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觀

一　小腳／大腳：中國傳統
審美觀和可持續性

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中國的

少女們被迫裹腳，以便能夠嫁入豪

門，成為城市貴族，因為天生的「大

腳」是鄉下人、粗野生活的代名詞。

起初，裹腳只是上層人士的特權。直

至1911年清朝滅亡，坊間仍然流傳這

種習俗。著名的文人墨客曾吟詩作

畫，用盡美豔辭藻以讚譽人造的小

腳，這在今日看來是荒謬和施虐。士

大夫畫家們用三寸金蓮、平扁胸脯、

柳葉蜂腰、蒼白霜膚勾勒出中國古典

美人的形象，與健康的農村姑娘徹底

相反。換言之，很長時間以來，在中

國文化中，美麗等同於不事生產、刻

意雕琢、病態而喪失機能，而非自然

原生、健康而有用。在某種意義上

說，中國文化語境<的城市化源於婦

女之裹腳和男子的離開土地不事生

產。這繼而演化為中國文化中對成功

與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和審美標準。

這種關於高貴和美的定義並不僅

僅存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西班牙殖

民之前的中南美洲，瑪雅祭司和城市

貴族們以身體畸形為代價，來維護其

權力和社會地位，不惜壓扁孩子的頭

顱，致殘其身體，這種手術往往在孩

子出生剛幾個月就進行。他們「美麗」

的特徵是突出而扁平的額頭、杏眼大

鼻，下唇低垂，這在今日和裹腳一樣

被視作荒謬和醜陋。

千百年來，作為一種優越性和權

力的宣言，全世界的城市貴族維持J

定義美麗和高品尚味的權利。裹腳以

及畸形的額頭只是追捧城市風雅，貶

低鄉野村夫的千百種文化習俗中的兩

種。這些文化的共同特徵是：以背叛

天賦之健康、生存、多產為標準，以

區別凡人大眾為目標。

美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賽珍珠（Pearl S. Buck）在她的小說《大

地》（The Good Earth, 1931）中生動地

刻畫了中國鄉村生活「城市化」和品位

「高雅化」的過程。故事開始，老實巴

交的主人公王龍，從當地貴族豪門娶

了一個僕人阿蘭為妻。阿蘭勤勞而健

康且豐產，為王龍生了三個兒女。她

並不美豔，但吃苦耐勞，<<外外，

持家有方，敢當街乞討以維持家庭生

計。最終幫助王龍納田買地，變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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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富有。富起來的王龍開始當起老爺，

租下當年東家的豪宅，遷居鎮上。

即便如此，青樓王婆仍稱他為「鄉巴

佬」。於是，從嫌棄阿蘭的大腳丫開

始，王龍「講品味」了。他迷戀並娶了青

樓中最「美麗」的風流女士荷花，她小

腳蜂腰、弱不禁風，她不事稼穡、不

操家務，更不育子女。王龍完成了他

的城市化和高雅化，他的不事生產、

以「小腳」和據「無用」為美，正是他

「成功」的衡量標準。這也正是漫長封

建中國培育的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價值

觀。筆者把這叫做「小腳主義美學」。

在中國，與小腳主義美學一同演

進的是城市、建築和景觀的所謂「高雅

品味」。幾千年來，農民憑藉祖祖輩輩

流傳下來的生存藝術，通過不斷的試

驗和失敗，管理和營造J具有生命的

大地。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享受其造

田、灌溉、種植藝術的成果的同時，

也在不斷適應J自然災害的威脅和後

果——洪水、乾旱、地震、滑坡，以

及水土流失。「桃花源」，一個失落的

天堂，一片肥沃而和諧的盆地便因此

而誕生。生存需求正是這些能夠賦予

大地景觀生產性和經久不衰的生存藝

術的產生原因。這片土地因為人類的

改造和創造與自然過程相適應而和

諧、而有秩序，並因此而美麗無限。

但當中國變得愈來愈城市化和

「文明」的時候，這千百年生存實驗的

成果——美麗的鄉土大地已經逐漸被

剝奪了其生產力、自我調節能力、對

生命的承載能力，以及它純然的美

麗。就像農村的女孩被迫裹腳後變得

殘疾一樣，它正迅速地在「美化」、

「高雅化」和「現代化」的名義下，被摧

殘、被施虐。無用的化妝、對大地機

能的致殘，已經給城市和鄉村的建設

留下遍地的醜陋與畸形。

兩千多年來，皇帝和貴族們為了

追求閒情逸致不惜挖湖堆山，竭盡堆

砌奇花異木之能事，在城市中創造了

一個個虛假的桃花源。豐產而美麗的

「桃花源」被帝王和貴族們閹割得只剩

下美豔的空殼，如同他們閹割少女和

太監一樣。有用的灌渠和豐產的水塘

變成園林<的裝飾水景；水池<放養

頤和園是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的大型皇家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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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畸形的金魚；良田轉眼變成了無

用的觀賞草坪；綠色的豐產作物和鄉

土植物被金色或黃色葉子園藝品種和

奇異的花壇代替；招搖的牡丹和玫瑰

淘汰了蔬菜和草藥。為了製作盆栽，

健康的樹被致殘、肢解、扭曲。「精

緻」的太湖石被點綴在大街上；就連

桃樹也只讓開花不讓結果。像小腳女

人一樣，這些風雅的城市裝飾不再生

產，卻耗盡物力和財力以維護其生

存。它們被澆水、修剪、除草，以及

無盡的人工再造。隨J主人的日薄西

山，大多數歷史上的「大花園」都很快

地消逝了，少數現今仍留存下來的則

需要不斷的維護。

請不要誤解筆者的意思：某種意

義上，所有的藝術、音樂和舞蹈都是

「不事生產的」——但物種的繁衍卻需

要生產。這不是說以上的藝術形式都

會滅絕，也無意貶低生活中審美和享

樂的價值；筆者想說的是，我們居住

的環境生態遭受了巨大的破壞，人造

的自然環境必須、也將採納一種新的

美學觀，這一美學觀要求我們學會欣

賞具有生產能力、能夠維持生態的事

物。我們渴望脫離實用價值的美，但

這一心理渴望正在——也應當——減

弱。在現在這個世界<，人類的生存

正面臨J威脅。浪費，不說它違背道

德，至少也令人憎惡。事實上有很多

具有實用價值的東西可供我們審美。

二　從鄉民到市民，以及
生存的挑戰　　

人們大規模地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還是近來才有的現象。今天，城市的

居住人口已超過了鄉村。在過去的一

個世紀，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從

1900年的13%上升到1950年的29.1%，

再到2005年的48.6%。預計到2030年，

這一數字將達到60%（49億）。到2050年

底，超過60億的人，全球人口的2/3，

將居住在城鎮和城市1。

1950年之前的兩千多年，中國的

城市化得益於農業的發展獲得的剩

餘價值，且其城市化率勉強達到10%

（1950年達到了13%）。到2009年底，

13億的中國人口中約有45%是城鎮居

民。每年中國有1,300萬人遷移到城市。

據聯合國預測，到2015年，中國的城

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將持平2。

由二十世紀前享有特權的少數都

市人根據美學標準經營起來的景觀，

現在受到了大眾的追捧，他們的祖先

世代農民，生生世世都在掙扎J要變

成城<人。這些新城市移民就像那些

纏足的農村姑娘一樣，迫不及待地要

在肉體和精神上變成貴族。當代的中

國景觀、建築、城市設計，清晰地反

映了普通大眾想要變成貴族的願望。

農村人口湧入城市之前，中國的

裝飾性景觀和城市設計，透過典型的

歐洲巴洛克景觀設計和裝飾性花園，

折射出了享有特權的市民階層的集體

願望。黃金地段變成了新開發的城市

居住區和公共場所。後鄉村時代繼承

的關於城市性的理念不僅改變了原有

的城市，也改變了中國的整個大地景

觀。粗糙、野性的河流被渠化和硬

化，鋪上了大理石以使其「高雅」而

「現代」。富有鄉村氣息的濕地被噴泉

和整潔的人造池塘所取代。「蕪雜」的

原生灌木被連根拔除，取而代之的是

外來的裝飾性園藝植物；原生的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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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修整一新的外來草坪所取代，在北

京和中國大部分地區，每一平方米這

樣的草坪就要消耗超過一立方米的水。

從2002到2010年，中國將消耗全

世界水泥產量的一半，鋼鐵產量的

30%多3。難道這是讓一個農業國走

向城市化必須的嗎？不盡然，因為這

些不可再生資源的一部分浪費在了破

壞、控制「蕪雜」的自然，以及創造裝

飾性景觀和「標誌性」建築上了。可舉

的例子包括奧林匹克公園，浪費大量

鋼材的鳥巢體育館，耗費巨資、堪稱

「奇觀」的中央電視台大樓，以及耗噬

巨能的國家大劇院。漂亮的鳥巢消耗

了42,000噸鋼（約每平方米500公斤鋼

材）。中央電視台大樓每平方米消耗

了近300公斤鋼材，就鋼材花費來說，

它是全世界最昂貴的建築。2008年

奧運會期間，數十億元耗費在了裝飾

性的花壇：所用的花盆約有億萬計。

想像一下，要是換成一億棵樹，北京

的空氣會有多大的改善啊，將會吸收

多少噸碳啊！在上海，幾乎所有的地

標性建築都戴上了裝飾帽：有的樓頂

像蓮花，有的樓頂像水仙，有的是麻

花，有一個樓頂是改錐，還有一個樓

頂是飛碟⋯⋯這些無用的飾物，如同

古代小腳和瑪雅人的扁頭，在「美化」

的名義下，讓城市充滿無用而醜陋的

裝飾，同時排放沒有必要的碳。

目前，中國正經歷J一場「城市

美化運動」（其實叫「城市化妝運動」更

確切），城市設計、景觀和建築藝術在

小腳主義美學的指導下，塑造出了令

人啼笑皆非的所謂風格、或是毫無意

義的形式和恢弘的異域情調，如此也

讓我們的建築和城市藝術終於迷失了

方向。這些形式的作品在排放大量的

碳的同時，加劇了環境的退化。中國

人口佔世界的21%，但土地和淡水只

佔世界的7%。中國660多個城市中，

2/3缺乏用水；75%的河流和湖泊被污

染。在北方，沙漠化的危機已經凸

顯。過去五十年，中國50%的濕地已

經消失，多處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

一米。作為規劃和設計者，我們該秉

持怎樣的價值理念？全球和地區的各

種情勢迫使我們須將藝術和維持生

存、培育土地、保護物種結合起來，

裝飾物應讓位於這些目標。我們需要

一種新美學——大腳的美學，一種低

碳的美學。

三　低碳美學下的新桃源
憧憬　　　　　

在大腳的美學下，未來的城市當

與今天有很大不同。當今的城市和建

築都是不可持續的，很快將成為過去

式，我們城市的巨型建築、寬闊的馬

路和停車場以及巨大的城市廣場，高

度工程化的市政管網，都將被我們的

後代所不解和恥笑，並被當作愚昧和

荒誕的歷史來憑弔。

未來的城市是新桃源城市，或新

田園城市。確切地講是低碳或零碳的

城市，是生產性的城市，更是節約型

的綠色城市。雨水不再通過市政管道

排出，而是被留到城市的魚塘中或補

充地下水；街道上的綠地<長滿莊稼

和果樹，不再是只開花不結果的園林

花木；稻穀和高粱在社區和學校的綠

地中生長、成熟，在成熟的季節<，

鳥獸和人類共同在那<收穫並歡慶豐

收；建築是由會光合作用的表皮構



94 景觀

成，屋頂是養育池，不但保溫節能，

而且生產食物；城市地下室是巨大的

蘑菇工廠，繁育最富營養和健康的蘑

菇；當代一些巨型建築和城市空間及

大馬路將被改造成新田園景觀，在供

人們憑弔二十世紀荒誕建築和城市景

觀的同時，為新田園城市提供絕好的

生產和遊憩場所：比如中央電視台大

樓是一個立體農、牧、漁業的複合系

統，大褲衩的洞<會安裝幾個風力發

電機，利用其風動效應；國家大劇院

則利用其無比的溫室效應，被改造城

巨型熱帶、亞熱帶溫室，生產各種瓜

果，地下室發蘑菇；鳥巢是國家菜市

場，其巨大的鋼構可以用來懸掛各種

容器，形成空中菜園；天安門廣場可

以改造為向日葵田野，在生產油料的

同時，讓全國人民有機會體驗朵朵葵

花向太陽的意境；交通工具是高速幹

線，連接一個個經湊型的步行社區，

那<只需要隨處可拾的自行車來解決

交通。當今大量的停車場可以用來種

小麥和菜園，或挖成收集雨水的魚

塘。這種新田園城市是生態文明的標

誌，不是烏托邦，而是新美學下的生

存藝術。以下將討論幾個實踐案例。

四　低碳美學的實踐案例

（一）低碳城市的空間要求：建立生態

基礎設施，讓自然做功——北京生態

基礎設施規劃案例

在土地極其有限、保護與發展壓

力同樣巨大的形勢下，通過構建生態

安全格局保障城市的基本生態系統服

務，用盡可能少的土地，盡可能讓自

然做功，同時為城市發展提供充足的

建設用地，是實現精明保護與精明增

長的有效途徑，也是低碳城市的最本

質要求。以北京市為例，運用景觀安

全格局理論和地理信息系統（GIS）技

術，通過對水文、地質災害、生物、

文化遺產和遊憩過程的模擬和分析，

判別維護上述過程安全的關鍵性空間

格局，構建不同安全水平的綜合生態

安全格局，特別是界定最低安全標準

下的景觀格局，並以生態安全格局為

剛性框架，模擬北京城鎮擴張格局。

（二）解開自然之大腳，與洪水為友的

低碳防洪：浙江永寧江案例

在中國大江南北的所有城市，水

利工程用水泥和鋼筋扼殺了河流水系

的生命，如同舊社會婦女腳上的裹腳

布，徹底破壞了自然系統的生態服務

功能。而這個過程又耗費了大量的能

量和材料，使人類維持生存的成本大

大提高。在浙江永寧江案例中，設計

師把一個以防洪為單一目的的硬化河

道，用最經濟的途徑，恢復重建為充

滿生機的現代生態與文化遊憩地，同

時滿足蓄洪防洪的要求。永寧江公園

規劃設計的核心思想是用現代生態設

計理念來形成一個自然的、「野」的

底，然後在此基底上，設計體現人文

的「圖」；基底是大量的、粗野的，它

因為自然過程而存在，並提供自然的

服務，而「圖」是少量的、精緻的，它

因為人的體驗和對自然服務的接受而

存在。被水利工程硬化的長達兩公里

的永寧江水岸被砸掉，並被恢復了自

然形態，沿岸濕地系統得到了恢復並

完善；形成了一條內河濕地系統，對

流域的防洪滯洪起到積極作用；與此

同時，大量應用鄉土野草進行河堤的

防護，在濱江地帶形成了多樣化的生

境系統。這個案例中，不但用低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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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解決了防洪問題，同時，倡導了野

草之美的低碳美學。

（三）場地與材料再生和再用，化腐朽

為神奇的低碳設計：中山岐江公園

案例

在以GDP衡量城市實力的時代，

我們看到的是無情地拆毀城市舊有的

建築，過去的城市變成「一張白紙」，

然後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結果是城

市記憶的消失和大量劣質建設的盛

行。大量的碳由此被排放。廣東中山

的岐江公園則以場地與材料的保留、

再用和再生和為途徑，實現了一個化

腐朽為神奇的低碳設計。

（1）保留：原場地為一個有近半

個世紀歷史的舊船廠遺址，過去留下

的東西很多：從自然元素上講，場地

上有水體，有許多古榕樹和發育良好

的地帶性植物群落，以及與之互相適

應的生境和土壤條件。從人文元素上

講，場地上有多個不同時代的船

塢、廠房、水塔、煙囪、龍門吊、鐵

軌、變壓器及各種機器，甚至水邊的

護岸，廠房牆壁上「抓革命，促生產」

的語錄。對所有這些「東西」以及整個

場地，設計師們都逐一進行測量、編

號和拍攝，研究其保留的可能性，實

現盡可能的保留。

（2）再用：原有場地的「設計」畢

竟只反映過去人們的工作和生活，以

及當時的審美和價值取向，從藝術性

來講，這些與現代人的欲望和功能需

求還有一定的距離，還需加以提煉。

所以，有必要對原有形式和場地進行

改變或修飾。通過增與減的設計，在

原有「設計」基礎上產生新的形式，更

充分地滿足現代人的需求。

（3）再生：原場地內的材料，包

括鋼材、鄉土物種等，都可以通過加

工和再設計，而體現為一種新的景

觀、滿足新的功能。經過再生設計後

的鋼被用作鋪地材料，鄉土野草成為

美麗的景觀元素。

（四）從低碳走向負碳，都市農業的豐

產景觀：瀋陽建築大學校園案例

在瀋陽建築大學新校園<，設計

者用東北稻作為景觀素材，設計了一

片校園稻田。在四時變化的稻田景觀

中，分布J一個個讀書台，「讓稻香

融入書聲」。用最普通、最經濟而高

產的材料、在一個當代校園<，演繹

了關於土地、人民、農耕文化的耕讀

故事，詮釋了都市農業的豐產景觀的

理念，也表明了設計師在面對諸如土

地生態危機和糧食安全危機時所持的

態度。它是使城市從高碳走向低碳，

甚至負碳的有益實驗。這更是對傳統

美學觀的一次挑戰，告訴人們：大腳

是美麗的，生產是高尚的。

（五）最少的人為干預，最低的碳排

放，獲得最大的城市化效果：秦皇島

湯河紅飄帶案例

在城市化和城市擴張過程中，自

然河道的渠化和硬化以及「美化」運動

在中國大小城市中方興未艾，這是一

種悲哀，我們完全可以有更明智的城

市河流改造和利用方式。秦皇島湯河

紅飄帶案例展示了城市綠地設計和建

設中，如何利用原有場地資源，用最

少的設計，來創造一個真正節約的城

市綠地，為當代城市居民提供最多最

好的生態服務，同時，讓場地發生巨

大的變化。在完全保留原有河流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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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的綠色基底上，引入一條以玻璃

鋼為材料的紅色飄帶。它整合了包括

漫步、環境解釋系統、鄉土植物標本

種植、燈光等功能和設施需要，用最

少的干預，獲得都市人對綠色環境的

最大需求。

紅飄帶是一條綿延於林中的線性

景觀元素，它與木棧道結合，可以作

為座椅；與燈光結合，而成為照明設

施；與種植台結合，而成為植物標本

展示廊；與解說系統結合，而成為科

普展示廊；與標識系統結合，而成為

一條指示線。它曲折蜿蜒，因地形和

樹木的存在而發生寬度和線型的變

化；中國紅的色彩，點亮幽暗的河谷

林地。綿延的紅飄帶上，分布多個為

使用者駐停和活動用的節點，以鄉土

野草為主題，這些野草包括狼尾草、

須芒草、大油芒、蘆葦、白茅等。野

草與場地的自然過程的保留，使公園

的維護達到最少。在這<，低碳設計

與低碳美學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

（六）開啟自然過程，以生態服務為目

標的低碳設計：天津橋園公園案例

長期以來，城市公園的建造和管

理都作為城市公共市政投入，由於公

園建造和維護費用高昂，澆灌、排

澇、修建等管理，常常使公園成為城

市公共財政和市政設施的負擔。天津

橋園項目改變通常城市公園的建設理

念和方法，以全面改善生態系統服務

為目的，進行城市綠地建設和城市廢

棄地的生態恢復。案例是一個22公頃

的公園，原來是一個廢棄的打靶場，

垃圾遍地，污水橫流，路人掩鼻，臨

建破敗，不堪入目，土壤鹽鹼。景觀

設計師應用生態恢復和再生的理論和

方法，通過地形設計，創造出深淺不

一的坑塘，有水有旱，開啟自然植被

的自我恢復過程，形成與不同水位和

鹽鹼度條件相適應的植物群落。將地

域景觀特色和鄉土植被引入城市，形

成獨具特色的、低維護投入的城市生

態基礎設施，為城市提供了多種生態

服務，包括雨洪利用、鄉土物種的保

護、科普教育、審美和遊憩。

這項生態恢復工程2006年春開工

興建，於2008年5月正式建成開放。

開放之第一周，有二十多萬人入園參

觀，獲得空前的成功。昔日的一塊髒

亂差的城市廢棄地，在很短時間內經

過簡單的生態修復工程，而成為具有

雨洪蓄留、鄉土生物多樣性保護、環

境教育與審美啟智和提供遊憩服務

的、多功能生態型公園。公園的造價

低廉，管理成本很低。更重要的是，

這一生態恢復型的公園向城市居民展

示了一種新的美學——建立在環境倫

理與生態意識之上的美學。它是對傳

統奇花異卉式觀賞園林的批判和背

叛，並向人們展示了生態城市主義的

光明前景；這一生態恢復型公園同時

也是對所謂高科技生態恢復技術的批

判，告訴人們，自然是有很強的自我

恢復能力的，只需要人們尊重地域景

觀，開啟自然過程，自然便可以自己

做功，為人們提供無盡的生態系統服

務，同時彰顯城市的獨特景觀，使城

市真正走向低碳化。

（七）低碳的城市濕地淨化系統：上海

世博後灘公園案例

城市是一個高度人工化的系統，

每天耗費大量能源維持其平衡，包括

耗能巨大的污水處理廠。然而，我們

忘掉了土地本身是一個生命系統，自

有淨化調節功能。作為生態文明的展



望和實驗，上海世博後灘公園的核心

是一條帶狀、具有水淨化功能的人工

濕地系統，它將來自黃浦江的劣五類

水，通過沉澱池、疊瀑牆、梯田、不同

深度和不同群落的濕地淨化區，經過

長達一公里的流程，而成為三類淨水，

淨化量為每天2,400立方米。淨化後的

三類水不僅可以提供給世博公園做水

景循環用水，還能滿足世博公園與後

灘公園自身的綠化灌溉及道路沖洗等

需要。除大量使用鄉土物種以及水體

淨化等生態措施外，設計充分利用農

作物、工業舊材料，節約造價，倡導

低成本維護等生態理念，包括舊磚瓦

的再用，黃浦江護岸的生態友好型設

計、建築物的節能設計，以及可降解

竹材作為會時大面積鋪地，以滿足同

時考慮會時和會後的人流需要，等等。

後灘公園展示了土地的生物生產

能力，指明了建立低碳和負碳城市的

一條具體途徑，為解決當下中國和世

界的環境問題提供一個可以借鑒的樣

板，同時創立了新的公園管理模式：

它建成後不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維

護，而是讓自然做功，利用自然的調

節和淨化能力來治癒工業時代留下的

污染。通過充分發揮土地的生態系統

服務能力，後灘公園生動地註解了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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