贸易型的展览会和促销战役，而不是透过

建筑文化。三思而后行。地图上的线条或过时的

困难。实际上，深圳双年展的计划工作在双年展结

归根结底，AIA 还承担着为成员提供支持的责任，

史事务所代表 / 日本）、大卫·希艾莱特（OMA

者积极参与到内地的建筑活动中来。以深港双城

凝聚力较高的空间展览活动来探索紧急问题的解

建筑条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建筑环境和社会行

束之后就早已展开——为选举产生的策展人提供了

使他们能够履行自身学习单位的职能、持久开展

代表 / 香港）、严迅奇（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

双年展为例，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资金的规模，

决方案。建筑仍然只展示建筑本身，就研究层面

为。我们今天的一举一动也将影响城市和居住环

一年的准备期 ；而香港更倾向于提前 5 ～ 6 个月

专业实践。因此，香港的机构更加关注专业方面，

司代表 / 香港）、邵达辉（香港大学和 ESKYIU 代

换而言之，深圳政府大力资助和支持了此次活动

和以未来的长远视野看待问题方面而言还远远不

境的未来发展。我期待对未来文化的展望和空间

指定策展人。无论如何，随着“创意香港”的成立，

较少关注新思想的进步，举办辩论或策划以主题

表 / 香港）、赖锦璋（圣雅各福群会代表 / 香港）、

的举办。与内地、欧洲（如伦敦）和美国（如纽约）

够。

活动实验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更多的活动得以展开。比如，在“创意香港”和香

研究为基础的展览等。目前承担这一职责的机构

Shideh Shaygan (Shaygan 事务所代表 / 香港 )、

相比，在香港组织建筑活动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

港艺术发展局的支持下，香港得以参加了威尼斯双

少之又少，只有大学在扮演这一角色，但也依然

蔡宏兴（南丰发展代表 / 香港）、Joo Ryung Kim

什么？

价值

年展。这无疑是发展途中提升连贯性和远见性的重

处于萌芽期。而一些独立组织，如于 2006 年成

（JRK Associates 代表 / 韩国）以及担任仲裁人

姚嘉珊 ：香港和内地确实为西方建筑师和学者提

高岩 ：建筑活动越来越多的价值何在？参展人和

要一步。

立的民间组织香港建筑中心，其目标之一就是填

供了许多良机。城市化水平、城市产品与追求发

主持者得到曝光率，扩大影响；参与者增长新知识，

展和进步的热情催生了开展研究和实践的场所，

拓宽视野。其他的呢？大家共同的努力是否有助

的设计师兼零售商杨志超（心仪货品 CEO）。

补这一空白，以更加独立的建筑组织的身份介入
影响力

公众中间，举办本土徒步旅行和展览 ；但就其所

其中一个惊喜是林郑月娥（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

相互作用，携手进步。这种模式并不是片面的，

于香港新的建筑文化的建立？您为何对在香港组

高岩 ：香港的广大民众是如何理解建筑的价值的？

能承担的观众容量而言，规模还相对较小。但是，

局前局长，现任香港政务司司长）也参与了此次

而且充满吸引力。植根本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别

织各种建筑活动感兴趣？

如同 RIBA 在英国发挥的作用一样，香港建筑师

我们秉持着乐观的精神，出现了动力和态度的转

活动，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我十分欣赏这些平台，

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诚如你所言，深圳

姚嘉珊 ：从历史上来说，博览会、展览、双年展

学会（HKIA）在人们看来应该是提升公众建筑意

变 ，比如正在进行中的激动人心的西九文化区开

它们为各种不同的声音提供了展示空间。这些讨

政府作为合作伙伴，以开发商和有关机构的强有

等一直都是展示城市进步或产品创新的政治舞

识的机构。您如何评价 HKIA 在这方面所扮演的

发项目。即将到来的新的名为 M+ 的视觉文化博

论或许不能即时生效，但从长远看来充满希望。

力的支持作后盾，为将深圳打造成为设计和学术

台。 游 客 或 参 与 者 只 能 被 动 地 观 看。 然 而 近 年

角色？您认为是否存在贯穿所有建筑活动的潜在

物馆对于刺激新对话的建立十分必要，探讨 20 世

之都而积极努力。

来，如果增强建筑活动的立体性、互动性和参与

因素？举例来说，在内地会专门鉴别“中国性”。

纪和当代建筑设计的角度 ；香港、中国内地和亚

比较

如果不存在此类因素，那么香港文脉中最吸引您

洲的视野 ；以及从亚洲角度看待艺术、设计、建

高岩 ：您在欧洲和美国都曾经生活过。现在您回

在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圳市文体旅

在 2012 年底 Detour 的一个活动中，一个名为

的是什么？

筑和移动形象的发展等。同时，新设立的起动九

到了家乡香港，与伦敦、纽约、巴黎等拥有举世

游局、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和深圳大学

N55 的哥本哈根团队受到交通工具的启发建造了

姚 嘉 珊 ：这 个 问 题 很 有 意 思。 香 港 建 筑 师 学 会

龙东办事处关注的是在启德机场和观塘工业区原

闻名的建筑活动的世界级城市相比，香港有何明

以及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的支持下，深圳市政府

难以置信的人力车，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交通运输

（HKIA）在提升公众对于建筑的理解能力以及对

场地上一个混用区的建立，目前正在进行场地测

显的不同之处？

为双年展活动倾注和奉献了宝贵资源，我被这一

手段，鼓励公众骑车出行。
“开放式单车工厂”
（XYZ

建筑环境相关课题的关注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试。另外，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的新址已于近期开放，

姚嘉珊 ：
“活动”的巨大潜能令人心驰神往。我一

点所深深打动。这是首个关注全球城市生活和城

Mobile Factory）以他们所设计的空间框架交通

就这一方面我的观点如下。HKIA 在双年展活动

成为新的活动聚集地。去年，我受亚洲设计论坛

直致力于研究空间活动的主要形态，激发香港和

市化的国际性双年展，呈现的资源有助于城市水

工具为基础。这种人力驱动的交通工具平价、轻便、

和展览中起到的先锋启蒙作用无与伦比，而且我

（由建筑实录杂志资深编辑克利福德·皮尔逊领导）

其他亚洲城市等高密度区域内临时性空间的活力。

平的提升、城市品牌的树立和批判性思维和分析

耐用，为日常城市生活提供便利。2009 双年展两

十分希望这一点能够传承下去。由于 HKIA 从很

的邀请，策展一个名为“设计萝莉特——连续对话”

文化区和创意区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但不幸

成果的交流。将城市的软实力和关系网融入到其

年后，我和搭档邵达辉在 2011 年编辑出版了《速

大程度上而言是由产业领导的、以专业为导向的

的活动讨论会。我与合作伙伴美国建筑师协会香

的是，该类型文化项目价值的交流趋于平庸，需

他城市中的策略是保证“合而不同”的有效方式。

食文化 ：建筑与城市化的共同进步》一书。随着

机构，因此其为广大民众所呈现的活动大多是在

港分会以及亚洲协会共同组织了一场活动，话题

要独一无二的身份特质，保持与本土文化、用户

只要这些活动和双年展不是“蜻蜓点水”，而是以

香港的快速变迁，
“速食”文化也随之诞生，欲望、

委员会每年制定的组织结构和优先条例下完成的。

为“建筑 ：美与伦理之间”，引发热烈讨论。活动

和社区的互动和联系。身份的确立、邻里的互动、

塑造新的思维和实践为目标，思考如何为下一代

市场力量、全球性与本土化的交织、科技和对即

HKIA 并没有全职的团队或员工投入大量的时间

形式以 8 位嘉宾一对一逐一互访展开，每位参与

正式和非正式规划策略的协同作用以及观点的多

创造更好的、更加可持续的城市，那么这些平台

时利益的追求主宰着文化景观和社会行为。这本

精力来专门进行系统统一的领导，策划主题展览

者在五分钟之内展示五张图片，阐明针对香港地

样化对于任何世界级“文化”之城而言都非常重

就将成为社会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

书集合了来自设计、建筑、艺术社区等各个领域

204

度，展示多种可能性，那么它将发挥更多的功用。

Time in Space Hong Kong’s ICC and Shenzhen’s
Ping An IC by KPF 2011 年香港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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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RAIN CATCHER
小贩食摊

对许多人来说，香港代表着一种近乎痴迷于饮食

折叠的桌椅，湿热的气氛，都是大排档体验中不

元 新 Groundwork 的 设 计 作 品 15:15 Rain

和购物的态度。出外吃喝已根深蒂固于每个人的

可或缺的成分。与典型的米其林星级饭店相比，

catcher 将大排档的概念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熔铸

日常习惯，它所满足的，不单单是饕餮之胃，同

这种潜藏着不适的体验，却正是享誉港城多年的

一炉，名副其实地创生了户外大排档，将香港的

时也是最最普通的社会交往方式。大排档（Dai

草根文化与社交总舵。这种文化更在近年借着深

季风降雨再利用到烹饪之中，同时又为建筑提供

Pai Dong）就是那种新近才从都市里销声匿迹的

港双年展的东风而蔓延壮大，其途径之一便是元

了结构支撑。透明的 PVC 屋面收集雨水，径直流

路边摊的例子。

新 Groundwork 对 大 排 档 的 重 新 诠 释 ：15:15

入中心柱，蓄积的雨水成为承重核。雨水随之过滤，

Rain catcher。

最终用于临近的饮用管道，以资烹调洗涤。这座

油烟火燎的炒锅，汗涔涔热闹闹的厨子与食客，

项目名称 _ 小贩食摊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设计者 _ 元新 Groundwork 建筑、都市 Manfred Yuen

2m×2m 大小的大排档，其形式出自典型的方形

设计团队 _ Alex Kong, Stephen Ip, Alvis Ko, Aries Nip, Lolita Lei, Loraine Wong, Perry Tse

建筑面积 _4m2 设计时间 _2010 年 摄影 _ Alvin Wong - http://www.flickr.com/aeo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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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棚，其中半遮蔽的中心灶台周边环绕着一圈露

置于街边，大排档的光芒就与香港满街的霓虹招

天座椅。在元新 Groundwork 看来，设计概念就

牌相连相映。

是将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彼此模糊、打通 ：将方
形的结构体拆解开来，使其延伸到桌椅区域，纳

15:15 Rain catcher 的构思展示出了对香港文

入遮蔽中来。没有了内外间的藩篱，厨师们一展

化的真实理解，它追溯了怀旧中令人难忘的、今

手艺起来，可谓舒心惬意 ；与食客间的互动也更

已 消 失 于 闹 市 城 中 的 大 排 档， 寻 求 出 一 种 可 选

增丰富。

择 的、 专 业 化 的 表 达 路 径。 在 建 筑 的 言 说 层 面
上，它激起了一场关注街道，也就是关注社交空

元新 Groundwork 的 Manfred Yuen 指出 ：
“在

间、消泯社会壁垒的讨论。从普罗大众的角度来

亚洲文化中，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的过渡向来是

讲，它也呼应了本地的重要习俗 ：15:15，下午

高度正式乃至仪式感的。”与此相反，大排档体现

茶时间，人们从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抽出身来，透

的恰恰是这种“正式”的消泯。

一口气 ；同时，雨水再利用的问题也一并解决，
新 创 造 的 大 排 档 从 结 构 上 也 相 当 可 靠。 对 元 新

以 一 种 个 人 的 角 度 看， 可 以 认 定 15:15 Rain

Groundwork 而言，这种大排档还可以多功能利

catcher 的创新之处，依赖于结构概念的设计 ：

用 ：从食摊到零售站，到避雨亭。

仅有的承重要素，就是那根不锈钢柱的管皮。它

208

的前身便是典型的大排档中限定空间的金属座撑，

15:15 Rain catcher 在 深 港 双 年 展 上 的 亮 相，

外覆着镀锌板。不锈钢柱解决了台风的隐患 ：亚

是一种激励 ：它代表了一种态度，对香港草根文

洲的这种天气常将纤弱的镀锌板动辄猛飏上天。

化充满生机而积极的态度 ；这种态度通过建筑的

而不锈钢从结构上讲就牢固多了。它们内部也以

途径得以实现，从而创设出结构的语言，塑造着

线路连接着 LED 广告灯屏，入夜则闪烁变幻不停。

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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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of Colony
殖民港的殖民塔

活动

殖民地。设计者对于殖民行为的理解体现在两个

塔

殖民塔项目是香港在台北未来生活居概念展中展出

方面 ：表演和塔。

殖民塔的建造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对殖民主义的理
解。殖民塔的外表皮在香港预先制作后，海运到

的装置。在台北都市再生办公室的邀请下，来自中
表演

台湾。在后期，可以被运回香港或世界各地进行

位”的主题，
对华山大草原的 4 046.86m（1 英亩）

游客们可以使用散落在场地内的粉笔分配器中的

展览，进行“殖民掠夺”。或者通过复制殖民塔，

土地进行改造。场地作为文化区域，位于台北市中

粉笔来标记记号，划分领地。参与者们被指派需

巩固香港的“领土主权”。

心。建筑师依据对于城市特征的理解，进一步扩展

要“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行为和标记将用安

设计概念 ；作品向公众展示两个月。

装在塔顶的照相机完整记录下来。建筑不仅扮演

殖民塔的周围环境经过精心设计，具有双重属性 ：

着殖民地总部的角色，同时象征着权力和统治力

白天皮肤呈现内向的气质，中性的色彩效仿台北

作为香港团队，设计者希望探索的项目是殖民港

的图腾。而表演则是四组悖论的具体体现 ：第一，

阴天时的天空状态，并与之融为一体 ；夜间，皮

的殖民塔项目。设计者对于研究移居者在异国他

权利（台湾的所有权 VS 香港的使用权）；第二，

肤被照亮，光彩夺目。投影屏在晚间的固定时段

乡的生活状态兴趣浓厚。通过在场地内进行建筑

空间（透明性 VS 界限）；第三，人（观众 VS 表

播放白天记录的表演内容。因此，人群每天都会

创作，我们将 4 046.86m2（1 英亩）的草地殖

演者）；第四，媒介（有形的 VS 概念的）。香港移

在固定时间段聚集在殖民塔周围，成为日常生活

民地化，从而使台北的部分领土也成为了“殖民

民将划定出土地范围，台湾观众将见证自身土地

的一部分。

地”。香港作为曾经的殖民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

的异化。

国台湾、
日本和中国香港的三支建筑师团队围绕“移
2

项目名称 _ 殖民港的殖民塔

项目地点 _ 中国 台北

设计者 _ 元新 Groundwork 建筑

展览地点 _ 中国 台北未来生活居概念展

委托人 _ 中国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中国台湾彩虹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摄影 _

焦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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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区域

坡道
投影屏幕

坡道

酒吧区域

平面图

AXO 视角

金属顶棚支架

酒吧区域

内部钢支架
投影屏幕

织物框架
主金属支架
楼梯

立面图
概念图设计

织物范围
sqm= 平方米

织物表面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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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

立面图 1

立面图 2

立面图 3

the deep blue
深蓝

“深蓝”是香港大学教授领衔的一个知识交流实验

只有在数位化参数建模和程式设计运算的平台下

国际设计创意大都会之一。

才能得以实现。建造的过程也根据这种材料的特

专案。 它基于“数位化实践”暑期工作坊的教学

点，结合临时竖杆支撑和地面组装、整体旋转对

成果 , 在数位化平台下整合材料性能、设计形态

“深蓝”选取了回收的高密度蓝色塑胶桶，它既是

和加工方式的一次设计建造尝试。这个足尺度的

表面的围合材料，塑造特有的质感和效果 ; 又是结

构筑物得到了香港和内地多家赞助公司及企业的

构的连接支撑构件。每一个桶都会根据和它周边

支援。

连接桶的重叠面的尺寸，决定连接孔的位置和数

“深蓝”首先在香港大学的大学街展示一个月 , 之

控切割“开花”的程度，使其从外面看仿佛一朵

后移送到香港荃湾的愉景新城商场 , 作为公众活动

朵的蓝色玫瑰，彻底改变人们对于原有桶的形态

的艺术舞台长时间使用。

“深蓝”的目的是通过把平淡无奇的回收材料转变
为新颖愉悦的临时棚亭，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 ；

认知，同时保留力学性能最关键的桶底。整个设

传播设计和制造的数位化应用 ；并提升香港成为

计明晰的过程，
包括自动生成加工所需的 G-Code，

项目名称 _ 深蓝 项目地点 _ 香港大学大学街 ( 黄克竞楼北侧广场 ) 设计者 _ 高岩，Olivier Ottevaere

位的方式，完成主体结构拱的组装建造。

设计团队 _ 香港大学 : 蔡鸿奎 , 梁博然 ，凯达 : 梅钜川 ，奥雅纳工程顾问 ：赵恩望 ,  何彦邦以及 : 毛小辈 ,

关舜之 , Tiffany Tivasuradej, Karen Jie-rong Chen,  RiyadJoucka ，特别鸣谢 : 宋刚（华南理工大学）和毛小辈 ，参与学生 : 区玮翎 , 蔡鸿奎 , 陈艳怡 , 陈乐诒 , Karen Jie-rong Chen, Andy Cheng Chun, 郑颖琛 ,
张兆伦 , 黄文颖 , 许卓韫 , 罗意祁 , 关舜之 , 刘立早 , 马咏衡 , 毛小辈 , 沈志濠 , 沈咏思 , Tiffany Tivasuradej, 袁伟雄 , 徐浩翔 , 黄洪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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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_49m2 设计时间 _2012 年 8 月 -11 月 建成时间 _2013 年 2

摄影 _ 所有的照片都由项目的设计团队成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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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实验 Architectural Experimentation

Flex Shell
弯曲外壳

了包含重要信息的标签，用于定位和组装。

该项目包括一个设计和施工系统，为偏远地区设

需要简单的单曲线或曲线组定义建筑总长度。周边

计的参数化结构外壳。它探寻的是如何通过使用

曲线可以是平面的或空间的，或者弯曲程度不一。

各种不同的数字软件平台进行单层结构外壳的优

由于最初的几何设计可以通过三维曲线和路径建

尽管项目关注的是拥有极强数字适应能力的结构

化设计，以及如何输出一系列特制的接头，用于

造，因此系统可以与不均匀的景观保持一致。项目

框架的发展，数字模型在社区结构外壳的包装方

直接的数字制作。由于客制化主要集中于接头结

场地的选择可以通过简单的模拟工具测定，并轻松

面同样可以贡献一臂之力。在塑料防水布和肌理

构，因此可以使用标准尺寸的当地资源组成的结

转化为数字信息。在现有地形条件下，建造结构能

可以用作简易表面和防水层的地区和情况下，数

构组件。通过将装配信息植入物理接点，使系统

力将意味着社区可以避免缴付大型场地准备费用的

字模型可以用于展示外表面，创造精确的肌理皮

具备了简化综合体外壳施工工程的能力，只要工

可能性，如减缓坡度和整平处理等。计划中的轻质

肤切割模式。在其他文脉中，可以使用当地材料，

人具备基本建造技能即可完成。平整包装的接头

型系统安装在结构四周简易的基脚上。

如茅草、胶合板、波纹塑料或金属薄片等，轻松
构造建筑皮肤。三角形的外壳框架创造了平面表

可以被单独运送至偏远场地，而不必运输沉重的

面，可以用金属薄片轻松覆盖。

结构构件，因此减少了运输费用和总体能耗。通

为了便于日后开发和具体实施，定义了总体的数

过降低成本和简化大跨度结构的施工程序，该项

字设置体系。正如前面所言，结构设计过程从简

目旨在将数字设计的优势推广至偏远农村地区或

单的二维或三维曲线开始，代表了预期的结构平

该研究项目旨在以可折叠、可装运的组件为建材，

贫困社区。

面周长。利用模型和草稿的结合，计算过程聚焦

探求研发能够实现低成本、客制化结构外壳的生

于三角形表面的多个结构构件结合处生成的接头。

产规范。项目的创新性不在于形态本身，而在于

系统设计保证了以建筑场地最小化的输入来产生建

这些独特的接头包含了重建表面所需要的全部几

可以利用数字制作降低建筑装配和施工的复杂性，

筑结构。首先，为了创造和输出结构外壳，系统只

何信息，在二维切割的薄板上呈现出来，并贴上

将智能化的装配手段直接植入建筑组件中。

项目名称 _ 弯曲外壳 设计者 _ 贾森·卡洛 设计团队 _Kenneth Cheung（张满源） 摄影 _ 贾森·卡洛、张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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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 BE 建筑设计特点 ：地方性、可持续性、时间性、灵活性，以及在高舒适和低能耗之间
找到合适的平衡点。阐述作者对“优质建筑”（Good Building）的独特理解，对灵活性（Flexible
Building）设计运用的重视，对节能（Low Energy）特别是“被动式”设计的研究以及建造和使用过
程中经济性（Economy）的解决办法。文章总结设计策略，着重分析了其典型的项目案例——香港海
洋公园逸东酒店。

图2

酒店立面和内外环境的融合

图3

外部空间设计

图4

结构外墙系统及遮阳设计

High comfort, Low Energy
高舒适，低能耗
text_贾倍思（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BE建筑设计香港公司建筑师及合伙人）

二、优质建筑 (Good Building)

段，也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或者两者结合，目

只有优质建筑，才可能成为持久的建筑。因为人们

的是最终使使用者满意（舒适）并且最大限度地

喜欢优质建筑，不会轻易将它拆掉。 所以优质建

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精良的建造和工艺水平取决

三、灵活性（ Flexible Building）

筑是可持续建筑的首要条件。从材料到施工，建筑

于对决策过程的定义、当地建造实践的结合、当

灵活性是优质的，长效的和节能的建筑的必要条件。

过程包含了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造成

地历史背景的了解、低能耗的材料、建造技术的

灵活性目的是使建筑的可变性达到最大化，以满足

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污染。延长建筑的寿命是提高

熟练掌握以及根据材料的使用年限 (life cycle) 和

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不同的需求，维持了建筑长久有

资源的效率，减少整体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

空间结构把建筑划分为五个独立的层面。层次分

效的使用。建筑不同于时装，时装的可置换性高，

原则。真正的节能建筑首先应是以优质的建筑设计

明使 BE 可以专注于某些层次，同时材料和工艺精

但灵活性使建筑成为了“不过时”的使用品，而且

为主导的优质建筑。 一是对特定环境社会文化的

益求精，
提高了建筑设计的质量。建筑美感（形式、

避免建筑过早拆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提

理解 ；二是对技术和其科学背景的掌握 ；三是造型

比例、光线）则是传统建筑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

高了使用者对建筑围护过程参与的积极性和使命

能力。建筑师利用形态塑造，反映和推动社会文化、

之一，在 BE 的设计中同样不可或缺，例如我们的

感。灵活性体现在结构布置、中性的立面、多功能、

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建筑根植于地方环境，包括气

大进深住宅平面为光影变化、景观朝向的多样选

灵活平面布局和交通组织。
（图 6）

候、材料、工艺，特别是当地的建筑法规。所有这

择和室内外空间序列的变化提供了可能。优雅灵

些都对我们的建筑风格有决定性影响。我们有意识

活的外墙系统同时考虑到打破传统立面的死板印

BE 设计采用内外两层结构，外层结构和立面 / 外

强调地方差别在项目设计中的作用，这种差别反映

象和为住户提供不同的光影感受，以及对内部核

墙结合。两层结构相对独立，中间的使用空间并

在地区和空间结构、规划建筑法规、工程技术和施

心空间的光线引入和艺术性的重视。
（图 2）

不设置结构，以实现灵活性的最大化。外层结构
根据不同的情况做法多变，可与开窗在同一层面

工过程。BE 对建筑的处理可以分成城市的和郊野
图1

海洋公园逸东酒店总平面图

的两种不同手法。对于城市项目，充分利用现有的

公共空间 ：主要是建筑外部和内部的公共空间，

解决，也可设计成双层外墙，结构层在内而活动

成熟的城市形态，并不强加一种建筑形式。而是以

外部公共空间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融入性，营

外墙在外。内层结构外面布置卫生间。管线控制

一种谦逊的态度融入到城市肌理里，其地方性因此

造与居住者及当地社会社区交流的场所，提高舒

可以实现根据中间层平面形式的调整而相应改变，

也体现在“不可察觉”的统一中，同时，在此基础

适性（满足基本的通风、采光和噪声标准，营造

同时并不需要改变内层的平面布置。（图 7）

上经过时间的酝酿和尺度切换的不同感受以实现其

宽大开放空间等），外部公共空间的重视也在于对

唯一性。而在空旷的郊野地区，并没有有现成的城

立面体系的精心设计，体现出对外部使用者的尊

四、节能（Low Energy）

市参照物，则采用不同的策略，融入或凸显需要根

重。内部公共空间以加强住户间的交流和提升统

BE 采用的大进深平面符合了人们对多样化生活方

一的价值共性为目的。（图 3）

式的追求并逐步抛弃功能主义式的平面。 大进深

一、引言

忽视时间变化过程的态度。什么是可持续的建筑？

的理解并不仅仅考虑到节能技术的范畴，因为技

据情况并整合不同的建筑手法去实现。这些完全基

鲍姆施拉格和埃伯勒 (Baumschlager Eberle, 或

一方面，我们应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和有

术只是其中一种条件，而是把社会的可持续性和

于环境、地形、业主、使用者、功能和目标的区别

BE）主张以高舒适低能耗的长效建筑作为设计目

限资源，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建筑看成一个过程。

使用者的需求同时纳入作为其考虑的重点。为了

体现在不同的项目上。
（图 1）

标。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形态规则、地方性、对建造

我们的设计应基于完整而可靠的关于人、能源和资

达成这一目标，以下是几点实现其长效建筑的重

技术和工艺的关注和对传统和现代技术推进等几个

源的信息。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不把建筑视为创

要方面。

方面。这种对于当地性尊重的建筑设计方法和建造

造，而是建造一座可使用 200 年的房子。

方式思维的延续不仅超越了单纯传统建筑形式的传

下形成一种高贵姿态的艺术效果。（图 5）

的优点是节能、节地、节省外墙材料。
外墙系统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仅遵从传统建
筑学的观点，注重建筑的外形，同时满足室内外

为了实现以最有效的方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因地制宜，或者对地方资源的充分利用。建筑的体

两者的需求，并且在材料选择和施工上保证这一

BE 最关注的几个方面是 ：气候、优化的建筑设

量、交通基础设施、材料与周围环境和周边绿地的

结构层的节能保温和长效持久性。（图 4）

计、舒适度和技术体系。同时尽可能在不使用主

1. 优质建筑 Good Building

关系。BE 同时坚持要优于当地已有建筑。 新建建

动设备的情况下增加室内舒适温度区间的时间长

承和发展，同时，我们还将文化和技术的多样性和

BE 积极利用和参与推动建筑技术在外墙、节能系

2. 活性 Flexible Building

筑的目标并不一定是某种技术上的创新，BE 所理

核心空间：核心空间安排了中庭、交通和社交空间。

度。（图 8）首先是建筑设计节能！技术策略要抓

建筑本身的时间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纳入设计

统和建筑结构、材料多方面的发展。但与现行主

3. 节能 Low Energy

解的“优于”在于如何整合当地特殊的条件和资源，

我们采用较宽敞屋顶采光模式。通过适当的尺度

主要矛盾，多采用被动式（Passive）措施，不能

创造出长效持久的作品。可以通过传统的建筑手

调整、形态设计和材料色彩，使中庭在天光配搭

技术堆砌，片面追求高技术。BE 的建筑设计强调

过程，无形中否定了那种只将建筑视为固定形态而
218

流的绿色建筑设计概念相比，我们对可持续建筑

4. 经济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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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5

中庭的平面设计

图6

底层平面柱网和功能布局

图7

送入各个房间。这种系统也可以和地热利用系统相

不使用我们不了解的技术。（图 14）我们所坚持

这种非技术手段，把使用能耗降低 70% ～ 80%。

结合并且在夏季发挥降温的作用。与常规的采暖和

的简单形体和大进深平面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

而剩下的 20% ～ 30% 的节能目标则给予“主动

空调设备结合使用，不仅能维持理想的室内温度，

较小的外墙面积节约了成本。同时，支撑体系和

式”设计完成，至于采取何种“主动式”的设计策略，

而且整体的能源消耗降至 7０％（图 11）
。

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促进了不同利益团体的有效

“被动式”设计优先，即通过合理的建筑设计策略

温度舒适区间和优化设计前后能源要求（红色表示采暖能源需求，蓝色表示制冷能源需求）

图9

酒店被动式节能设计策略对制冷能耗的影响分析

结构的灵活性提供了多样化的客房布置

运作和交流，避免了建筑师过于主观所引致的再

则已经对总体节能效果影响较小。
DCC 建筑设计节能辅助软件 ：

次改造的浪费。而最大可能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

为了优化的建筑设计节能，形体的紧凑性、合理

基于以上对绿色建筑的理解和近年来 BIM 的发展

源和条件不仅保持了地方性和节能，也使得材料、

的建造、合适的窗墙比、节能玻璃、遮阳系统、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我们还发展

保温 / 隔热（屋顶、外墙、楼面）、气密性、可调

了自己的可持续绿色建筑设计工具 DCC（Digital

节窗户都是考虑的重点，其中窗墙比、节能玻璃、

Content Creation）
。其目的是将设计和能耗评估

结语

遮阳系统等对制冷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对供热影

在方案设计阶段相结合，使用便利，能鼓励建筑师

BE 的建筑设计在灵活性、可持续性、经济性、节能

响最大的是节能玻璃、外墙保温 / 隔热、气密性

设计低能耗建筑的积极性。该软件根据建筑设计过

策略上有效地与当地的唯一性结合在一起。以下几点

等。（图 9）简洁紧凑的形体有利于节省材料和减

程提供了关于“主动性”和“被动性”设计策略的

是对我们高舒适、
低能耗可持续建筑实践的一些概括。

少与外部空气接触的面积，并意味着减少生产和

建议，同时，为使用者提供灵活而大范围的参数输

运输材料消耗的二氧化碳，也可以提高公共空间

入设置。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实现目标 ：软件使用简

1. 对于好建筑的可持续性理解超脱形式上的约束，

和使用效率。合理的建造可以储存合适的热量以

洁界面、设计过程的建议、采暖制冷能源需求计算、

把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因素纳入其设计的框架，

调节室内的温度，避免外界最热和最冷时间段对

总体能源概念的评价结果、技术系统的计算、二氧

并且以此作为持久建筑设计的前提。

室内温度的影响。合适的窗墙比不仅有效减少夏

化碳排放评价等。这是一个处于动态计算和静态计

2. 我们关注建筑师可以控制的层面，如外墙系统、

季太阳辐射，也保持了住户对光线的感受处于舒

算之间，取其所长的灵活运算工具。

支撑体系、楼梯和核心空间等，而把其他层面交

运输和能源消耗的成本降至较低的水平。

图 10 从室内看遮阳和窗墙比

图 11

BE 为酒店配置的恒温恒湿空调通风系统

予使用者和其他专业人士，我们发展了独特的外

适的区间，依照经验通常取 30％～ 60% 之间并
且北边尽量取最小值（图 10）。节能玻璃对于改善

使用步骤 ：

墙体系，兼顾了灵活使用和经济性。

这个建筑立面中最薄弱的环节意义重大，为了抵

步骤一 ：输入所需信息。包括基地、气候、目标、

3. 大进深的灵活平面和与之相应的简单形体证明

抗夏季的过度得热和冬季的热量损失，Low-u 的

内部功能需求，窗户尺寸等基础的一手数据 ;

了可持续的建筑可以通过简单和经济的方法实现。

双层玻璃和 low-g 涂有保护层的玻璃将被建议采

步骤二 ：适宜的被动式技术引入。包括朝向、窗

4. 绿色建筑不应该过分依赖技术，我们强调“被

用。遮阳系统则可分为固定和灵活的系统，或者

墙比、遮阳系统、节能材料等一系列可使用的被

动式”节能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节约了大部分的

是两种方式的结合，但固定的遮阳系统造价更低

动设计策略，展示各自的有效性 ；
（图 12）

能源，而只把剩余小部分的节能目标留给“主动式”

廉。保温和隔热着重在屋顶、外墙和楼面，并且

步骤三 ：计算出被动技术带来的能耗效果。与节

设计，以弥补“被动式”设计的不足，进一步达

保温隔热层厚度依次递减，热桥要尽量避免。气

能及舒适的目标进行对比 ；

到节能和舒适的目的。

密性通常通过门窗的风控制薄片解决冷热空气在

步骤四 ：主动技术的使用。包括建筑设备的选择、

5.DCC 辅助软件的应用简洁高效。能清晰贯彻节

不恰当时间的渗透问题。可调节窗户为不同住户

供暖供热系统的选择等一系列可使用的技术设备，

能设计的策略和步骤，有效地帮助设计师在方案

在不同时间气候极端变化的情况下，提供了自我

展示各自的有效性 ；
（图 13）

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节能效果的把控。

调节舒适性的可能。

步骤五 ：小结。提出项目预测投资成本报告，包

图 12

DCC“被动式”设计输入界面 —— 遮阳系统

图 13

DCC“主动式”设计输入界面 – 技术系统

括设备成本，后期维修成本等。同时提供已选择
技术体系由于维护成本偏高，作为最后考虑的因

的技术设备的详细分析报告。

素取决于前面被动式设计减少能耗的程度，但也
在某些项目中取得立竿见影的节能效果。我们采

五、经济（Economy）

用热循环通风系统。这种系统充分利用建筑中现有

事实求是的态度使 BE 的作品与经济性紧密结合。

的热源，如人体、炉具、电热器等，利用控制性的

通过在设计中研究以及在研究中设计，循序渐进

通风管道，用排出的废气加热清新的冷空气，然后

地从小规模的建筑过渡到较大项目的设计和建造，

220

（本项目为 BE 香港公司、BE 奥地利洛赫公司、香港鹰君集团、
香港逸东酒店合作之成果。特此致谢。）

图 14

实验性外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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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室

提高观赏时间

浴室

背景

助理办公室

无装修结构

主办公室

喷洒器

观察室

恶劣环境

艺术品储藏室关闭时平面图

艺术品储藏室开启时平面图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Edouard Malingue画廊
艺术品储藏室序列平面图

OMA 的 设 计 作 品 ——Edouard Malingue 画

黑色混凝土梁，天花板下包箔的管道，加上粗糙的

50 年来，凭借其对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艺术杰作

廊， 香 港 第 一 家 专 注 于 现 代 主 义 与 印 象 派 收 藏

混凝土地面。艺术展示区的美学品质之精审，在

的经营，Malingue 画廊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的 画 廊， 将 两 个 判 然 有 异 的 环 境 并 置 在 一 起 ：

支持艺术品的商业面前，着意保持着鲜明的对比，

2

69.68m (750 平方英尺 ) 的展览空间，一系列彼

对比但并不掩饰。

Edouard Malingue 先 生 偕 其 兄 弟 Olivier 和 姊
妹 Eleonore 一起，为父亲的画廊效力了六年。他

此贯通的三个房间，收纳在一个从街面上即可望见
的铝质体量中 ；而开放的办公区域则容纳了接待与

相互贯通的展览空间也限定了办公空间，为三个空

专门负责的领域是国际业务拓展，因此足迹遍及

管理功能，将建筑的原真结构展露出来。

间创造出了一个可选的序列 ：助手办公室和厨房与

欧美、亚洲，会见过众多的客户与藏家。嗣后，

第一个房间相应 ；Edouard Malingue 的办公室

Edouard Malingue 先生在伦敦作为私人交易中介

三个房间彼此贯通，最大地优化了展览空间，使得

与中间的艺术室关联 ；私人观景室则在主立面上。

工作了五年，然后于 2009 年夏移居香港，创建了

参观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凝神省思于个体的艺

这一房间也包含着一个艺术储藏单元，嵌入展示体

Edouard Malingue 画廊，
并于 2010 年 9 月开幕。

术作品。包纳这三个房间的铝体量创造出一种盒中

量，通过一个滑动墙扇开向观景室。
Edouard Malingue 画廊

盒的概念，满足了审美、氛围、实用等多方面的目
的 ：盒体作为一个客观物体，从其下方的皇后大道

入夜，画廊的两张面孔从街面上即矫然可见。包纳

Edouard Malingue 画廊在香港开幕，在亚洲艺

中即可仰见 ；它创生出一种对审美活动的保护与静

艺术空间的穿孔铝板与周围粗糙的梁结构，连同展

术圈是一个激动人心而至关重要的地标性事件。

处的感觉 ；并允许环境可调控，保证了博物馆在气

览体量之上穿梭的包箔管道，在照明系统的突出

这一画廊是领域内的先锋，是第一家专注于收藏

候、声学与照明诸方面的标准。

下，都是那么的清晰可见。

博物馆藏级别的印象派与现代派艺术作品的画廊。

展览空间堪称精审——反光的树脂地面、粉刷的白

客户信息

是在 2009 年。大中华区和整个亚洲对印象派与

墙以及漫射的灯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办公

Edouard Malingue 先生是巴黎著名的 Malingue

现代派的兴趣日趋高涨，画廊的开办正是对这一潮

空间所保持的“天然”空间品质：
裸露的壳体结构，

画廊的创始人兼总监 Daniel Edouard 先生的长子，

流的回应。

Edouard Malingue 作出在香港开办画廊的决定

项目名称 _Edouard Malingue 画廊
Bueron, Patrizia Zober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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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委托人 _Edouard Malingue

设计团队 _ Jim Dodson, Ekaterina Golovatyuk, Ravi Kamisetti, Katja Lam, Ted Lin, Betty Ng, Viviano Villarreal

建筑面积 _75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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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n Run Shaw, Creative
Media Centre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中心设施完善，是亚洲首

的形式、光线和材料的运用营造出互动式的研究

建筑设施还包括多功能剧院、摄影棚、实验室、

个提供高水平的创意媒体教育和培训的学校，为

和创意氛围，室内活动空间的设计强调开放性与

教室、展览空间、咖啡厅和餐馆。建筑北部幽谧

媒体技术中心、计算机工程以及信息学院服务。

连接性，鼓励合作。对游客而言，媒体中心同样

的景观花园同时向学生和公众开放。

充满活力。他们可以在此欣赏各种设施，成为课
独特的水晶般设计创造了非同凡响的空间，丰富

项目名称 _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中心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PARTNER，Leigh & Orange Ltd. (Hong Kong)
EDAW

224

程和活动公众推广项目中的一部分。

设计者 _ 丹尼尔·里伯斯金 建筑面积 _24 433.50m2（263 000 平方英尺） 建成时间 _2011 年 委托人 _ 香港城市大学，JOINT VENTURE

结构工程 _ARUP (London and Hong Kong)

成本估算 _ Rider, Levitt, and Bucknall (Hong Kong)

给排水与管道工程 _ARUP

土木工程 _ARUP

景观设计 _ ADI Limited (Hong Kong)

城市规划 _

承包商 _China Resource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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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Gollings Photography PT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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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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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John Nye

copyright: Gollings Photography PT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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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图

Innovation Towe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学创新大厦

创新大厦的流动特性出自其所在景观、楼层形态

建筑

完整小径将访客引向辅助的公共设施（店铺、餐厅、

与百叶形姿的本质构成，进而消解了已成类型学

为创新大厦提出的远景中，它展示出一个独一无

博物馆），途中穿越的便是开放的“展览柜”，跨

典范的塔楼与裙房，将之融为一个夺目的无缝形

二的机遇 ：重新检视和应答创造性的、跨领域的

过裙房与地面两个层级。

体。流动的内部与外部庭院创生出私密尺度的公

环境。设计者的概念的第一步，即是将校园里的

共空间，恰为开放的展览广场与室外娱乐设施更

多种项目集合在一起。经过严格的考察，它们各

在裙房层，是一条坡道有收有放的路径，迎向开放

添新翼，将公民空间的多样性升华到新的水准。

自特质之间的多样关系被安排妥帖，依据便是其

的地面层，那里有重新定位的室外娱乐设施。从入
口门厅看去，一部长扶梯凌空穿过四层开放的玻璃

“并行的灵活性”。
都市性

车间。校园新建筑里这些巨大的车间自身便成为一

过去 40 年来，香港理工大学 (HK PolyU) 以其发

首要考虑的，是将校园中的师生与公众均邀集进

系列的展示柜。贯穿建筑的行走路径成为一条清晰

展与壮大见证着都市的力量。各类院系、社区与

一个欢迎姿态的新空间 ：既作为建筑的入口，也

的上升之路，铺陈的展示柜台和各种事件使得学生

设施像一条富丽的织锦，为一系列和而不同的紧

是现有综合体的协调器。第一个建筑姿态，是将

和访客均能在行走过程中，即可从视觉上一览各项

凑建筑串联在一起。在外向的扩展进程之后，香

现在足球场与网球场的地景抬高，从而将通向这

工作与展览并沉浸其中。这些路径旨在使多种多样

港理工大学如今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其校园北侧的

座校园新建筑的韧性主步道的入口布置在这一地

的使用者在每一层的空间中都有新的机会发生互

剩余空地，将发展的势头转向内部。创新大厦之新，

坪，向其紧邻的裙房层开放。其下的地面层遂能

动。建筑中的吹拔空间将自然光线、新鲜空气与空

便是将这片空地创造成为通达的都市空间，大大

从已有的校园主路彩玉路（Yuk Choi Road）进

间的连续感带入建筑。如是而行，包括了学习集群

改观本校的观感与使用风格。这种设计大胆地激

入。通往车间、停车区以及未来的开发项目“第

与中心设施的大厦项目策划，就得以在各个体量中

发出充满未来的可能性的视野，同时又通过原样

8 期”（Phase 8）
。在裙房层，创新大厦形成一座

创造出一幕幕协调的场景与对话。

保留大学建筑在发展历程中的变迁，反映出这座

开放的公共门厅，通过一条无柱的开放展览广场

学府的历史。

深入建筑内部。从孙兰芝纪念广场而来的长长的

项目名称 _ 香港理工大学创新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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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层平面图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设计者 _  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

设计团队 _ 扎哈·哈迪德、Patrik Schumacher

建筑面积 _15 000m2 设计时间 _2007 年

二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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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view Green
北京侨福芳草地
2000 年岁末，北京市中心，来自香港的侨福集团

钢、玻璃与充气 EFFE 窗帘一体的围护罩庇护之内，

四层的零售商场在设计上别出机杼 ：有三个直通

为一座地标性建筑提出了一项挑战性的策划，旨在

不使暴露于外部环境中。这一道围护罩，本质上

底层的楼层——最低者就是下沉庭园，60m 高的

改变大型综合商业开发项目的成规。它所引得的

是一层天气保护层，通过对传热、噪声、空气污

中庭底面 ；一层日常街道可达的地面层 ；还有一

回应，也是一项时尚、节能且环保的设计，由徐

染等诸方面的隔离和对太阳能、室内外通风的调

个顶层与公共步行悬索吊桥相通，斜着跨过整个

腾（Winston Shu）领衔的香港建筑事务所 IDA

控，控制着整个项目的微气候。

基地。零售商场这样绕中庭盘旋而上，完全对外
开敞，将全无遮拦的视野献给来客，纵览整个项目，

一手命制。整个开发项目有微气候调节，运用与北
京季候变化相一致的可持续自然手段，实现了水准

建 筑 面 积 总 计 逾 200 000m2， 其 中 82 000m2
2

空前的热舒适度与灵活的使用空间。

为办公面积，12 000m 为精品酒店，5 000m

畅达四界。

2

为分布于四个楼层的零售商场，位于地下与楼后
2

整个项目的核心所在，是跨达 235m 的悬索步行

项目由四座建筑组成，位于一座下沉庭园之中，

空间的 60 000m 用于停车。绝大多数办公单元

桥——在世界上也是同类步行桥中的魁首。作为

低于毗邻街道地平面 9m。所有的建筑彼此独立，

均有入口直通空中花园、景观廊桥和露台 ；在常

一条面向公众的大道，它提供着振奋人心、别具

中间是一个 L 形的满光中庭，宽达 24m ；其中有

规的封闭办公空间之外，给予了人们虽非正式但

一格的空间体验，使得侨福绿地集团成为一个昼

空中花园、露台、廊桥彼此穿插错落，均在一道

心向往之的“室外”工作空间。

夜不息、访客络绎的都市胜地。

项目名称 _ 北京侨福芳草地

项目地点 _ 中国 北京

设计者 _ 徐腾 IDA 建筑设计事务所（Integrated Design Associates） 设计团队 _Ulrich Blum，Nicole Ip，Alicia Tan，Pusey Chan，Stephane

Lacroix，Moses Tan，Kin Choy，Christa Lange，Jochen Tombers，Howard Chung，Peter Liu，Louisa Williams，Colin Foster，Rosita Nicknafs，Patrick Yue，Simon Griffiths，Ed Peter，
Connie Ho，Willi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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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_200 000m2

建成时间 _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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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酒店坐落在项目的巅峰楼层，只有通过街道

用了可逆转换能的空调节能 HVAC 系统，即将

得到补偿，设计团队仍力求遵守环境的要求，拒

层进入酒店入口门厅，再进入全玻璃的穿梭电梯，

地板下空调与水冷吊顶统合起来，以备冷暖之需。

绝产生这样的妥协。

方可进入这里。酒店拥有 120 个豪华套间，其

这种革新而节能的 M&E 与 HVAC 系统设计，以

中 50% 的房间面积从 72 ～ 144m 递增，另有

这种规模投入商业开发项目的使用，在世界上乃

在为这个 200 000m2 的项目寻求更好的室内环

一个阔达 500m2 的总统套间。每一间大型客房

是首例。

境的回应中，蚕茧——城中城的概念应运而生。

2

这是在向巴克明斯特·富勒眼中的世界致敬——

均配备有宽展的室外露台和私人游泳池。一个玻
璃和钢构成的蚕茧形的结构体，栖迟在最高的尖

方案设计

在那时，设有一个横跨广袤空间的围护罩，呵护

顶，这就是悬浮的空中酒吧，整个项目的压轴大

形式追随功能，是对北京这座侨福绿地项目设计

着一个城市，使得其中居民免于污染的侵扰，是

戏。从这里，主宾尽享脚下的城市与寥廓的远景：

的最佳总结。从 2001 年构思起，本项目就对“光

一个乌托邦的构想。四十年后的今天，在技术的

惊险而又充满戏剧性。

的权利”体现着本质的尊重 ：创造一种建筑形式，

阔步前进之上，侨福绿地集团对这一图景做了重

成为环保可持续设计的传神写照与驱动力量。

新演绎，为 21 世纪中国绿色建筑设置了新的零线。

业项目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庞大而封闭

建筑形式塑成的线索，是法律对最小日照时间的

为了降低建筑总能耗，设计团队做出了显著努力，

的建筑之中，微气候围护罩创造出了全年不息的

强制要求 ：西向与北向的邻里，每一扇窗户在冬

得到了极大的首肯 ：美国绿色建筑协会为本项目

自然通风，这在室外温度较为适宜的那半年时间

至日取得的无遮挡日照时间均不得短于 1 小时，

颁发了 LEED 铂金绿色建筑认证。在 2012 年完

里体现得尤为显著，届时四座办公楼均受自然通

这就决定了房檐与建筑高度、屋顶坡度以及与相

工之时，这座 LEED 铂金级别的建筑正式拉开了

风降温之惠。在一年的其他季节里，办公楼也应

邻建筑的分立关系。尽管邻里受到的日照损失能

中国大型“绿色”综合开发项目的序幕。

先进的技术与这座建筑整合于一体，这对一个商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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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教育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建筑实验 Architectural Exper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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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输入与输出 Architectural Import and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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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建设施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香港以具备“世界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而引以为豪，同时是国际商务与旅游目的地的上乘之选。
有数据表明，香港的优势包括高效便捷的本地和地区交通、顶级的通讯与连接设施以及世界领先的海上和航空货运系统与物流枢纽。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Process
in Hong Kong
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text_钟宏亮（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 ngo projects

凌驾于倾斜山路之上的山道高架，香港岛
(taken by Kalson Ho, copyright needed)
From http://www.overover.com/blog/page/10

简介 ：一个被压缩的四通八达之城

基础设施作为不朽的城市工艺品

90 年 代 的 机 场 核 心 计 划（ACP）， 与 葵 青 货 柜

香港以具备“世界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而

香港如此大规模的公共交通发展得益于复杂的基

码头的扩建工程共同组成了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

引以为豪，同时是国际商务与旅游目的地的上乘

础设施网络，充分的发展保证了多年来不同城市

（PADS，其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玫瑰园计划”）

之选。有数据表明，香港的优势包括高效便捷的

功能单元的高效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 20

的一部分，它提供了更具长远视野的城市发展规

本地和地区交通、顶级的通讯与连接设施以及世

年，公共住宅和淡水库的建立满足了基本需求 ；

划。ACP 涵盖了一系列彼此有联系的项目，开启

界领先的海上和航空货运系统与物流枢纽。香港

20 世纪 70—80 年代经济繁荣发展，公路和地下

了一条新的西向发展长廊，远离早已饱和的市中

的公共运输系统也有充足的理由被称之为“高精

铁的引入适应了卫星城和新城人口的快速增长 ；

心地区。以大屿山赤腊角新的香港国际机场建设

尖”。首先，香港地形山、港、半岛、群岛交织，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局势风云不定，机场和港口

为中心，ACP 包含了一个人工机场岛屿建设、大

因此为了与地形特征相呼应，加之城市发展主义

经历了战略性的重建和扩建 ；香港回归后，内地

规模填海工程、九龙跨海港隧道以及东涌新镇的

规划策略的历史因素，公共运输门类繁多，有多

与香港的联系得到了长足的加强与融合。项目涉

建设。项目自 1998 年开幕以来取得的经济上的

样化的种类可供选择，包括飞机、火车、地下铁、

及范围广泛，从全港范围的超大规模建筑和壮观

成功和持久的利益有目共睹，新的航空枢纽以新

地上郊区轻轨（后三类均由地铁有限公司 MTR 运

的工程技艺到更具实用性、融入城市纹理的本地

的海运、陆运和双重铁路网为依托，实现了本地

营）、巴士、小巴、出租车、电车、索道、缆车和

建筑，应有尽有。由此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基础设

及地区间的快速连接。

渡轮，各种交通运输设施四通八达。其次，香港

施连接体系，从铁路、道路隧道、桥梁、高架公路、

发展成熟的土地面积为 250km2，约为特区总面

人行道到户外扶梯、电梯和自动人行道等，众多

宏伟的青马大桥承载了机场到城市、公路到铁路

积的四分之一。720 万人口聚居在这片土地上，

设施都从不同层面彰显了对高难度地形的创意性

之间的联系，成为区域内的地标性建筑。2009 年，

人口密度极大。发达的运输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

回应。

制作考究的昂船洲大桥投入使用，中心建筑完善
了 8 号线，东西向的公路将机场与人口密布的沙

平价利民等特征积极高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
争的事实与数据令其不言而喻。
238

迄今为止，香港最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 20 世纪

田直接连接起来。长跨度的斜拉桥作为获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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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地区以密集的基础设施作为推动城市发展强有

17 个核心文化场馆中的中心项目。目前，修订后

过污水和废水处理改善海港水质量。HATS 第一

力催化剂的模式被认为前景一片光明。）

的项目投资预算是 290 亿港币，第一阶段计划在

阶段的试运行已收获了显著的成效。

2020 年完成。
“十大主要基建项目”

中环交易广场一带行人天桥系统，香港岛

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香港岛

坚拿道高架下方空间市民活动丰富，香港岛

(taken by author)

(taken by author)

(copyright needed) from
http://urbantoronto.ca/forum/showthread.php/8884Hong-Kong-by-Tram)

随着珠三角（PRD）地区迅速实现都市化，随之
2

香港“地铁加地产”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触

启德开发项目（KTD）占地面积 320 hm ，包含

而来的是跨界和地区间不便捷的连通设施将最终

及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

原有的机场场地和邻近的九龙城内陆地区，规划

导致香港边缘化的担忧。要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目除了适应社区的基本发展外，同时也通过创造

中的功能项目包括中低密度的住宅区、商业区和

投资的诉求也随之出现，如将现有的机场与东浦

就业机会和推动 GDP 增长刺激了经济发展。在

基础设施以及一个顶级的体育场馆中心和游船码

新镇融合为“机场城”的设想。这将不仅使香港继

1997 年 经 济 危 机 中 被 中 断 前， 机 场 核 心 计 划

头。与此相关的一个首创性项目是正在进行中的

续秉持“世界城市”的特性，并且有助于塑造新

（ACP）一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因此，为

启德明渠历史峡谷的修复工程，以复兴周边历史

兴的容纳 4 000 至 5 000 万人口的珠三角大都

了摆脱经济危机后持续的经济低迷现象，香港政

区域。多年来，伴随着不确定性和诸多争议，近

市集群，积极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府于 2007 年宣布了“十个主要基建项目”系列。

期盛传的运动城综合体的重新选址激发了市民的

尽管这一乐观的应对举措发展受阻，但它充分显

热议，迫使政府重申其在 2012 年 10 月许下的

就领域内的市内发展而言，依然存在巨大的环境

示了香港政府分阶段持续推动项目进程的决心已

承诺。然而，随着福斯特及合伙人设计的邮轮码

和空间挑战。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使超高密度的

初见成效。截止到 2010 年，在启动了众多小型

头预计在 2013 年 6 月运营，其他相关基础设施

城市节点变得容易到达，然而在这些开发密集地

本土项目以对抗全球经济滑坡所引发的持续亏损

项目，如环保型环线轻轨连接路中环九龙长廊 6

区，宜居问题也相伴而生，如致命性的路边垃圾

后，香港政府预计在今后的五年中每年投资 500

号线路以及寓教于乐的“启德幻想”，也进入考虑

污染、城市热岛效应以及由所谓的“屏风楼”所

余亿港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十个项目”

轨道，KTD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向前推进。

引发的“城市峡谷效应”等。尽管取得了商业上
的成功，MTR 主要依靠地产税收作为资金的“地

中的大部分均有望在未来十年中竣工。这无疑是
是目前全球第三长桥。它横跨货柜港口，提升了

堵现象的行人交通工程解决方法自 1994 年开始

了更多创新型互通式立体交叉和联合的城市设计。

道路连通性，使港内及港外人流与物流畅通无阻。

运行，它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的城市可能性。中环

东涌枢纽站强化了新城人行道化的公共空间网络，

另一项公路成就是深圳湾公路大桥（深港西部通

至半山的自动扶梯系统作为户外自动扶梯实体，

而在青衣站，高架轨道穿过裙楼的不同楼层，实

道）
，连通新界西北部和蛇口地区。作为与中国大

经过了倾斜的湿货市场，大街走道和人行桥长度

陆的第六条和最新的连接通道，大桥提升了交通
质量。该项目的环保型工艺和政府间的成功合作

“十个项目”中的最后一个长期项目为新界北部农

铁 + 地产”发展模式逐渐导致了地铁沿线过度紧

村的新开发区计划（NDA），即所谓的香港“最后

缩的节点。因此，需要寻求可替代的收入来源以

在“十个项目”中，三个是中期公路和铁路加建

的边疆”。项目旨在缓解拥挤的城市地区的压力和

分散在关键城市结合点拥挤过度的风险。预计到

现了空间的融合。在香港和九龙站的终点站之上，

项目，连通区域内的各个角落。第一个（西部和

满足未来二十年中的人口增长（预计将超过 800

21 世纪 40 年代，人口将达到 841 万，面对不充

总计超过 800m，高 135m。由于其站点频多且

岛上 88 层楼高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2003 年）

南部岛屿 MTR 线路合并为一体）和第二个项目（沙

万）需求。古洞北区、粉岭北区、坪輋 / 打鼓岭

足的发展空间带来的迫切压力，需采取各项措施

散布均匀，因此为游客、通勤者和居民都提供了

和位于半岛的 118 层楼高的环球贸易广场（ICC，

田至中环线）已进展到最终设计或初期施工阶段，

新市镇和洪水桥的选址充满战略意义，面向边界

增加土地供应，包括维多利亚港外围或偏远岛屿

都广受赞誉，而其所收获的最大荣誉莫过于胡锦

巨大便利，并在不经意间将更多的生命形态吸引

2010 年）分别是各自楼群里的最高点，位于超

旨在加快岛上和九龙高密度区域的城市复兴 ；第

控制点。尽管与先前年代的新镇相比规模较小，

周边海域的填海工程，探索地下空间和岩洞的开

涛主席在 2007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至场地中，形成了所谓的“自动扶梯文化”。同样，

级购物中心裙楼的顶部。两个地标性的摩天大楼

三条线路（屯门西绕道和屯门至赤鱲角线）将极

但这些新开发区将仍然会经过全面综合考量，实

发潜能，甚至是利用香港 2 000 架奇异的立交桥

十周年纪念日上宣布大桥的正式通行。

位于中环、湾仔和旺角等密集商业区的宽广的人

意在通过制作面向西方的新的巨大门户，重新定

大地改善与新界西北部的连通性。

施策略也重点突出与主要公共基础设施的协调配

下方的剩余空间。

行桥网络在改善行人连通性的同时，也有助于激

义维多利亚港经久不衰的城市天际线。因此，在

发城市活力。

30 年间，MTR 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简单的铁路

此外还包含四个工期较长的跨境项目，需要与其

经营者转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开发商和强大的城市

他 市 政 政 府 进 行 沟 通 与 协 调。 广 深 港 高 速 铁 路

对香港而言，周期性升级港口、机场、铁路和公
路等大型硬件设施是持续吸引当代国际资金、货

香港政府加快经济复苏的决心与信念的体现。

合，尊重现有的生态和文化遗产，平衡各方利益。
对于香港的社会基础设施而言，先进的物理连接
基础设施与城市化进程

设施保证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实现，并付出了相

物和人才回流所不可或缺的举措，并借此保持其

基础设施融入密集区，通过提升可达性激发城市

未来规划的参与者。（注 1 ：自 2007 年 12 月以

（ERL）香港段全长 26km，始于西九龙，到深圳

香港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可靠、平价的公共交

当的代价，这显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平衡因

经济竞争力和自我标榜的“亚洲的世界之城”地

活力，这一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应用。在规模

来，MTR 已经成为香港的核心铁路运行设施，与

边界结束，并与去年开始运营的以 300km/hr 的

通运输系统有目共睹，与先进的“发达”城市完

素之一，而收入鸿沟也日渐拉大。2012 年香港被

位。然而，基础设施所产生的壮观景象，如开放

较大的、各种不同的公共交通设施交叉会合的换

国有的九龙公司合并后，将冲突和重复率降到最

速度行驶至广州的火车相连，最终与全国高铁网

美契合。展望未来，扩大设施规模或提高可达性

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宜居城市”，然而众

景观上屹立的不朽建筑形态，只有在高速行驶或

乘站，这一优势体现得尤为明显。人流的高度集

低，提升了交通运输网的效率。）

络连接。壮观恢弘的港珠澳大桥（HKZMB）弥补

与质量的项目与计划都恰如其分。对于特区政府

多棺材大小的小隔间、牢笼式的住房和非法分划

远观时才能获得最极致的体验。只有当公路和桥

中使文化与休闲、商业与住宅等不同的城市项目

了“三角洲末端”地带缺失的一环，将香港与珠

来说，提供一流的同城连接设施的承诺将巩固城

的公寓依然充斥在这片土地上，成为贫困人口的

梁近距离接触城市纤维的细节时，交通工艺逻辑

相融合，保证了盈利机会。在公私合资企业的辅

整体而言，香港的新机场和与铁路相关的发展项

江西岸地区连接起来。项目原计划于 2016 年完

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并增强其作为全

安身之所。随着广深港高速铁路（ERL）即将扩

的物理表现形式对于市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冲击才

助下，不动产及其相关消费方式与交通基础设施

目极大地改善了连通性，更加融合的节点缓解了

工，落成后它将成为世界上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

球旅游目的地和世界级大都会的吸引力。然而，

大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快速连接，在四通八达的城

能显现出来。值得纪念的案例包括以下几点。首先，

相融合的混合发展模式日益塑造着香港的城市形

拥挤的中心压力，形成了有创造性的车站建筑、

组合公路。香港深圳机场合作项目和落马洲头共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

市，没有特定机构保证经济利用公平划分、社会

在制高点和居民楼附近横切狭窄街道的天桥，比

态和日常生活方式。

开放空间和公共领域设计。其他显而易见的益处

同发展项目的进一步规划与合作可能性以及双方

城市进程中的工具化，如何在平衡经济竞争力与

分化及不满情绪加剧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还包括使大众得以保持更加倾向于使用公共交通

经济利益最大化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社会总体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作用。

如山道天桥，下方倾斜的街道使其充满了戏剧化
的夸张效果 ；坚拿道天桥及其闻名且丰富多彩的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 MTR 的“地铁加地产”模式，

运输方式的习惯和维持城市较低的私家车拥有量。

地下室活动 ；知名度略低但同样充满戏剧性的清

通常由位于或靠近铁路设施的商业或住宅塔楼组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通过推测整合“生活方式长

在香港，公众愈加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如何与城市
最后三个首创性项目为大型长工期项目。其中，
2

依靠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计划

发展的各个层面相融合——从保证高效交通运输

风街。其次，服务近海居民的高架沿海公路，如

成，位于零售裙楼顶部。运输、购物、居住、工

廊”铁路沿线散落分布的高端社区的可能性，对

西九文化区（WKCD）旨在一块 40hm 的填海

不仅局限于“十个项目”中。MTR 正在规划其

的物理连接设施、经济发动机到城市发展与公共

位于北角城市花园地产的东区走廊。第三，穿过

作与娱乐等项目类型分层垂直分布，通过将乘客

“线性城市”理念的学术研究试图合成交通导向的

场地上建立迫切需要的世界顶级艺术和文化设施。

他项目，如北港岛线的补充路段以及靠近深圳边

领域名副其实的催化剂。随着城市公民的所有权

建筑的天桥，如唐楼的加士居道天桥。尽管在这

活动压缩到车站附近，使便利性发挥到最大化。

发展概念。（注 2 ：包含本地大学在内的多学科调

该文化中心项目首次于 1998 年收回，在经历了

界的新界北环线。启德单轨铁路（EFLS）作为

和公平追求社会经济利益的意识愈发强烈，基础

查项目研究车站在城市设计和复兴中所扮演的角

2005 年严厉的公众批判后原有提议被废除。在

高架轻轨，将启德开发项目与观塘和九龙湾相连

设施建筑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与不断变化的城市化

剧性，但同时也凸显了其不相容性，对寓所产生

在 1979 至 1998 年现有的五条线路完工期间，

色以及公共空间的设定。研究聚焦环境可持续性、

广泛征询了公众意见后，项目重新启动。福斯特

接，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公共咨询阶段 ；而中

进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规划中的基础设

诸如视觉介入、光线阻隔和空气及噪音污染等负

MTR 得以打磨这些以车站为中心的不动产项目

城市和建筑形态，试图利用调查成果巩固车站设

和合伙人事务所的“城市公园”主体规划在三个

环填海计划和机场核心计划的最后一项中环湾仔

施项目即将在今后的几年中开花结果，这不仅将

面影响。

的可行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首次尝试包括

计。）据此，基础设施集合体的巨大潜力不言自明，

最终候选方案中胜出，并在 2011 年 3 月被正式

绕道工程已进入最后的施工阶段。净化海港计划

缩短香港与世界各地的物理距离，同时将提升其

在 MTR 拥有的九龙湾车站附近建立的德福花园

有效调节高密度体量中集中性的人流与物流，促进

采用。2012 年 12 月，戏曲中心建筑竞赛的获

（HATS）是另一个政府首创项目，旨在对抗维多

城市竞争力，促进资源的平衡分布、社会连通性

基础设施作为示范性城市催化剂

以及在之前的海军船坞建立的太古城地产。20 世

城市复合体项目的创新，并最终依托典范性建筑

奖者正式宣布，同时宣布的还有“M+”视觉文

利亚港周边的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水污染问题。这

与之相对，意在缓解中环地区山坡与海港之间拥

纪 90 年代机场快线及东涌沿线的新增站点催生

的象征性意义融入当代城市发展现状。（注 3 ：香

化博物馆项目的最终候选名单以及西九文化区的

一项目共投资 13 亿港币，分两个阶段完成，将通

些案例中，公路与住宅体块的并置排列充满了戏

240

和可持续性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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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建设施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2. 相遇的空间

大陆、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如同一个大家庭。 两个中庭相遇又分离

3. 冬日花园

4. 和基地隔离的景观
旅行者可以放松其中，也可以找到各种 冬日花园既可以降低能耗又提高了空气质量
有趣的活动

5. 大跨度拱顶
少而小的柱子提供了高效的循环
和清晰的标志线

剖面图

Hong Kong - Zhuhai - Macau Bridge
港珠澳大桥

作为过境交通的终点站，这座桥将成为一个新的

要的设计概念是简洁的——在同一个屋檐下 ：大

容许更长的跨数，保证了客流的畅通往来和员工

地标，反映着香港作为蓬勃的全球性大都市的地

陆、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是一个大家庭。其中，

的清晰视线。在政府的努力下，这座工程正在香

位。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创新、高效，可持续，使

一个漂浮的冬季花园将基地隔离起来，同时它的

港逐步实现。

用者最欢迎，对环境最亲和的过境交通设施。主

双层空间框体也减低了能耗。从结构上说，筒拱

项目名称 _ 港珠澳大桥 项目地点 _ 中国 香港 大屿山

242

设计者 _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 委托人 _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建筑面积 _130ha

设计时间 _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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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层
屋顶覆草

＋ 32 层
图书馆馆藏

＋ 28 层
期刊区

政府文献区
＋ 24 层

＋ 20 层

一般阅读区

＋ 16 层
＋ 10 层
＋5层
＋0 层
－

24 小时自习室

面对校园的功能

面对山体的功能

THE MASTER PLANNING OF
CUHK(SHENEZHEN) AND THE FIRST
PHASE PROJECT DESIGN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整体规划及一期工程设计

深圳中大图书馆的设计配合整体规划的理念 , 维持

大面积建筑拉开成为线性量体 , 经由转折架空 , 保

效率的结构模组为规划基础 , 利用厚实的砌石与轻

了自然山体的完整性 , 由山体到平地 , 以三个平行

持了由中央绿地到山体的视线穿透性 , 也维系了校

巧的木条作为外墙的遮阳材料 , 将间接光源引入室

的线性空间展开 : 教学建筑以线性的大结构配置在

园大面积自然坡地的完整性。

内的阅览空间。图书馆室外的空间序列“庭、廊、院、
台”配合了室内空间序列“厅、堂、庑、轩”, 表

山体对侧 ; 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书院 , 沿
山脚以单体建筑的形式衬托山体主题以及两组建筑

建筑以多层挑高的书架天光大堂为中心 , 如树枝般

之间的连续绿地。在这个构思下 , 图书馆的设计将

延展到各图书室底端的山景阅览室。设计以高藏书

达了室内外双重框景的空间张力。

项目名称 _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整体规划及一期工程设计 项目地点 _ 中国深圳市 委托人 _ 香港中文大学 设计团队 _ 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许李严建筑师有限公司、嘉柏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_303 954m2 基地面积 _1 000 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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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组织社区项目 NGO PROJECTS

2009 年以来笔者的研究团队进行着轻型建筑系统的发明和项目应用。本文描述了其中一个轻型结构系
统（新芽系统）的五个实验项目，它们具有多变的形态，以反映场地、地质、气候、功能、预算的特定挑战，
它们还有着不断推进的、系统级别的探索——分别是系统的成型、适应性的扩展、围护体的突破、高度方
向的拓展以及山地应用。这些小型项目包含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几种形式：有通过应用发展实用的创新技术，
也有集成多分支的技术，还有利用足尺试验收集验证数据。它们还反映了大学学术研究者的价值观及方法，
即在区分“发现、集成、应用与教学”学术类型的基础上，探寻其间重叠、依存的关系，以及不同学术
形式之间关联的途径。

THE EXPERIMENTS AND
ACADEMIC FORMS OF THE
LIGHT ARCHITURE SYSTEM
轻型建筑系统的实验及其学术形式

1

2

图A

text_朱竞翔（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1 下寺新芽小学俯瞰——嵌入村落的重建布局
2

下寺新芽小学教室内景

建筑设计 ：朱竞翔，夏珩
建筑面积 ：437m2

是可定制的预制房屋 , 先在工厂低成本生产，然后

2010 年四川盐源达祖小学新芽学堂——空间适

使这个现代的建筑融入乡村氛围，又无须像当地

在工地迅速组装。轻钢框架为承重主干，预制墙

应性

传统的井干式建筑般消耗许多原木

同样在香港龙的文化慈善基金及中大新亚四川重

设计由新加入的香港同事谭善隆建筑师负责。

[1]

板与之拉接，形成复合的轻型结构系统

。它具

[3]

。这一空间

备高抗震能力。轻钢框架受面材及表面涂层保护，

建基金的资助下，2010 年我选择了四川省边境的

寿命最少可达 20 年。虽然外墙仅 16cm 厚，但

凉山州盐源县泸沽湖镇，位于海拔 2 600m 的少

由于盐源天气寒冷，昼夜温差很大，但日照、风

采用了隔热物料，配合多层构造、室内储热材料、

数民族摩梭族村寨达祖建造第二所新芽学堂。这

力充沛。建筑围合延续当代发达国家的构造原则

恰当的门窗位置与面积比率，确保室内冬暖夏凉。

里靠近西昌，也是地震多发区域，有着由传统井

来设计，使用 8cm 厚的保温材料来抵御严寒天气，

分散式的自然采光与通风系统帮助减少了主动能

干房屋构成的漂亮村落，美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

还利用了烟囱效应在维持夏天室内的凉爽。清洁

源消耗。构件多以机械方式连接，便于未来的维修、

旅游开发，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砖混及水泥框

能源由一部风力发电机提供，用于点亮 LED 灯具，

拆卸或移动，也减少了使用化学胶结剂产生的有

架建筑。

全部照明的能量消耗只有 1.2kw。设计还预留空

害物质。它造价合宜，允许远距离的预制生产。

间，供后续安装太阳能地板辐射热系统（图 B）。
新建筑继续采用了前述的轻型复合结构系统，但

2008 年以来，我带领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团队设

2009 年四川广元下寺新芽小学——系统的成型

建了四川灾区剑阁县下寺村新芽小学。这个项目
2

四川大地震揭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乡镇重

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学堂位置依据泸

2011 年云南大理陈碧霞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

型建筑物缺乏良好的结构设计与施工监管，导致

沽湖区自然环境、当地村落的肌理和校园生长机

围护体的突破

2

计建造了一系列慈善学校及保护区建筑。这些小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向香港

提供了 450m 的永久校舍，包括四间标准教室、

重大伤亡及财物损失 ；另一方面灾后的重建工作

制而定。校舍是单层建筑，占地 260m ，设有三

香港陈碧霞女士通过媒体信息联络到我，希望捐

型项目除了带来专业奖项、社会认可和持续的研

龙的文化慈善基金建议使用轻结构帮助四川小学

多功能礼堂、教师办公室及环保厕所。四栋双坡

繁重，临时建筑充斥却缺少舒适性，拆除后更造

间教室和一个阅读空间，使用了紧凑的扇形平面，

资为大陆学校修建新教学楼。我也有机会第三次

究机会外 , 也证明了轻型建筑系统的优越性能以及

重建。尽管当时还没有建成的实物，香港古董交

屋顶单层建筑界定了中央庭院，布局概念来自于

成难以处理的环境垃圾。这一创新的轻型结构系

没有浪费任何地方作走廊，室内四个空间的尺寸、

应用轻型系统。2011 年春季，云南美水小学新芽

巨大潜力。应ＵED 杂志社的邀请，我在这里介绍

易商蔡宏炯先生仍然决定资助两间学校。之后我

村落肌理。

统在临时工棚般的安置房与钢筋混凝土的重型传

比例与朝向各不相同，孩童可以自然地感知所处

教学楼落成。相比于前两次实践，这一项目在多

的教室，教师也能按需要调整门扇，灵活制造不

方面有所发展 ：结构从单层发展到二层，平面组

统建筑之间找到一个有趣的解决途径

[2]

其中的一组工作。通过回顾这些应用工作，我希

和博士研究生夏珩进行了 7 个月的研发和试验工

望能够介绍所涉及到的学术活动和团队对于建筑

作。2009 年 6 月，我们在深圳及成都的建材工

利用这一建造机会，我能够实现一个酝酿了相当

学则将它以实物形式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大众眼

同教学空间，房间之间半透明的墙壁可阻隔声音，

织转变为条状，屋顶形态也改变为单坡 ；而在场

学独特学术性的理解。

厂组织构件预制，并在 8 月带领工匠与大学生重

长时间的构思 ：研发一套创新的结构系统，它也

前（图 A）。

而不阻挡光线渗透。简单的外围木制格架设计，

所的应对上，校园地形落差、校园以及村落肌理

246

。新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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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

2

3
图B
1

达祖新芽学堂顶视，远处为达祖社村落

2

达祖新芽学堂的窗户利于儿童使用。

3

达祖新芽学堂墙身及屋面的构造示意图

建筑设计 ：朱竞翔，夏珩，谭善隆
建筑面积 ：260m2

图D
1

鞍子河工作站轴测图

2

鞍子河工作站的凸窗——能够强化整体结构的凸窗

3

鞍子河工作站的悬浮体量——规避林地湿气也便利基础的快速

作业
4

鞍子河工作站的内景——从上层下挂的楼梯和 9m×7m 的大

空间

2

1

3

建筑设计 ：朱竞翔，夏珩，谭善隆
建筑面积 ：260m2

2

图C
1

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操场侧外观——围护色彩接近其他

建筑物，洞口处理则很特别

调的响应。这一轻型校舍同达祖芽学堂一样，视

白 体 量 踞 于 高 出 路 面 3m 的 高 地 上。 建 筑 整 体

2012 年四川白水河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山地

2

陈碧霞美水小学校园轴侧图

觉上有着厚重的防卫感。

架空于点式基础之上， 除了有利于保留自然地

住宅原型

3

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校园侧外观

4

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教室及开口——开口与灯具形成连

貌、 减 少 房 屋 对 土 地 的 破 坏、 获 得 底 部 的 自 然

2012 年，VANCL 凡客诚品捐资 WWF 世界自然

建筑的内外还有很强的材料反差，每间教室地板、

通风外，还可以减少野 外基础施工的时间和难

基金会成都办公室修建了白水河自然保护区工作

隔墙的用色亦有所差别。室内开口较多，天花上

度。结构高 11m，分三层，每两层的主梁布局

站。通过这一刚刚完成的项目，我和团队探讨了

的方形灯箱也设计得如同开口一样，它们形成连

互成 90°，每侧的柱体只承担两层荷载。填充

乡村山地住宅的可能性。中心选址于白水河自然

续的表面，包裹着室内空间。因此教室尺寸不大，

板 材 与 斜 向 拉 杆 使 细 长 的 结 构 立 柱 免 于 屈 曲。

保护区入口附近的村庄，房屋处在村旁的山脊落

但空间的实际感觉很大，既适应村校小班的情况，

底面架空而设置的地梁将柱子底端拉结为一体，

叶林中，俯瞰着狭长的河谷与山下村庄。整个房

也带来更高的能源效益（图 C）。

形成整体的笼状结构。 窗洞使用匀质的棋盘图

屋由一圈 16 根短桩从地面顶升而起，远望如同飘

续的光亮洞口

3

都被调动来发展设计，建筑周边出现了丰富、穿
插的院落空间

[4]

。

建筑围护体是这次设计的重点，也是香港中文大学

4

建筑设计 ：朱竞翔，夏珩，孔德钟，张东光
建筑面积 ：359m2

案 分 布 在 立 面， 以 确 保 结 构 对 角 的 传 力 路 径，

浮在基地之上。这一处理减少了土方的开挖与平

2011 年四川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工作站——高度

凸 窗 挑 出 70cm， 其 多 面 体 的 形 体 可 加 强 自 身

整，也使得建筑对山体的扰动降到了最低。

上的拓展

乃 至 整 体 房 屋 的 结 构。 首、 二 层 楼 梯 的 布 置 方

现场建筑师仅告诉工人施工的原则——先取大而

好的夏季自然换气 ；开启窗则在对应位置安装了

成都以西的崇州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工作站位于高

向来自于各层主梁布置方向的变化，也自然强

建筑平面尺寸 9m×7.2m，山墙高耸，内部有两

重的模块布置在下方，用小而轻的模块布置在上

隐蔽的嵌入式遮阳卷帘，以遮挡夏季低角度的阳

原与平原地质板块的交界处，汶川地震损毁了保

化了各层空间的差异性体验。

层楼面。建筑量体上分布有不同大小的开口，既

方——最终的表面效果是工人自主随机的决定与设

光辐射。这一隐形构造也利用了沥青瓦挂板的模

护区内的房屋建筑。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

计师提前安排的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与系统填充板模数在几何尺寸上的一个差值，

及成都办公室提供资金，香港中文大学的团队在

所有的预制构件均委托成都与崇州附近的当地工

心的两层楼面空间处理不同。首层室内空间为平

将构造矛盾转变为性能机会。开口系统的立面设

2011 年夏天组织新建了工作站兼宣教中心。这一

厂进行加工，以减少运输的能源消耗以及方便使

顶，中央有一个服务箱体，箱体内部包含卫生间、

建筑学院夏珩博士的工作重点。它首先指的是沥青

用于调节室内采光与通风，也用于观景。宣教中

瓦的面层，优化的构造打破了厂家对沥青瓦使用在

整个项目使用了 80 多个预制窗构件，基本构造方

计与色彩分布也遵循上述的内外空间逻辑 ：北面

项目是第四次系统应用，形态方面的新尝试包括 ：

用当地木材资源。在施工期间，当地林业工人搭

厨房、楼梯以及储柜。箱体外围的空间用作饭厅、

竖直墙面上的限制，并依机械式连接的思路将其发

式完全相同，但分为两种类型 ：固定窗扇用于高

窗类似棋盘格随机分布，南面则为阵列复制，东

结构发展到三层，悬浮布置，内部空间布局及窗

建了临时缆车系统用于材料上运，房屋施工使用

展览空间，还可被划分为两间客房。二层空间为

展为预制挂板模块。挂板尺寸来自于对人力施工、

侧采光，玻璃置于最外侧，开启窗用于低侧通风，

西两侧的开口数量则根据黑板布置减至最少。由

构件与结构有着紧密联系。

了很少的脚手架。工地位于深山之中以及雨季施

坡屋顶，中央高大，开放厨房与楼梯布置于一侧。

挂板重量与施工效率、图案自由度的综合考量。针

窗扇后退并向内开启，适应小朋友的视线与使用。

此逻辑，北面墙体沥青瓦的色彩与其余四面的单

工都对先期施工组织提出了高要求，否则项目无

剩下的空间适宜作为展览、会客、活动或者起居

对不同高度，挂板最终被设计成大小两种模块。在

固定窗还增加了通风间隙，以配合开启窗实现更

一黛青色形成对比，黛青色则来自对周围群山色

法在短期内执行完毕（图 D）。

之用。首层东侧还布置有阳光房，形成入口与衔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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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室外的温室。 宣教中心空间的差异可以适应不

性，这反而将是一次绝佳的验证想法及完整呈现

有意思的是，博耶强调虽然人们常常将这四种学

同的功能安排，甚至更为长远的布局调整。除了

系统优势的机会。

术形式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规范日常工作，或者其
中一种学术形式已经能够耗尽一个学者的有限时

展示、活动之用外，宣教中心很容易调整成为小
项目的构想、研究、设计、制造、建造与验证如

间与精力，但他希望大家明白它们是相互关联、

同长链条，每一个环节、每一次项目都带来对比

经常重叠、并且相互依赖的整体，每一种独特的

房屋总面积不大，但性能不凡。建筑给水来自山

假设与真实的机会，两者的差异及对背后机制的

形式都包含了其他三种学术形式的每一个。

上小型蓄水池。卫生间污水则经由生态化粪池洁

追问不断带来新的问题，而它正是研究的钥匙，

净后排入野外。由于宣教中心的标高与邻近的公

指向着下一次的发现 [7]。例如复合结构的性能虽

站在建筑学的立场，我个人非常认同此种分类。

路有着约 20m 的高差，建筑师还坚持采用了电

然优越，小尺度加载测试和工程师评估也已经验

虽然建筑学在当代科学领域并不主导新知识的生

力驱动的山地缆车系统，它载荷约为 400kg，可

证此点，但系统级别的定量计算模型与工具仍然

产，但建筑实践活动却常常提出新的问题与要求。

由乘员通过遥控器自主控制行进速度与停留位置。

缺乏，这妨碍着项目设计效率与技术推广。目前

建筑学往往以一种延迟的方式深化对来自其他学

型客栈以及独幢住宅。

[5]

，在植入宣

团队正和国内顶级的土木工程学院合作，探讨对

科新知识的理解，甚至如同后卫般留存知识。但

教中心项目后，它在施工期间解决了物料山地搬

复合结构承力机制精确的描述，之后将根据更准

建筑学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也互为影响，因而有

运的难题。而在建筑物投入使用后，它将方便用

确的计算模型来发展便利的模拟工具。

可能不断组织、建构它们，这种对内在组织、结

这一缆车系统原用于山地农业生产

围绕着这些项目，团队在资金方面得到了香港的

即通过综合已知事物的关系，或者提出具体问题

大学基金、慈善基金、个人捐资者以及深港两地

的独特解决，对广泛的社群、环境产生具体的影响。

宣教中心一方面延续着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尝试，

的设备捐助商的帮助，制造工作则得到从深圳、

此种能够不断吸收不同学科常识，加以创造性地

另一方面也通过规划选址、建筑设计以及整合机

成都大型制造企业到当地小型家庭式作坊的协助。

运用，能够组织不同群体联合工作，并且进行批判

械系统示范如何高效利用山坡地，从而节约平坦

其中的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受到以上项目

性反思的能力既是建筑师的必备素质，也是建筑

的田地。凭借细致周密的设计与组织，团队仅派

的启发，邀请团队为其开发新的产品原型。轻型

学课程设计与人才培养的难点。建筑学常常因为

出张东光一名项目现场经理就监督完成了构件加

建筑系统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中文大学建筑学

这种广博、变化的特点而游离于大学传统科学的

工、物流协调以及现场拼装的全流程工作（图 E）
。

院日常课程教学的主题与内容，慈善学校及保护

专业评估体系之外，被简单类比为工程或是艺术。

的不凡体验。

1

2

构关系的反复研讨特别产生了集成与应用的学术，

户搬运物资，同时也提供通过机械载具登堂入室

图E
1

白水河工作站缆车施工期间吸引村民试乘

2

白水河工作站二层大空间内景

3

白水河工作站缆车系统图

3
建筑设计 ：朱竞翔，夏珩，张东光，韩国日
建筑面积 ：140m2

区建筑的建造活动还成为夏季短训课程。两周的
学术形式

施工过程即可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建筑构造的目的

前述的这些小型项目既包含有建筑实践的目标 ：

以上的五个项目，建筑面积总共不到 1 500m ，

与策略，亲身体验实际施工和创新技术，也能够

满足客户需求，提示了具体社会问题的另类解决 ；

从工程的角度看非常细微。但就像“轻”并不意

在现实中认识乡村都市互哺共生的理念。四年来

也包含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几种形式 ：例如通过应

味着“弱”一样，“小”也不代表“简单容易”。

共有近 200 名来自香港及内地的大学生、志愿者

用发展实用的创新技术，还有集成多分支的知识

按照德国研究者的图解（图 F），轻质结构与重型

及建筑师接受了夏季短训。

2

制造加工、物流运输乃至社会科学），架构有普适
1990 年，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博耶

意义的系统。但再深一层，它们还反映了我作为

(Ernest L.Boyer) 通过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The

大学学术研究者的本体价值观及方法框架，即在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区分“发现、集成、应用与教学”学术类型的基

来 自于同一个轻型结 构 系 统， 上 述 五 个 项 目 形

Teaching ）发表了《学术反思 ：教授工作的重点

础上，探寻其间重叠、依存的关系，还有不同学

能的变化反映了研究团队在不断推进系统的内

领域》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术形式之间关联、转换的途径与方法。这一联络

在复杂性，以便应对功能、外观、场地、地质、

the Professoriate）
，报告曾引发广泛讨论并对美

不同学术形式的方法论议题显得抽象宏大，但却

的挑战更大

[6]

。

德国基准

（结构、物理、空间语法、施工建造、材料科学、

结构相比，工期短，工作阶段多，设计者介入环
节与涉及的知识更广泛，轻质结构因而对设计者

轻重型结构分期比较

[8]

气 候的特定挑战。不 同 形 态 使 得 客 户 感 觉 到 特

国乃至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影响

别， 如 同 度 身 设 计， 这 实 际 是 一 种 标 准 化 架 构

文中简明扼要地指出学术研究工作的几种形式，即

之 上的多样定制。设 计 团 队 由 此 需 要 转 译 形 态

发现、集成、应用与教学。

。博耶在此

轻型结构

方案及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制造出图
建造规划

制造发标 制造管理
材料采购 品质控制

建
造

6

10

10

4

2

38周

施工方案确定

因为建筑学（或者设计学科）独具的连接现实与
学术的强大能力（或者潜力）而值得我们深究。

重型结构

方案及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建造

6

18

24

过去五年我和团队从事的寻求差异化的系统实践，

变 化， 以 便 工 厂、 作 坊 能 够 重 复 性 地、 有 效 率

6

48周

施工方案确定

地 组 织 构 件 生 产。 因 为 此 种 挑 战， 团 队 需 要 不

作为大学教授，教学的学术即传播知识，由此保

也在追求轻型建筑知识的不断建构。当年轻一代

断 明 晰 设 计 议 题、 优 化 设 计 架 构、 开 发 设 计 工

证知识发展的连续性，教学能成为学术活动的条

因为新颖的建筑、独特的技艺来关注这些设计实

具并且撰写设计程式。

件在于，教授从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开始，不断

践时，我们需要揭示 ：可持续性议题下的建筑系

对教学实践进行审视。应用的学术则是知识的运

统应有怎样的可能？信息时代如何整合传统的工

团队将这些建成房屋当作难能可贵的足尺模型，

用和发展，也就是运用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具体

业预制技术？这一独创的体系和别的轻结构系统

追踪它们承受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挑战时的变化，

问题，产生社会影响。集成的学术则指不孤立看

有什么关联？它的现实限制条件与未来发展方向

进而评估其表现。建成后，一个项目经历了后期

待专业，因为它来自于人工的抽象与切分。研究

又可能是什么？怎样才能有不断创新的机会和途

注释 ：

修补，另一个由用户进行了局部改裝。团队派人

者应把眼光从专业中解放出来，在多学科范围内

径？当我们能够以设计学科专业特有的规律呈现

[1] 震后重建中的另类模式 ：利用新型系统建造剑阁下寺新芽小学，朱竞翔，建筑学报，2011.4，P70-75

进行了头三个项目的基本气候与舒适性测试。在

审视学术问题，在更宽广的视界中去分析问题、

和发展以上问题的答案时，不仅更多人可以投身

[3] 达祖小学新芽学堂，王方戟，一座预制的城堡，Domus China，2011.02.

2013 年，下寺新芽小学在使用四年后，将由于高

解决问题，从而产生深远的认识或者新问题。高

到这条路上来，建筑学会因为明确的、核心清晰

[4] 成长的新芽 ：访“新芽”小学设计师团队，黄正骊，城市中国，第 48 期，2011.08

铁穿越村庄而被局部拆除。对于常规方式的慈善

等教育的终极学术工作无疑是知识的探究，这可

的贡献而变得更具独立价值，我们自己也获得了

[6]a37 - timber building/concrete building，comparison of building phases, Systems in Timber Engineering: Loadbearing Structures and Component Layers, Josef Kolb, DGfH (Editor),

建造，这会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消息。但由于

以被叫做发现的学术，主要指产生学术新思想或

全新的自由——学术世界的自由和通过学术研究

Lignum (Editor)，Birkhäuser，2008

系统构想本身已考虑了维修、拆卸或移动的便利

者赋于学术思想以新内涵。

取得的社会自由。

[8]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Ernest L. Boyer，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Jossey-Ba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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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

轻重型结构分期比较图

[2] 朱竞翔 ：在板房与混凝土建筑之间寻找答案，JASON CHOW,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2012.11.05

[5] 山地橘园遥控牵引式无轨运输机的设计，张俊峰，张康娟，张衍林，湖北农业科学，第 51 卷第 10 期，2012.05

[7] 新芽学校的诞生，朱竞翔，时代建筑，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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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基础设施系统的建设在运输新的城市人口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地区的面貌。自相矛盾的是，交通
运输网又为留守人员设置了空间、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障碍。

Taiping Village
bridge between past & future
太平村
连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text_林君翰（香港大学助理教授）

太平桥始建于 18 世纪的清朝

太平桥 20 世纪修建成了拱桥

公路上的城市化

到破坏。依据建筑方案，在本项目中将设计新的

然而，在参考村民意见之后，发现没有必要依靠

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

桥梁，使山谷两侧的居民重新连通。新的桥梁必

手工切割石块制作拱门。相反，一队来自重庆大

设施建设，幅员辽阔的大好河山被连为一体。目前，

须越过高速公路下方的空间，同时高架在河床之

学的学生在工程学教授邢博士的带领下，提出在

仍有 3.5 亿居民为农村人口，投资建设高铁以及

上。其他场地内的连接通道或高悬于公路之上，

附近工厂预制混凝土砖，并以传统方式组织排列

其他交通运输网是进一步实现农村地区城镇化目

或位于公路之下，或横跨在河流上空。在引入公

拱门的方案。整个过程中最复杂的环节是在河流

标的重大举措之一。这不仅将使农村人口涌入城

路之前，仅仅依靠简易的绳索吊桥来穿河而过。

水位最低的两周时间内，利用当地工艺和材料建
造桥梁脚手架。倒塌的拱门上的矿石荒料被重新

市，同时使城市化直接扩展至农村地区，为农村

太平桥 20 世纪中期重建为多
拱桥

地区创造更多新的发展良机。广大的务工人员在

连古通今的桥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移创造了一种新的人口流动

2005 年石板桥中的一个拱门被洪水冲垮，修复工

现象，促成了独特的“公路上的城市化”。

程也由此正式开始。2006 年由重庆大学和香港

在与同一家当地工厂的合作下，新的预制混凝土

大学师生组成的团队首次来到了太平桥。项目最

系统的设计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定义了桥梁项目。

太 平 桥 在 2005 年 被 洪 水 冲

与之并行的是公路沿线建筑材料生产地和材料精

初设定的目标是修复断裂的拱门。然而，在初期

受种类繁多且在中国应用广泛的开放摊铺机的启

毁了一个拱

炼场的诞生。在部分地区，全体村民都专门经营

调查中挖掘出一块古老的牌匾，上面记录了太平

发，一种新型的摊铺机设计成功。新的摊铺机大

建筑材料在城市间的运输工作。在广州城外有一

桥的悠久历史。在其长达 300 年的历史中，太平

小不一，且开口尺寸各异。为了使不同尺度的摊

处特殊的农村，每家每户门前都停放着几辆蓝色

桥已经被多次翻新、修复和改建。现有的桥梁只

铺机相融合，设计中采用了基底三角几何。PVC

的大卡车。农村地区正在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生产

是其所经历的众多阶段之一。彼时桥梁表面已经

管用于制作框架，简单、节约、高效。中空和实

的职责，转而向建筑材料生产、加工甚至运输改

被严重腐蚀，破败不堪。项目目标从维护一个有

体的设计使硬质步行表面过渡为可以种植植被和

变。公路俨然已经成为一条原材料生产线，从原

300 年历史的桥梁转变为在当前状态下进行改善。

设置座位。

产地农村地区运送到城市周边进行再加工，并最

最终决定不仅要为维护桥梁努力，同时要升级表

终用于城市建设。公路不再仅仅是务工人员进入

面，使其能够真真切切为村民所用。

太平桥在两个月的旱季中搭
建脚手架

太平桥修建使用预制混凝土
砌块

太平桥的桥面修建使用了毁
坏部分的石块

太平桥新的防水涂层

太平桥的铺设沿用了传统设
计并提供了绿植场地

到农村，承包商、材料甚至是新的建筑风潮也纷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桥梁破损的另一因素是近年来

的时间里，学生和村民们通力合作，而没有雇佣

至沓来。

村落里的动力变化。历史上，太平桥是两个相邻

承包商。绿植选用当地植被，直接从周边的山坡

村落间最重要的连接纽带。它曾经是每周的集市

移植或由村民从自家花园中捐助而来。

基建冲突

所在地。然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忽略了桥梁。

庞大的基础设施系统的建设在运输新的城市人口

新建的道路取代了河流，成为最主要的基础设施

贯穿项目始终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为项目完工而

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地区的面貌。自相矛盾的是，

和商贸中心。项目面对的问题演变为如何保留太

参与其中的众多团体。项目不仅是由一家非政府

交通运输网又为留守人员设置了空间、社会和经

平桥作为集市发生地的重要性。“保留”的定义不

组织和两所大学执行完成，而且没有直接的业主。

济层面的障碍。连接广东与广西两省的新公路令

仅局限于物理层面，而要提高到如何保留桥梁的

学生群体与社区村民之间的对话是潜在的沟通形

周边的农村地区建筑相形见绌。

历史和文化重要性的高度。设计方案被定义为两

式。承包商、工厂工人、当地政府、建设部门、

个阶段 ：第一阶段，修复拱门 ；第二阶段，将桥

村领导、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面设计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

参与团队的数量是项目所希望预期效果的直接反

尽管为了避免造成对当地环境的冲击，项目被高
太平桥上的绿植铺设由学生
志愿者和村民通力合作完成

连接社区的桥
桥梁工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铺路和绿化。在两周

城市的通道或一条简单的单行道。随着资金回流

252

应用到新的拱门表面建设中。

映。尽管项目的物理目标简单明确，但目前仍没

高地抬离地面，但依然难以避免问题的发生。举
例来说，在陕西省南部的一处项目场地中，新建

连旧通新的桥

有体制化的途径用于此种性质项目的筹款和执行。

的公路直穿山谷中心，使原有的成百架桥梁都遭

项目的初始意图是利用传统工艺技术修复石板桥。

真正的挑战是合作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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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回收
重新利用已倒塌学校的砖

收集和回收
当地传统建材和砖的收集

Tongjiang Recycled Brick School
通江再生砖小学

通江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江西省。通江小学项目是

项目策略是利用建筑框定出校园操场，并利用场

新小学的策略。在拆迁过程中，将旧建筑中的碎

对原有学校进行的扩建工程。目前，中国政府正

地的高度差异，提供一间额外的露天教室。项目

石重新应用在绿色屋顶中，作为生长介质和隔热

致力于偏远地区的小学建设，将小学扩建为中小

面临的挑战在于通过拼接新建筑，与学校共同创

层。同时，已经停产的传统“绿色”砖块可以从历

学教育一体化的学校。项目中新增了学生宿舍。

造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整体。

史城区的老房子拆迁场地中收集而来，用于制作
巨大的分隔墙和铺设学校地面。

这一策略便于建筑维护，并且有助于推动城市化
进程。正如在该学校的案例中，现有的建筑将被

当下广大的农村地区正面临着大面积的拆迁，与

拆毁，为新的扩建项目释放空间。

之相对，该项目同样采用了循环利用旧建筑打造

项目名称 _ 通江再生砖小学 项目地点 _ 中国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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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 _Joshua Bolchover、林君翰、城村架构（RUF） 建筑面积 _1 096m2 建成时间 _2012 年 摄影 _ 城村架构（RUF）

255

[ UED ] 074 | 08 | 2013

非盈利组织社区项目 NGO PROJECTS

[ topic ] 主题／香港 hong kong

非盈利组织社区项目 NGO PROJECTS

《无止桥慈善基金》机构简介 ：
无 止 桥 慈 善 基 金 是 2007 年 成 立 的 香 港 注 册 慈 善 团 体 ( 编 号 ：
91/8739)，旨在鼓励香港和内地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国
内贫困和偏远的农村修建便桥和村庄设施，藉以促进香港和内地的
沟通、了解与融和，改善内地偏远、贫困农村的生活环境和质素，
启发社会尊重、欣赏和保护地方文化、传统和环境，提倡可持续理念。
无止桥项目乃一义工服务学习机会，让香港与内地的大学生可踏足
内地偏远贫困农村，合作为村民修建便桥和村庄设施，并按需要在
村中开展小型民生改善项目。义工团队在开展项目时不仅需要了解
当地民生、文化和环境，也要充分利用当地材料，与村民紧密合作，
传授技术和知识，让村民日后能自行维护。
基金过去 6 年已顺利在四川、云南、甘肃、贵州、安徽、陕西 6 个省份，
完成 26 个建桥项目、一个四川灾后重建示范项目及一系列民生改
善工作。部份项目更获得专业机构和国际认同，当中包括 ：第二届
中国建筑传媒奖 - 组委会特别奖、环保建筑大奖 2010 ( 新建建筑
类别 - 亚太地区 ：社区设施大奖 )、亚洲具影响力设计大奖 2010优秀设计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 2011- 评
审团嘉许创新奖。

CAGES BRIDGE

single span frame bridge

卡地亚无止桥

单跨车架桥

当地原来过河条件

1

村民和志愿者合力把钢架放在墩上

村民和志愿者竣工后合照

原有基础

2

新建桥台

新月型的卡地亚无止桥

3

卡地亚无止桥呈新月形。新月是伊斯兰教的象征，

需求较高的水泥或混凝土作为桥墩，承托上部桥

离桥架，大水过后只要重新安放便可再次使用，

有新生、上升之意，以设计呈现对回族村民宗教

架及梁板等组件。

免受过大水流冲击而招致破坏。

网箱桥有很多优点 ：

4. 桥板因应地区气候而采用木板或竹夹板，加上

1. 以石料为主要建材，就地取材而且经济耐用。

填充网箱用的石料，环保之余更有利于融入四周

大梁搭接

4

焊接桥面板

信仰及文化的尊重。团队希望，当村民过桥时就
如同心中默祷一样，得到祝福和感动。

环境。石缝间的积泥有利于植物生长。

卡地亚无止桥的桥型是网箱桥，是无止桥创办成
员于建造毛寺村第一条无止桥所研究、试验出来

2. 网箱可以折叠起来运输，施工精确度不高，可

的一种桥梁类型，当中照顾到农村河流跨度大、

由村民和义工在现场学会用简单工具组装。

5

焊接栏杆

因为以上的优点，所以网箱桥的最后施工过程一
般只需 3 ～ 7 天。而且在建桥过程中，我们鼓励

水位变化大、地理环境偏远、经济水平低、缺乏
技术及大型机器支援等条件限制。网箱一般用于

3. 设计理念以顺应自然，以柔制刚为本。桥梁的

当地村民和义工一起建桥，将技术传授于当地村

无止桥团队针对西南地区常见的小跨度建桥需求，以循环再造理念，利用废弃的但仍十分坚固耐用的货车车架，设计建造了石鼓拉巴支村的无止桥。其造价低廉、

海岸、河堤及坡道的保护及巩固工程，而我们则

上部钢梁和桥板，只是安放在网箱桥墩上。当水

民，有利于村民日后自行维护，同时促进村民和

施工简易、环保耐用的优点，非常适合西南贫困农村居民自建桥梁的需求。团队现已建成共三座单跨车架桥，正编写此类桥型的建造指导手册，期望日后能为

利用放入石头的镀锌防锈网箱，取代造价和技术

流冲击力过大时，桥架连同扶手可以顺应水力脱

义工之间心桥的建立。

其他合适桥址起示范及指导作用。

项目名称 _ 卡地亚无止桥 委托人 _ 甘肃大滩村村委会 项目地点 _ 中国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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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团队 _ 香港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无止桥团队 设计时间 _4 个月

项目名称 _ 单跨车架桥

项目地点 _ 中国 云南

设计团队 _ 香港中文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无止桥团队 委托人 _ 云南石鼓拉巴支村村委会 主持人 _ 无止桥慈善基金 设计时间 _5 个月

施工时间 _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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