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师大会
中国展亮相张家湾
本报记者 陈施君
7 月 12 日起，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
设计园区内，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展
览——第 27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
展，正式拉开帷幕。377 平方米的展厅
内，159 件代表了国内顶级水平的建筑
作品以图文形式展出，向世界展示中
国建筑的高水准和独特魅力。本月
底，展览将面向公众开放。
据介绍，
本次展览是第27 届世界建
筑师大会系列活动之一。国际建筑师协
会每三年举办一次世界建筑师大会，
每
届大会聚焦于一个特别的建筑学术交流
主题，
世界各地数千名建筑师聚集一堂，

围绕主题进行专业和文化交流。作为全
球规模的建筑学术盛会、
建筑领域最具
权威性的国际活动，
世界建筑师大会被
公认为
“建筑界的奥林匹克”
。
第 27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及系列活
动原定于2020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一年。
各具特色的国家展是世界建筑师大会
召开期间的重头戏，也是展现世界各
国建筑师水平的舞台。今年的国家展
因为疫情采取了云上展览的方式，
中国
展的实体展就设在北京张家湾未来设
计园区，
同步线上展出。

时隔 22 年中国北京再次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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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每年的展厅都是参展国
家中规模最大的，
今年我们把为巴西会
场设计的‘中国馆’原封不动地搬来了
张家湾设计小镇。”展览承办单位负责
人介绍，本次展览规模是全球最大的，
包括展板和电子屏幕，分为“文化-体
育”
“观演-博览”
“教育-科研”
“办公商业”
“医疗-交通-能源”
“改造修复居住”
“ 城市设计-乡村规划”
“ 室内设
计”
“景观设计”
等九大版块。
“选择张家湾设计小镇作为本次展
览场地，是看中了这里浓厚的设计氛
围。同时，
国际水准展览也将进一步提
升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影响力，
带动设计
产业在此聚集。
”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与世界建筑师大会渊源已
久。1955 年，中国建筑学会以国家会
员名义参加国际建协并积极参与该组
织的活动。1999 年，中国北京承办了
第 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那次大会是
国际建协自 1948 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
亚洲举办建筑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
深远影响。会议以“面向 21 世纪的建

筑学”为主题，举办了主题报告和 12 场
分题报告，组织了 12 场展览，来自全世
界的 6280 名代表在北京畅言他们对新
世 纪 的 憧 憬 。 大 会 通 过 了《北 京 宪
章》，这是继《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
宪章》之后世界建筑师大会的第三个
宪章，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时隔 22 年，中国北京再次向国际
设计师们发出邀请。据本次展览策展
方执行负责人郭骏介绍，目前北京市
正在申办 2026 年第 29 届世界建筑师
大会，邀请全世界建筑师们来到更加
开放的北京。
本次北京申办大会的口号是：
“回
到均衡：为所有人美好生活的建筑”，
包括“人与自然的均衡、人与人的均衡
和人与技术的均衡”。
“ 这也正是本届
展览中国建筑的显著特点。所以，这
次中国展具有特殊意义，这是我们向
世界展示中国建筑和中国设计师的一
个重要窗口，其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将
对北京的申办工作形成重要推动。”郭
骏表示。

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展的实体展设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
园区，
159 件作品以图文形式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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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件作品堪称国内顶尖之作
中国建筑业已历经多年发展，如今进
入平稳发展时期，整个行业开始有时
间更理性地深入思考，并带着这些思
考参与到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去。
“曾经
有一段时期，中国设计师倾向于追求
新奇特的视觉冲击，想要做出‘世界上
没有的建筑’。目前，这种格调的建筑
已经很少了，设计观开始回归理性，回
到从使用者出发的维度，追求‘适用、
经济、绿色、美观’。同时，设计目标
也在回归理性，社会共识从‘满足目前
的需求’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发展’，
要为后世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自
然环境。
”
“建筑设计也愈发关注人文。曾
经在一个时期，伴随城镇化加速，城市
面貌有‘千城一面’的趋势，每个城市
感觉都差不多。其实，在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中国建筑师需要承担起更
多社会责任，为全社会提供更多元、更
深入、更广泛的人文关怀，服务于人的
需求。建筑可以同时容纳传统文化和
新生文化，让它们各自生长，又相互交
融。
”
郭骏说。
不同的族群、丰富的文化、辽阔的
土地、多样的生态环境，使中国在历史
的延续中成为“海纳百川”的多民族国
家，而开放、多元的中国建筑正是这种
文化传统包容性的具体体现。当今中
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已转向“高质量发
展”，中国建筑师的设计观、设计目标、
设计方法不断回归“理性”，面对人类
文明的传承和保护，中国建筑正在“理
性·人文”的框架下，成为体现全社会、
也服务于全社会的建筑。

精 彩 展 示

此次国际建筑师大会的“中国展”
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郭骏介绍，从
1955 年起，中国建筑学界一直积极参
与世界建筑师大会的相关活动。自
2011 年起，中国开始在世界建筑师大
会期间举办“中国展”，展示中国近阶
段的建筑成果。
本次原定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设
置的中国展，主题为“理性·人文——
开放多元的中国建筑”。展览主办方
是中国建筑学会，承办方是中国建筑
学会建筑师分会、北京凯欣城市发展
咨询有限公司，由中国中元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孙宗列担任
总策展人，几年前就开始着手筹备。
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建筑师分会、室内
设计分会、景观设计分会等，面向全国
征集此次中国馆的展览项目，内容包
括各类建筑设计（含民用建筑和工业
建 筑）、城 市 设 计（含 新 建 和 改 造 作
品），建成时间以近 3 年为主，申报类别
包 括 单 体 建 筑 、群 体 建 筑 和 城 市 设
计。建设地点不限于国内，但往届世
界建筑师大会展览过的作品不再申
报，给更多“新作品”带来了向全世界
展示的机会。
此次征集共收到由 69 家设计单位
或独立设计师提供的 288 件作品。之
后，由国家著名院士、大师、知名设计
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进行投票审议，
最终选出 159 件作品参展。
“这些作品堪称国内的顶尖之作，
代表国内建筑行业的一流水平。”郭骏
说，这些作品也准确地契合了本次中
国展的主题——理性、人文。他表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与综合换乘中心
航站楼首次采用了双层出港高架桥及楼内层双出港厅布局，到港功能也
分为国内和国际双层布置。航站楼地下共两层，
主要功能是连接轨道交通。
航站楼的外围护系统采用参数化设计编织而成，将建筑、主钢结构和室内
设计高度整合，
大跨度空间网架结构包覆了整个航站楼。

本版编辑 杨莉 摄影 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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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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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亭—北京林业大学花园节信息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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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北城中央公园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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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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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原舍·揽树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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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工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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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彭师德 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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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压迫感，新建建筑主体呈向后收分退让的姿态，
而其双层围护结构以玻璃幕墙及外部红砖遮阳构架组成，内设书店、咖啡
厅、展廊、自习室等多种公共活动空间，从而体现自身特点，彰显卓然新意。
窗中云影依旧，
槛外山光如昨，
清华图书馆的奏鸣曲，
得添又一华彩终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信息亭取风起云扬之意，占地 120 平
方米，用于“竹境·花园节”的信息发布，活动结束后作为师
生日常休闲、聚会的户外场所。基地面向校园道路，被小树
林、
灌木、
纪念石刻、
休闲坐椅环绕形成中心广场。

设计师试图在建筑与其外部空间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
联，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场所体验。当边界有了可以进入的
厚度，日常生活、艺术活动也就有了空间的载体，可以是小朋
友放学后捉迷藏的乐园，
也可以是社区文化艺术展廊。

设计师选取了藏地特有的空间概念——
“天路”为设计原点：进入博物
馆、园林的路径，既是体验自然环境的天路，又是感受建筑空间、遗产宝藏、
民族文化的人路，更是通过转折攀升、明暗交替的空间体验，最终达至澄澈
空灵之境，
对望布达拉宫的心路。

项目位于浙江丽水松阳榔树村，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面
对自然与传统，设计的宗旨启于对原始地块现状的敬畏与尊重和对原有生活方式
的依赖与还原。设计运用类型学将公区、集中式客房和独栋 Villa 三种功能空间模
块化，
各功能模块置入时避让古树，
并最大可能放置在原始台地标高上。

项目设计遵循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强化社区记忆和认同感，将历史遗址融入
当前的城市。设计将大尺度厂房改造成展览空间，重新利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业设
备部件。同时将两侧较低的部分改为向城市开放的艺术商店等。现在博物馆已成
为整个旧厂区复兴的地标，两侧的艺术商店、书店等为艺术家和社区提供了多样的
服务设施，
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片区的发展。

成都中车置业售楼处
设计引入“新旧连接+互融”的理念。在设计目标上，通过老房子、老物件引
发工业记忆、文化共鸣，也激发出商业价值，达到文化性和商业性过渡。具体设
计上，保证建筑空间艺术性的同时满足当下售楼处的功能需求，以及可持续性开
发利用的考虑。最后在艺术处理层面，用新旧并置的方式制造冲突，从而产生一
种新旧连接+互融的时空对话的美学状态。

第十二届（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博园

仲晓丹 绘/制

项目核心是把原有荒废的山林、水体、采石场、养鱼塘等恢复生态功能，引入展示中
国园林园艺的功能，给区域发展注入活力，成为一处人们喜欢的场所。在充分尊重现状
地形地貌、山形水系的基础上，设计师充分依据现状地形地貌，因地制宜，融入了多样化
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和绿色自然的生态理念，将现状场地通过巧妙的设计，重
新赋予生态活力。同时，引入园林园艺功能，变身为郁郁葱葱的山水场地，通过设计，让
景点充满了回忆和惊喜。嬉戏的孩童、游览的行人、飞翔的白鹭、随风舞动的竹林、倒影
景色的湖面，
这些画面共同组成了生态自然、
文化体验，
景观与建筑完美交织的景象。
目前，
线上展览已经上线，
公众可登录北京市申办第 29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官方网站浏览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