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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的時間，十三億人的努力，

奧林匹克運動會終於在2008年於北京

舉行。一座座峻偉的北京奧運場館拔

地而起，就好比奧運會由夢想一步步

變為現實一樣，逐漸明晰。體育場館

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扮演\極其

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城市景觀的一

個重要縮影，也是城市地圖的重要地

標，更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的標尺。伴

隨\北京的奧運建設一路走來，撿起

了承載城市建築文化進程的片斷，筆

者留下了讚嘆，也留下了嘆息，絕非

奧運，只因北京。

一　深厚幽遠的歷史

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紂後，立

了大功的武王弟召公奭封地於此，並

建立了燕國，這才有北京建城三千多

年之說。北京城的另一個源頭，就是

位於現在宣武區廣安門一帶的薊城。

武王在封召公奭的同時，還分封了黃

帝的後人於薊。百年後，燕勢強，薊

勢弱，燕吞併了薊國，薊國就此滅

亡。燕把國都遷移到了薊城，自此，

古薊城就成了燕的首都，燕在此立都

近八百年。

燕亡後，薊地多為少數民族佔

據，前燕、北魏⋯⋯到了唐代，此地

為幽州。到了五代十國，沙陀人石敬

瑭把北京在內的燕雲十六州全割讓給

契丹人，也就是遼。遼人獲薊城後，

改為南京。金人驅遼後，建金中都，

蒙古滅金後，建元大都⋯⋯這個城市

輾轉歷經三千多年竟然沒有消亡，座

落位置也沒有太大變化，這在世界城

市史上是很少見的。

回觀歷史，遙遙相望。三千年歷

史的長河，分不清彼岸的柳綠花紅，

於時下，只堪做孤寂的流淌，於歷

史，卻是在不斷地成長。同族的順遞

變遷，異族的刀槍血劍，燕都的長河

又續千年。回望史前，哪一樁能捨棄

史冊？

二　鋼筋玻璃的構建

明清兩代，北京城市規劃進行得

宏大而周密，以紫禁城為中心，向外

有皇城、內城、外城三道圍合環護，

全城以一條八公里長的中軸線縱貫南

北，這條城市脊梁，也是世界最長的

城市中軸線。圍繞這一中軸線的皇城

建築，披紅戴黃，倍感富麗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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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興建的奧運場館，大範圍

地採用了玻璃幕牆這一外圍護結構形

式，不少場館還大量採用了新型玻璃

材料作為外牆立面。僅奧運會主要場

館國家體育場——「鳥巢」，就安裝了

19,000平方米低輻射玻璃、26,000平

方米超白玻璃、15,000平方米防火玻

璃等多種玻璃材料。此外，五棵松體

育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奧

運棒球館、曲棍球館等，也大量採用

了浮法玻璃、中空節能玻璃、光伏玻

璃，以及玻璃磚等一些新型玻璃產

品。奧運場館建設工程全部竣工後，

各個奧運場館必將成為全世界建築玻

璃幕牆行業的亮點。低輻射鍍膜玻

璃、太陽能控制低輻射玻璃、中空節

能玻璃、真空節能玻璃等，都大量運

用到本次奧運場館建設中，它們都有

較好的節能效果，同時還可以有效地

隔音、防噪、解決結露等問題。

厚重敦實的紅牆綠瓦被強硬結實

的鋼筋、晶瑩剔透的玻璃所代替，是

建築材料運用改革的飛躍與昇華，也

構建了多少中國人的夢想，雖然是如

此的不協調、不呼應。

三　城門不再是地標

地標是一個城市的象徵，一個區

域的建築標誌，因為記載城市歷史時

刻的內在變動而被寫入史冊。面對奧

運這一歷史機遇，主辦城市北京的許

多建築被賦予了「新地標」的歷史使

命，它們掀起了旅遊業的新高潮，揭

開了北京城歷史的新篇章。

六朝古都，有\三千多年歷史的

北京，它的第一座城市地標究竟為何

已經無據可考。但從古老的歷史留給

我們的諸如故宮、天壇這樣富含人文

氣息的標誌性建築，還有北京歷史上

評選出來的「十大建築」，我們不難發

現，它們之所以稱之為「地標」，並非

徒有新奇的外觀，也不是純粹在空間

上塑造起新的高度，而是因為它們背

後所承載的歷史。

如今，北京要舉辦奧運會，要聚

焦世界的目光，要實現一個國際化大

都市的升級，呼喚\新的地標。三環

邊上中央電視台新址一天天的加高，

見證了四環邊上的「鳥巢」、「水立方」

逐漸成形，走進國家大劇院（「鳥蛋」）

享受首場演出的北京市民，可能會

發出這樣的感慨：「以往以天安門、

鐘鼓樓為中軸線的古都北京有了新的

地理坐標！」國際上，美國《時代》

（Time）周刊選出的「2007十大建築奇

b」，北京榮佔三席——北京奧運會

主體育場「鳥巢」、央視總部大樓新址

以及北京當代萬國城；英國《泰晤士

報》（Times）的建築評比稱，「鳥巢」、

央視新址、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是

「最具雄心」的工程建築。這些建築體

現的勇氣和抱負與中國舉辦奧運會、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熱情交相

呼應。

「水立方」、「鳥巢」、「鳥蛋」、

「異形」（央視新辦公大樓）、世界上最

大的單體航站樓——首都機場三號航

站樓等，儼然成為北京的新地標，催

生了新的旅遊熱點，奧運效應已然呈

現。誠然，這些龐然大物足以標榜自

己的身價，俯視群雄；然而，它們所

蘊涵的中華文化是甚麼？所能考究的

民族文明又有哪些？我們只能漠然。

但是，天安門、地安門、前門、建國

門⋯⋯每一對門環都叩響歷史的變

遷、文明的興衰，甚至民族的命運。



四　奧運村勝似紫禁城

自1893年第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伊始，奧林匹克運動已歷經百餘年，

奧運村的建設也有近八十年的歷史。

從顧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首

先提出奧運村的構想，到奧運村規劃

進入主辦城市中長期規劃藍圖，奧運

村從無到有，可謂和現代奧林匹克運

動一起發展壯大。縱觀奧運村的建設

史，其規劃與設計明顯受到經濟因素

和建築思潮的制約和影響。

在2000年悉尼奧運村的規劃中，

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環保原則，

如減少空氣、水、土地和噪音污染；

停止進一步導致全球變暖和臭氧層被

破壞的影響；保護植物、動物及其生

態環境，這些全新的思想對悉尼申辦

奧運成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雅典

奧運村在完成奧運會的使命後，雅典

奧組委把它交給雅典建築工人協會。

這個協會負責奧運村中所有建築的銷

售。按照計劃，奧運村中的336座住

宅將供給希臘的低收入家庭和急需住

房的人居住。

從奧運村選址變化來看1，二十世

紀30年代，臨近城市中心；二十世紀

60年代，城市外圍；二十世紀70年代，

臨近城市中心；二十世紀90年代，

城市問題區域；二十一世紀，新城中

心／ä星城新起點。

從奧運村建設需求變化來看，

二十世紀30年代，基本飲食住宿問

題；二十世紀60年代，住宿標準提

高；二十世紀70年代，休閒娛樂；

二十世紀90年代，場館的多功能並

刺激區域經濟；二十一世紀，可持續

發展。

縱觀奧運歷史，每四年一屆的奧

運會不僅僅是一場世界範圍的體育盛

事，它對於文化、經濟，甚至政治都

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奧運村也不僅是

一處為運動員提供飲食和住宿的建築

群，其功能愈來愈複雜，規模愈來愈

龐大。儼然，北京的奧運村勝似紫禁

城，卻沒有任何紫禁城的影子。這是

歷史的進步，還是文明的失落？

五　為城市留下的「遺產」

悉尼奧運會留下的「遺產」，既有

成功的地方，也有不足之處。獲得主

辦權的城市之所以珍視這些「遺產」，

是因為「奧運遺產」還是給城市帶來了

顯著的收益，儘管精確的產出很難去

量化。從巴塞羅那、亞特蘭大、悉尼

到雅典，由於每一個主辦城市的差異

和每一個城市籌劃奧運的獨特性，我

們只能看到已經留下的，而展望北京

應該留下的，包括：

（1）場館建設。由於當年悉尼辦

奧運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成功地舉辦

奧運」這個目標上，政府在奧運會之

前並沒有完全考慮到公眾在奧運期

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態度及產生的

積極影響。今天，在悉尼奧林匹克

公園舉行大型活動時，公眾已經接

受和認可了乘坐城鐵是更加便捷的方

式以及免受停車之苦的觀念。對於

北京的奧運場館，可沒有那麼幸運，

「鳥巢」座落於北四環，正常上下班高

峰期肯定要堵車，若不採取有效限制

措施，通往「鳥巢」和「水立方」的公共

交通將成為咽喉要道，可與「蜀道」一

爭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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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平衡。悉尼奧運的主要

成功之處也在於將嚴重污染的垃圾傾

倒場，變成了一個擁有體育場館、自

然保護資源和公園的地區。政府在這

個地區曾經做過規劃並且建起了一些

體育場館，然後就再也沒有做出甚麼

努力了。正是因為奧運會，這個地區

的發展才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贏得

奧運主辦權成為注入可持續發展資本

的催化劑！雖然還有一些來自環境學

家的批評認為，政府的城市規劃工作

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北京的奧運

村及「鳥巢」區域，隸屬於城市「上風

上水」的好地方，即便沒有奧運建

設，也是一塊黃金地段。與之相比，

北京南城的建設、城市化進程、生活

工作、商業環境等方面，出現了嚴重

的失衡問題2。

（3）公眾場館。在悉尼奧林匹克

公園內外的許多世界一流的體育設施

已經失去用途，但有兩處成功的案

例：一個是公眾喜愛的游泳館，另一

個是作商業運營的水上漂流項目。北

京奧運會共有比賽場館37個，其中

31個在北京，其餘6個在天津、青島、

上海、瀋陽、秦皇島和香港等協辦城

市。這些場館的分散建設，在一定程

度上緩解了北京的建設壓力，另一方

面也為國內其他協辦城市提供了參與

奧運、展示城市的機會，於公於私，

都將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

（4）環境改善。圍繞「綠色奧

運」，加快城市環境建設。在道路建

設方面，繼續完善市區路網加密系

統，重點建設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工

程、八通線、地鐵五號線和十號線等

工程，以及東直門、西直門、動物園

交通樞紐等，逐步建立以公共交通和

軌道交通為骨幹的現代化交通體系；

完成五環路、六環路等高速公路建

設，增強城市交通承載力和應變能

力。在市政建設方面，繼續以改善能

源結構，保護和利用水資源為重點，

建設陝北天然氣進京第二條長輸管

線，擴建陝甘寧天然氣進京市內管網

等；開工建設第十水廠，進一步加快

清河、小紅門等污水處理廠建設，提

高污水回用能力。在環境整治方面，

將加強涼水河、溫榆河等水系河道的

治理，逐步實現三環清水繞京城的格

局；繼續構築三道綠色屏障，實施平

原綠化工程。

（5）旅遊發展。悉尼奧運會後，

澳大利亞國內旅遊研究中心的一份調

查指出，舉辦奧運會之前、之後、甚

至期間，並沒有直接給澳大利亞立刻

帶來更多的遊客。儘管在奧運結束後

有一定數量的遊客實質性增長，但他

們的到訪卻與奧運的關聯不大。只有

10%的受訪者表示奧運會影響了他們

展開澳洲之旅的決定；同樣的一個較

小的比例也顯示，奧運會只是增加了

他們對澳洲作為旅遊目的地的注意力

而已。該經驗也許適用於北京奧運。

因此，寄希望於發奧運會旅遊財並不

一定明智。但與悉尼不同的是，中華

五千年燦爛的文明，永遠是最吸引世

界各地旅遊者的，而北京承載\其中

最精華、耀目的部分，萬里長城、故

宮、頤和園等名勝數不勝數。

（6）城市建設。從「鳥蛋」到「鳥

巢」，再到首都機場新航站樓，以及

正在興建的央視大樓，中國建築界針

對國際建築大師愈來愈多的承擔起中

國標誌性大型建築設計的現象，以中

國建築界泰斗兩院院士吳良鏞及著名

建築師吳晨為代表的一些建築師，

公開批判這種現象是一種建築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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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義傾向，稱國際大師將中國作為

「實驗場」。著名建築師哈迪德（Zaha

Hadid）表示，「有甚麼新主意新方案

要付諸實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

其他地方是不會允許的。」3一味追求

「新、奇、特」，導致整個城市沒有特

色、沒有基調、沒有標誌，一座座輝

煌的建築，並沒有為生活在其間的公

眾帶來棲息、享受的空間。

六　忘卻的記憶

建築是城市記憶的一部分，是人

們在城市中最容易看到的、最直觀的

歷史。中國建築學會編輯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顧孟潮指出，城市面貌愈來愈

趨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氛圍，就是

所謂的「城市記憶」消失4。當偉大的

首都北京「記憶」消失後，可憐的中華

子孫後代們只能借助多媒體影像，或

是超凡的想像力，勾勒出昨日依稀的

文明。

當失去建築的基本準則，漠視中

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

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

索，則是一種誤解與迷失。吳良鏞對

此深為擔憂，「我們在全球化的進程

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

全球的優秀文化的同時，更要有一種

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自尊態度、文化

自強的精神。」他同時指出：「『中學』

和『西學』要結合起來，成功的建築師

從來就不是拘泥於國際式的現代建築

的樊籠。」5

在人民大會堂的緊鄰西側，冷峻的

國家大劇院像一顆被丟棄的「鳥蛋」，

鮮有人問津。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城市

設計者們，都應當努力開創有中國特

色的建築新文化，要確立上對祖先，

下對後人的無愧心態。

公眾總是希望奧運能夠成為解決

各類問題的良藥，但是大多數不與奧

運相關的發展可能就不會那麼為人關

注了。發展反映了規劃者的優先意識：

如果他們關注的是運動會，那麼，在

那三周的時間，他們的方案將是完美

的，然而，比賽結束後就可能失去意

義。如果奧運的計劃更貼近城市現有

的長遠規劃，更多的規劃者注意到長

期的結果，結果將會更加美好。

2008年8月，奧林匹克的各項競賽

一定都熱火朝天，在那=，奪得金牌

與榮譽的是最後的贏家。對於這個

擁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城市，在這=最

能炫耀的、實質上已經改變的，應該

是城市規劃與建設，但是，這樣的規

劃與建設，早已被豐厚的房產利潤和

「新、奇、特」的政績所沖淡。忘卻了

記憶，仍有濃濃的憂思灑落在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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