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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零碳馆
从外形来看，零碳

馆更像是两栋造型别
致的“小别墅”，而不是
展览馆。除了利用传统
的太阳能、风能实现能
源‘自给自足’外，“零
碳馆”还将取用黄浦江
水，利用水源热泵作为
房屋的天然“空调”；用
餐后留下的剩饭剩菜，
将被降解为生物质能，用于发电。在每栋房子的屋顶，各安
装着 11个五颜六色的风帽，房子朝南的墙壁采用的是镂空
设计以自然采光；而房子的北面墙壁则被设计为斜坡状。在
坡顶设置可开启的太阳能光电板和热电板，另外还将种上
一种名叫“景天”的半肉质植物。“景天”不仅有助于防止冬
天室内的热量散失，而且还能使零碳馆从周边各展馆中“脱
颖而出”。

台湾成功大学———绿色魔法学校
这栋建筑百分之

百使用环保建材，使用
特殊水泥将减少三成
的用量及一成的二氧
化碳排放，但强度增
加四成；采用水库的
污泥烧制成陶粒，作
为隔间墙骨材以及屋
顶花园的土壤，可吸
音、保水。不含甲醛与
重金属的油漆、抑菌
钢板，可吸臭气的墙
面。此外，建筑外的车道，是采用生态工法，“可耐高压，开
坦克车都行”，还可吸附二氧化碳。屋顶有空中花园隔绝
热气，还有可随太阳转向的太阳能板以及作为风力发电
的桅杆。

电谷锦江酒店
电谷锦江酒店还

应用了另一种可再生
能 源 建 筑 应 用 技
术———污水 源热泵 技
术。将城市污水处理后
用于整个酒店的采暖、
制冷等，使污水实现了
循环利用，提高了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效率。每
年可利用中水 737 万
吨，系统运行费比水冷
螺杆加蒸汽系统节省
188.5 万元，每年可节
电 188 万度，节约标准
煤 752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546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6.54吨，氮化物排放量 7.52吨，烟尘排放量 12.78吨。
成都来福士广场

投资达 40亿元、建
筑面积逾 30 万平方米
的“来福士”广场，运用
了地源热泵供热和制
冷系统、热回收系统、
冷热水蓄藏、中水回
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利用等节能环保
措施。整个建筑呈大悬
挑、大孔洞和不规则倾
斜状，其造型新颖独
特，与央视新大厦有异
曲同工之妙，是国内首座、国际罕见的超高清水混凝土建
筑。高度在 112m—123m 之间，成都来福士广场是国内首座、
国际罕见的清水混凝土建筑，也是世界史上最高的清水混
凝土建筑。低辐射中空节能玻璃———单银低辐射 low-e 玻
璃，玻璃的高透光性与太阳热辐射的低透过性更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普通透明玻璃最高可以降低建筑能耗达 70%以
上，普通透明玻璃幕墙，每年节约的空调能耗将超过百万
元。

台北 101大厦
楼高 缘园愿米的台北

员园员 大楼，已被宣布申
请世界绿色建筑环保
标准“蕴耘耘阅 白金级”认
证，整个楼层集垃圾回
收、节水省电、照明设
备为一体，一年可节省
猿猿园 万度电，比以前减
少 缘园豫用水。建筑内分
区测量空气品质、监控
湿度、增加绿化面积
等，员园员 大楼还将认养
邻里公园减少热岛效
应，增加对环境的贡
献。

国际新能源市场光热馆
这幢建筑如贝壳

般形状，整体采光率达
到 90%左右，如此高的
采光率除了地理位置
的因素外，整个建筑具
有 75%的透明度，内部
所有透光面板均铺设
采 光 集 热 板 ， 屋 顶
10000多平方米放置多
达 15000 块自动化光
线跟踪面板，另外配备
风电补充系统，以至于实现整个建筑全天候运作实现供热
供暖供电的一体化，每年可节电 100 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600吨左右，将降低整个建筑 80左右的能耗。

（张艳蕊编辑整理）

盘点

功能主义建筑派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当建筑美学遇到功能主义

2012年 1月 26日，原本计
划恢复原貌的梁思成、林徽因
故居已基本被拆掉，只剩门楼
旁一小间，但北京市文物局并
不知晓。而东城区文化委随后
向北京市文物局递交的事故调
查原因称，开发单位考虑到故
居房屋腾退后，因陈旧、几经翻
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
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至此，经过持续 2年多的“拆
迁”与“保护”的拉锯战，位于北
京市东城区的“梁林故居”终究
没能逃脱碎为瓦砾的命运。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维
修性拆除”余声未了，又曝出重
庆的蒋介石行营也被拆。当地
文管部门回应称，这是“保护性
拆除”，将在原址原貌复建行
营。

打着功能主义的幌旗，披着“维修性拆除”的外衣，并不能
遮掩房地产企业赤裸裸的利益追求

融合建筑美学与功能主义，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功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历史传承和未来发展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是房地产企业的一项重要责任。

19世纪 7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
芝加哥学派，为的是在有限的市中心
区内建造尽可能多的房屋，解决高密
度集中人口的居住与工作场合问题。
在现代建筑结构和技术已经具备的
前提下，现代意义的高层建筑便开始
在芝加哥广泛使用。

路易斯·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的
一个得力支柱，他最先提出了“形式
随从功能”的口号，为功能主义的建
筑设计思想开辟了道路。为了发展高
层办公楼建筑的典型形式，沙利文作
为建筑师，规定了这种建筑类型在功
能上和形式上的特征。“自然界中的
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形状，也就是说
有一种形式，一种外部的造型，于是就
告诉我们，这是些什么以及如何和别
的东西互相区别开来。”因此，导致他
对建筑的结论，就是要给予每个建筑
物都有适合的和不错误的形式，这才
是建筑创作的目的。他认为世界上一
切事物都是“形式永远随从功能，这是
规律”。他否定建筑设计采用固定的

“格式”，否定那些毫无意义的纯粹的
“古典外衣”。他认为一座建筑应该是
从内而外的设计，建筑形式的美是其
内部结构的必然反映；这与当时正流
行的复古主义按传统的历史样式设
计、不考虑功能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当
然，这种设计方法也更具理性和科学
性。此时的建筑艺术美直接反映了新
材料、新技术、新结构的特点，同时也
符合新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建筑师格罗皮乌斯也是 20世纪
初期功能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倡导
者，他的两座重要建筑———法古斯工
厂和科隆展览会的办公楼“都清楚地
表明重点放在功能上面，这正是新建
筑的特点”。在设计包豪斯校舍中，格
罗皮乌斯把建筑物的实用功能作为
建筑设计的出发点，把对建筑功能的
分析作为建筑设计的主要基础，按照
各部分的功能需要和相互关系定出
它们的位置，决定其体型；按照现代
建筑材料和结构的特点，运用建筑本
身的要素取得建筑艺术效果。

功能美学主义打破常规，使建筑
美学与建筑功能完美结合，是对常规
建筑形态的一种挑战，功能化概念的
提出必将改变建筑的能源浪费问
题。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功能主义建
筑应该是建筑全部采用节能减排技
术，不仅讲求建筑外形的美观、独特
性，还配以相应功能装饰。

然而，国家绿色建材课题组负责
人、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会长、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
刘长发却认为，目前，还没有完全意
义上的绿色建筑，有的只是一些示范
性的建筑，因此，对建筑材料工业提
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要求。从功能主
义角度来看，刘长发向记者介绍，从
低能耗到零能耗，再到负能耗，新能
源绿色建筑是未来理想化的全新追
求，也将会更人性化。

当然，新型建筑的建筑方式上也
应该转型升级，刘长发向记者透露，
目前，国家绿色建材课题组通过大量

考研、论证，已制定出绿色建筑行动
方案，上报国务院、发改委，力主大力
发展建筑工业化道路。

建筑工业化是指建筑业要从传
统的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生产方式
逐步向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过渡，即以
技术为先导，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
和装备，在建筑标准化的基础上，发
展建筑构配件、制品和设备的生产，
培育技术服务体系和市场的中介机
构，使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逐步走
上专业化、社会化道路。即用现代工
业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来建造房
屋，代替传统建筑业中分散的、低水
平的、低效率的手工生产方式。

针对大量性建造的房屋及其产
品实现建筑部件系列化开发，集约化
生产和商品化供应，使之成为定型的
工业产品或生产方式。那时，房屋的
建筑就只是一个设计和组合安装的
过程，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已经加
工好的半成品，中国建材行业的发展
空间正在此。

与历史承继问题已经成为摆在
建筑设计业和建材行业的一个重大
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发展空
间将全部被历史所占据，这其实是两
个并不矛盾的命题。

在城市发展的车轮之下，每年已
经有很多文化遗产被碾碎夷为平地。
面对“疯狂”的发展狂想曲，冷静下
来，应该理智地思考：一座城市除了
钢筋水泥堆积起来的高楼大厦，这座
城市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积蓄
的内涵和深度究竟还剩下多少？

一座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以多么
金碧辉煌的高楼作为尺度，也并不是
靠物质上的满足作为依据，人类发展
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精神领域的富足。
当我们面对这种后现代大都市的空
虚之时，再去悔悟当初的唐突与莽撞
俨然为时已晚。还有一句不得不说的

忠告，我们可以复制一种空洞的自我
满足，却永远复制不了历史饱满的魂
魄。

保护好历史，让历史凸显出其应
有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审美价值，
这才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社会价值，
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之所以“梁林故居”被拆引起那
么多反响，还不只是此建筑物的价值
问题，更重要也可能是唤起了人们
对主人当年所提出的建筑理念的记
忆。

很多人还记得，当年梁思成所提
出的“保护故都，城外建城”的提议。
如果当年按此另外建设一个新北京
城，眼下的所有“拆除问题”可能都会
避免。

所以，让我们重拾这种思路，在
建立全新功能性城市中寻找新的发

展空间，这将是建筑设计业的一个全
新空间。

21 世纪使人们从工业时代转到
了信息时代，有建筑业的权威人士曾
说过：21世纪的高消费就是回归大自
然。那么 21世纪建筑师的职能者说
建筑设计的行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
化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考
虑的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活
状况将会怎样变化？社会状况又将如
何变化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
从城市、建筑和人居环境等相关方面
来思考。而基于我国目前的建筑现
状，尤其是很多大中城市明亮的玻璃
幕墙成了代表高档与尊贵的建筑“时
尚”，成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筑竞相
模仿的流行“时装”，但是这种建筑不
仅不环保，而且非常浪费能源。

面对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

危机、生态危机……法国著名建筑设
计师文森特·卡勒波特设计了一艘
“未来版诺亚方舟”。但科学告诉我
们：一艘船解决不了人类共同的危
机。

那么，真正的未来方舟工程（Fu原
ture Ark Project），到底怎样实现呢？

美国 IBM 公司提出了“智慧地
球”，其目的是让世界的运转更加智
能化。与此同时，“智慧地球”的举措，
也让人们对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政
府对于关键信息的控制等等问题产
生质疑。皇明太阳能首次发布了“微
排地球”战略，同时，皇明太阳谷的建
筑设计，也对新式绿色节能建筑发展
方向进行了探索。

功能主义与建筑美学的完全结
合，已经成为当下与未来建筑业发展
的方向。

不管保护还是维修，拆除，本身
就意味着历史的湮灭。即使原址重
建，恢复的，也不过是个“二手货”，就
像“赝品”再好也不是古玩，更无法代
表历史。如果，建筑不是因为历史重
感的镶嵌，还存留多少传承的价值？
失去了传承历史价值建筑的城市，还
剩余多少深厚的沉淀？如果，历史不
是毁于战火，而是灭于今天，我们该
如何面对继往开来的时代，该如何启
齿，因为我们的一己私利，而只给子
孙后代留下历史的“伪证”？

每一座美轮美奂的城市背后，都

蕴含着丰富内敛的历史和文化，城市
代表文化，而文化演绎着国家。
“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

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
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
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
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却已怀鄙弃
厌恶心理……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
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亦
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
这是 80多年前建筑学家梁思成写

的一篇文章。不幸的是，这些年来不知
有多少被文物工作者视为珍宝的建筑

都牺牲在“改善”的旗帜下，包括承载
历史记忆的名人故居，仅以北京为例，
1998年是康有为的粤东新馆被拆除，
2000年是赵紫宸的故居，2005年轮到
了曹雪芹故居，2006 年是唐绍仪故
居，今天又是梁林的故居……

于是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难道
我们正在用这种方式重新缔造“中国
特色”？难怪有微博这样调侃：何为中
国特色？答：保护性拆除、礼节性受
贿、休假性治疗、试探性自杀、轻度性
追尾、合约性宰客、政策性调控、保护
性销毁、政策性提价、钓鱼性执法、临

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
在这一系列各种前提下的“拆

除”事件中，还有一个我们不应忽略
的主体，无论是“梁林故居”的悲惨命
运还是蒋介石行营的生死未卜，其背
后都有一个利益驱使的“功能主义”
理念在作怪。开发商在这里扮演着重
要角色。开发商明显处于被道德批判
的位置，但表现出只是服从政府管理
的强硬态度，同时以各种商业利益诱
惑政府。

据此有人呼吁，中国历史建筑的
保护应该从改变大家的审美观开始。

历史与利益，对决还是融合？

当下与未来，中国建筑的空间在哪里？

功能主义与建筑美学完美结合，是悖论还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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