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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常识 表明, 以 紧凑 型城 市 为主 的城 镇化 模

1

引子
汶川地震以后的重建与生态城市建设这两个课

式, 更容易放大各类灾害的效应, 这就要求我国的城
镇化更要注重城市生态和安全的建设。生态城市是
继上个世纪初提出∀ 田园城市#、
∀ 新城#之后的又一

题, 一个令人感到责任的沉重, 另一个使人充满创新

个里程碑, 它着眼于对内使城市居住环境更加安全、

的激动。我们所要求的目标, 就是震后所建设的城

更加舒适, 对外把城市所消耗的自然资源、能源和二

市和城镇应该成为生态城市, 把地震灾后的城市建
设得更加舒适、更加生态、
更具可持续性。

氧化碳气体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人类应对

此次 5!12 大地震灾区死亡的人数已近 7 万人

2 灾后重建生态城的模式选择 ∃ ∃ ∃ 明确的
目标

(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7 万人) , 大多数死亡是在城镇。
以北川县为例, 县城人口 22300 人, 死亡 8100 人, 再

气候变化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加上失踪 4402 人中的一部分, 几乎近一半县城人口
在这次 地 震 中失 去 生 命。 而 北川 县 农 村 人 口有
12 7 万人, 死亡 2000 多人, 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约

灾后重建的目标是建设生态城市。
21

生态城的分类

为 1 5% 。为什么在同样的灾害来临 时, 农村比城

2 1 1 技术创新型的生态城
城市不仅仅是生产、
消费的场所, 还是现代技术

镇的人员死亡率低很多? 这说明城市既是人类历史

创新萌发、
集合和应用的主要场所。进入工业化时

上最宏伟的人工构造物, 也是灾害最 集中的场所。

代以来,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 或者所有

城市既是∀ 人工与自然复合的复杂结构#, 这种复杂

的人工知识涌现, 基本上都产生于城市。从应对灾

结构是人类最富想象力、最雄伟的创造, 同时城市也
是人类自我创造最危险的家园, 如地震、
冰雪、
SARS

难来说, 城市不仅仅是∀ 接纳#或者自我创造各种各

和洪涝灾害等都会夺取城市人民的生命, 但这阻挡

样的灾难, 更重要的城市始终是应对这些灾害的主
战场。灾难发生于城市里, 但人们也确实从这些灾

不了人们从农村移向城市。人类历史证明, 城市化

难中间接受了教训, 掌握了应对的技巧, 学到了防灾

的浪潮不可阻挡。

的知识。城市化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城市

去年, 世界有关组织宣布, 人类社会已经正式步

灾难中推进的, 城市本身也是从各种灾难的应对过

入城市化的时代, 因为人类有一半人口已经居住在

程中成长发展的。创新城市的结构和成长机理, 不

城市。但是, 人类的居住方式从分散化转向集中, 同
时也伴生着环境、
安全、
能源、社会、
水资源等等方面

仅能够挽救城市本身, 也许是整个地球。因为全球
80% 以上的污染物由城市产生, 80% 的二氧化碳气

的危机。我国由于贯彻了保护耕地、保护资源的原

体排放来 自于城市, 80% 的 资源、能 源为城市 所消

则, 所有城市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的人口控制在一万

耗。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也是解决此类问

人左 右, 学 术 界将 其 称之 为紧 凑 型 城市 ( Compact

题的总枢纽。

* 本文系仇保兴副部长 2008 年 6 月 19 日在 2008 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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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的阿布扎布∀ 零排放# 生态城, 是 Masdar
计划组成部分( 图 1) , 由诺曼!福斯特设计, 已于今

图1

年 5 月动工, 为期八年的建设期。该生态城提出了
零碳、
零排放的高端目标, 耗资 220 亿美元,

阿布扎布∀ 零排放# 生态城, Masdar 计划组成部分

建成后将有 5 万人口居住, 有 1500 个商铺; 城

向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TOD 即把大运量的公共交

内所有的建筑物基本上都覆盖太阳能薄膜电池; 城
里没有私小轿车, 采用无人驾驶的轨道电动车, 同时

通与土地的密集型使用密切组合起来, 以获得社会、
生态和经济三个效益的均衡; 可复制、可持续和可改

使用太阳能空调; 此类生态城的设计理念, 是将多种

进为目标主体。也就是说, 适用宜居型的生态城市

高端技术在这里集合, 使之成为可再生能源应用的
∀ 集合性#创新基地。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这一类的

是低成本的, 可复制的, 城市本身是可持续的。同时
这类城市也是可以改进的, 因为所采用的技术的适

生态城不具有可复制性, 也不具有可推广性。没有

用性不是一定终身的。

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轻易拿出 200 多亿美元来建造
一个 5 万人的生态城, 也没有多少居民有足够富裕

2 1 3 逐渐演进型的生态城市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
自然和生态、资源等各

的资本在这样昂贵的城市里生活。
2 1 2 适用宜居型生态城市

种各样的基本元素在一个有限的地理空间内相互交
织的网络体系。因此, 城市就成了具有自组织、自动

人类 5000 年的文明史, 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乌托

演进的复杂有机体。正如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所演

邦的追求, 人类的城市史其实就是乌托邦的实践、扬
弃和修正的历史。但是, 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空前的

示的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到现代化城市进程那样,
城市是一步一步自动演化过来的。生态城市的战略

大敌, 人类不仅需要乌托邦式的梦想, 更需要具有可

能够促使这些∀ 古老的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

操作性、
多样化、
大众化的实践活动。城市的拯救不
能仅仅依托于未来的技术, 更要注重那些现在就可

进, 使人们可以把握住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 而不让
它偏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以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 实用武器#。所以, 在推进

我国正面临城市化、
机动化和市场化相重合的

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 我们选择了英国、新加坡、
意
大利等国家合作建设生态城, 如中英崇明岛生态城、

特殊时期, 机动化和市场化大大扩大了个人居住点
的选择权。先行国家的实践表明, 此时城市低密度

中新天津生态城等( 图 2) 。

的蔓延几乎是难以制止的。实施生态城市战略的一

生态城的人居环境比一般城市更好, 二氧化碳
排放更低, 消耗的能源更少, 更适宜人居住。这类生

项重要功能, 就是在我国面临机动化、市场化和城市
化重合时期, 防止出现美国式的过度郊区化。

态城, 一般来说, 人口规模控制在 30 万, 建成期只有

我们要求所有城市都要朝着生态城市的方向努

8 年到 10 年; 以实用技术而不是高端技术作为技术
主体, 如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水循环利用、风力和

力, 首先要在条件比较好的城市中实行生态城市的
战略。对于那些已经具有良好基础的城市, 如已经

生物制发电等等; 绿色建筑为建筑主体; 服务业为城

获得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或者获得中

市产业主体, 可谓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 以步行、
自行车、
公交等绿色交通为交通主体; 以 TOD 为导

国人居环境奖等等称号的城市, 他们有能力, 也有责
任主动地向生态城市演进。廊坊就是这样一个可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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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新天津生态城总体规划图

演进为生态城市的典范。

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2- 10 万人, 而且这些城市从诞

这类城市, 应要求其产业转型与生态化改造同

生的时刻起, 都与自然环境有较好的融合。从震后

步进行, 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正步入后工业时代; 城市

的汶川、
青川航拍图中可以看到( 图 3) , 这些城市在

的领导和市民群众有较好的生态意识, 因为他们始
终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主体; 城市化生态改造的目标

漫长的演进过程中, 形成了多组团、
分割式的空间格
局, 与自然山水联系较为密切。

和措施明确、
扎实; 能够及时安排生态城项目建设来

灾后重建要与原来的∀ 三线#工业企业搬迁相结

有效地解决城市本身面临的污染、缺水、
耗能和地质
灾害等问题。

合, 城市产 业结构转型与城市灾 后重建同步进 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灾之后这些城市的环境生态

2 1 4 灾后重建改造型的生态城市( 镇)

足迹是减少的。虽然有一些人口死亡、
一些企业迁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非常注重把握重建的
机遇和发展的机遇。∀ 危机#意味着危难本身也是机

移了, 但并不是说城市要搬迁。地震以后城市重建

遇。所以, 温家宝总理说∀ 多难兴邦#。多难就是危

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 在原址重建的, 一般都可以利
用原有的基础设施、
当地文化习俗, 可以延续原有的

难, 每一个城市领导人都要学会在克服这些危难中

文脉, 人民群众对当地的地理特征比较熟悉, 重建工

来把握发展机遇。生态化重建规划能够使受灾城市
改变原先的演进轨道, 跳跃性地获得抗灾害能力、系

作就较为成功。所以, 只有极个别的城市, 由于遇到
现代工程无法克服的地质灾难, 需做局部的迁移以

统的自主适应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始终是人

外, 一般来说, 不应该做长距离、
大规模的异地重建。

类的创造物, 人类的任何梦想、
理想都可以在城市得
到实现。有生态观的人们, 可以创造出生态良好的
城市, 而不能等待上帝或上级的恩赐。所以, 因循守
旧的思路就会丧失重大的发展机遇。
从四川的实际情况来看, 灾后重建生态城, 城市
城市发展研究 15 卷 2008 年 3 期 Urban Studies Vol. 15 No. 3 2008

灾后重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是不可多得
的机遇。一旦把这些基础设施确定为生态型的基础
设施、
抗震型的生命线工程, 那这个城市的抗灾保障
能力就可以有飞跃性的提高; 国家财政与对口城市
投资力度也非常巨大, 每一个城市几乎都可以得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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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汶川、青川县城震后航射影像图

相当于原来投资的历史总和的外部投资, 能够短时
间内完成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建, 实现城市服务
功能质的飞跃。与此同时, 灾后重建可以快速地推
广应用国内外先进、适用的生态和抗震的技术。
2 2 明确的目标体系
2 2 1 总体目标
安全、
舒适、
生态友好之城应成为本次灾后重建
的基本目标。重建后的城市, 抵抗环境灾害的自适
应能力明显提升; 城镇服务功能的可靠性显著改进;
捕获外部发展机遇的能动性有所改进; 居住者与观

户?
一是与避 灾和应急避难 场所相结合的绿 地系
统。凡是紧凑型的城市, 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重
建后的城镇使人们从住宅楼出来就可以方便地到达
避难场所。
二是可步行的城市。城市道路系统中非机动车
道、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相隔离或脱离, 再配合公共
交通, 使城市交通更畅通便捷, 交通能耗也可以下降
很多。
三是积极推广低冲击开发模式的雨水吸收系统

光者的舒适度感受进一步改善。
2 2 2 分项目标

( 图 4) , 大面积应用可渗透地面, 至少要达到 30% ~

灾毁建筑重建后要达到节能建筑和绿色建筑的
标准, 污水的处理率达到 90% 以上, 地表水的水质
持续优化; 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在 20% 以上; 绿色交

干扰比较小。

通使用率达 到 25% 以 上, 而 且要求 持续不 断地提
高; 绿化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 30% 到 40% ; 所有
建筑都应该达到高标准、抗震的要求; 城镇生命线设
防标准比一般建筑还要高一些; 城市风貌特征更具
地方性, 更具特色化; 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优化和提高
等等。

3

四是雨污分离和污水再生利用( 图 5) 。灾区许
多城市、县城原先没有污水处理系统, 这次重建要求
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达到 90% 以上。集装箱式的
污水处理系统( 图 6) , 占地少、
效率高, 经处理后排
出水还可以循环利用。如果城市比较大, 可以用数
个集装箱式污水处理系统并联运行。低冲击开发模
式也使得经建筑、小区、环境接纳的雨水成为可再生

灾后城市( 镇) 重建的实用技术 ∃ ∃ ∃ 明确

利用的水资源。

的项目

五是有地方风格的绿色建筑和节能建筑应成
为建筑的主体。

哪一些项目应该在这些受灾的城市里扎根落
4

40% 的比例。也就是说生态城市是将人工系统∀ 轻
轻地#安放在自然环境之中, 对自然原来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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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屋顶太阳能的电池系统等等都能推广应用。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应用太阳能热水器最多的国家,
但种类范围明显单纯。
七是建筑垃圾的循环利用工程。
八是与地 质灾害危险区 相结合的生态公 园计
划。如果城市规划区内存在泥石流易发的地段、地
质断层的活动带, 都应该把它们建设成为城市的公
园。
九是地震遗址的保护项目, 除了北川以外, 地震
遗址的保护要典型化, 具有教育意义, 力求小型化、
节地化。图 7 是震后在北川拍的照片。照片说明,
在北川不仅由于地震 垂直波和摇晃波导致建 筑损
害, 还有地面液化造成的建筑倾斜, 也有泥石流对建
筑整体的覆盖, 同时山上的滚石对建筑的摧残, 各种
图 4 ∀ 低冲击开发模式# 的雨水收集利用

各样的地震灾害后果在北川这个小城里都具有。把
震后北川县城作为地震遗址保护下来, 为后人研究
城市怎样规划建设才 能更安全留下了一个实 物教
材。
十是新建小区的∀ 绿色能源综合工程#( 图 8) 。
即在一个居住小区范围之内把太阳能、
风能、
沼气发
电包括电梯下行所产生的能源等, 通过综合控制系
统全部汇集利用起来, 白天可以向公共电网输电, 晚
上从电网补充电力供应, 从而使小区的整体能耗大
大下降。而且系统设计要让居民能够看到用了这些
绿色能源以后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的数量, 以鼓励
他们进一步努力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多作贡献。

图5

雨污分离与雨水收集利用

十一是生活垃圾的分配收集和源头处理。所有
的可再生垃圾都可以得到回用, 那些有机的垃圾都
可经小型家用垃圾处理器直接变成肥料( 图 8) 。

4 灾后重建的基本策略 ∃ ∃ ∃ 明确实施的步
骤
前节所述的这些项目和实用技术, 不仅是灾后
重建的城市可以用, 其他∀ 古老的城市#都可以运用
以进行改造。这些项目投资比较少, 而且是可持续
的。从灾后重建的策略上来讲:
41
图6

集装箱式污水处理单元

六是太阳能利用。如 太阳能热水器 建筑一体
化, 太阳能路灯及半导体的照明系统( LED) , 公共建
城市发展研究 15 卷 2008 年 3 期 Urban Studies Vol. 15 No. 3 2008

近期的目标和远期目标相结合

灾后重建要处理好哪些事先做, 什么事后做; 哪
些项目改善可能在城市重建规划中明确, 什么事可
以随机增添; 哪些生态工程必须在城市基础设施重
建时就要合并进行落实, 什么项目可以推迟进行建
设等等。就目前灾区的情况而言, 应先落实市民过
5

抗震救灾

重建家园

仇 保兴: 灾后重建生态城市纲要

图7

地震后的北川县城

图 8 小区的∀ 绿色能源综合工程#

图9

生活垃圾处理箱

冬安置房, 后展开重建工作; 先对原有城镇总体规划
进行反思改造, 后安排项 目建设; 先恢复生命线工
程, 后进行一般性建筑和 项目; 先 修复加固轻损建
筑, 后重建震毁建筑; 先恢复农村, 后进行城镇重建;
先展开轻毁城镇修复, 后进行重毁城镇重建。这样
6

的次序安排, 可使灾后重建工作有序进行, 逐步缩小
重建的重点范围, 减少对资金、
人力、
建材的需求压
力。
42

专家的参谋与市民的参与相结合
作为城市规划学的专家和生态学的专家,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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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兴: 灾后重建生态城市纲要

抗 震救灾

重建家园

拥有国内外灾后重建的经验, 有生态城市关键项目

积极投身于重建的过程中, 其精神才能升华, 才能萌

实施的技能, 有应对灾后重建和加固建筑、
修复基础
设施的专业知识。

发出积极、
顽强的创造能力。同时, 规划师们要注重
城市特色的重构, 指导人民群众创建可持续发展、
永

从民众优势来讲, 他们了解当地的需求, 有对地

远增值的资源。丽江大地震,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建

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建筑的认同, 更重要的是他们

设目标和建设方针, 才使得这座城市焕发出强大的

自己拥有财产和社会关系, 更关心自己的房产在重
建过程中的质量和性能, 以及动员亲戚朋友的集合

崭新的生命力( 图 9) 。

力量来推进私人房屋的重建, 这些是政府所取代不
了的。
4 3 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和群众主人相结合
从政府来讲, 政府要管市场做不了的、
做起来不
合算的事情, 如重建的规划、基础设施的修复、公共
建筑、
生命线工程包括建筑质量的监督等。
从企业来讲, 受所有者委托组织建筑的设计、加
固、
建设。有人在网上说, 重建让企业家离开。但是
现代企业制度所造就的企业, 由于企业规模、
集约、
技术经验等原因, 在重建过程中企业为主体, 有利于

图 10

提高建筑风格的多样性与居住的舒适度; 有利于重

丽江古城

建成本和风险控制; 有利于建筑质量责任追究; 有利
于提高主人的自主选择性。
从民众来讲, 可以根据自身的财力、
原有建材的

灾后重建, 我们不仅需要怜悯、
关切, 需要激情,
更重要的是需要冷静、
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 要

利用和金融部门的贷款, 自主决定设计、建设、施工

以更加开放的胸怀, 更具创新性的理念, 更广泛地调

者, 充分发挥重建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动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来帮助重建; 要更加尊重生

城市生命线恢复和生态城市建设相结合
重建城市的重建基础设施都应该成为具有抗震

态自然环境, 尊重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 尊重本地的
传统文化; 要更加明确重建的目标、
项目、
步骤, 不仅

抗灾能力的生命线。灾后重建的城市, 如果说几十

要为灾后的幸存者建造更安全、
舒适的生态城, 同时

年或几百年以后同样的灾害再次降临, 这些生命线
工程在大灾害中不会中断服务功能, 最大限度地减

也要着眼于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更美好; 重建后
的城市不仅仅具有生态城市的典范影响, 而且具有

少市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重建规划要一步到位落

可复制、可改进、
可推广的深远意义。

4 4

实生态工程项目; 生态城市基础项目应该有机地切

要永远记住城市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回顾一个

入和可持续的优化; 要结合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逐
步实施生态工程项目。

城市重建后的形态和功能, 就可以读出这个城市的
主人们的胸怀、
理念、
对未来的态度和对地球负责的

4 5

城镇硬件重建与精神家园重构相结合

城镇硬件的重建, 也就是城镇生命线的恢复、公
用设施重建、生态项目优 化, 要与 当地群众自力更
生、
重建家园、
创新创业精神的培育同步。人们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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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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