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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江苏、黑龙江、青海、 新疆、西藏等17个省（自治

区 ） 及直辖市。

翻口的专业领蜡

主见划 崇尚社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核心区规

划、交通枢纽声见划、风景旅游区规划、居住区规划、商业

园区声见戈队校园贼悔。

iQi十追求建筑、景1见和室内空间的和谐统一。 涵盖

民用空闯全领域居住、商业、办公、酒店、文毅、 体

育、医疗、充画、脏游等。

咨询． 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技术顾问咨询。 项目策

划咨询、项目可行性研究、前期经济分析、前期拿地方案

配合、成本预控、超高超眼分析、新技术研发相应用

( PC 、 BIM、钢结何 ）、标准编制、第三万审核、抗震

审批、重新改建等

翻口的团队

我们拥高一支以先进建筑空间E念、以及建筑工程专业

技术所撑起的匠心团队。

300名员工（ 95%是专业技术人员、行业专家17人 ）

13J名工团币（ IE高旺国币15人、高级工国币35人）

40名也十师（国家级注册设计师20人、园林景3见专业

iQi十师20人）

翻口的资质

重庆市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c H。NGQI NG ARCHITECTURAL 
CQAEDI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c。. ， LTD

翻口的作晶足迹

司法人代表、院长二－雷亚东。 我们的规划及t主计作昂已经遍布重庆、 四川｜、贵州、

E高级工程师3 中国共产 云南、 广西、海南、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山西、安

党党员 。 重庆市渝北区

20 1 0.20 1 3.2016届政协委

员， 2010.2013.2016年度渝

北区优秀政协委员， 2012年度渝

北囚支协两I店主践活动妇茸个人。

珑旧的愿最一一成为一家影响中国建筑空问的创新型

部仰I柏

翻fl院理念一→随奇而为，匠心运筹

作为一家立志“影响中国建筑空间”的设计院，成立

二十余年来，重庆市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始终将

“）｜｜页势而为，匠心运筹”这→里念最大限度的融入到每一

个作昂中。

）｜顷势 ， J I阳也势 ，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推崇“天人合

一”，即居住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我们不断探索

着建筑体和地形的共生关系， JII页坡起伏， JII页势转折，因地

制直。 J II页势，还应JI顶时势，中国不断提速的城市化进程E

在给建筑空间带来深远的影响，居住空间、商业空间，公

共空间等都在追求合乎时宣却又独树一帜的美感和功能

性，面对这种吓断演进的需求，我们的脚步也不曾停歇。

与此同时，我们始终怀抱“工匠精神”这一撑起中国

建筑行业脊梁的晶质，在设计上，在项目建造上，在±程

筐理上3 我刊］

筹帷幅。

翻口的发展历程

才993年 重庆市建筑工程设卅完成立；

2003年改制为重庆市建筑工程设训踊n良重任公司3

2009-2011年 ~卖三年获詹妇在奖金奖

2012年 作晶“中渝·番奈公馆”获第九届中国人居

舆范建部贼。设计竞赛综合大奖，

重庆市梁平县红旗中学声见划建筑出十获“第九届中国

人居舆范规划设计竞赛最｛茧贱。设计金奖”

2015-2016年 重庆市建筑工程设计院高限责但旦

被渝北区工商局评为“诚信民营~”，

2017年 作品“女蜗荼镇”被住建部评为全国第二批

斗在E小镇，

入选重庆市脱帽贼阳险金服务类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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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企业改革与行业动态l

韩正：构建抖学便捷高效的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新华丰封重门6月5日电 6月3日至4日 3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福建调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优化营商环境等±作。 韩E前往厦｜‘丁市行政服务中心，了

解阳光政务平台建设， n听取厦门市构建“多规合一”体

系、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情况汇报；到太宙飞

机工程有限公司，实地察看飞机维修车间，询问企业生产

经营、市场前景、营商环境等情况，了解厦门打造全

球重要“一站式”航空维修主草也成果，到福建自

贸t由主区厦门片区，考察东渡港区，了解福

建自贸t鹉金区建设进展。 4日下午，韩E在

厦门主持召开工F量主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座谈会，。斤取有关部门和音臼士试奇地

区情况日辰，研究音南下→介段重告工作。

韩正表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是描韭政府＆R青E转变、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

内容。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酣艳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

对工F氢主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对一

切不符合新发展血念、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不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筒里方式都要坚决改变，要以

圄 2川每／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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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和群众感受为日筐，构建苦斗学、倒圭、高湘江程

建设顶目审？即障氧量体系。

韩E强调，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过点，要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环节相突出问题，加

快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要突出“四个统一”，

就是要统一审批j耐呈，对工程建设I员自审批全过程和各类

审批事Imi韭行全面改革；统→言息如居平台，从横向

和纵向全面实现信患系统亘联E遇；统一审批体

系，通过“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 “一

个系统”实施统一筐里、 “一个窗口”提供

综合服务、 “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

“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行，统一监管方

式，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

新机制。

韩正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服从改革大

局，形成支持改革、配合改革、推进改革的合力。 iitJ奇

地区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

责任，推动重点改革任务罕日取得突破。 要上下联动、共

同努力，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程等工作，确保如期完

成工程建设I页目审批制度改革目标任务。

新华社北京5月才8日电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开展±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北京市、天津

市、 上海市、重庆市、沈阳市、大连市、南京市、

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贵阳

市、渭南市、延安市和浙江省开展试帘。

《通知》要求，要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丸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放筐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

求，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

改革。 2018年，试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框架和管理系统，审批时间压j成一半以上。

2019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工程建设顶目审批制度改

革 3 上半年将审批时间压减至120个工作曰 。

2020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工丰盟主设I页目审ftt和

筒里体系。 《通知》明确了以下主要改革内容。

统一审批流程。 t安照工程建设程序将工程建设

I页目审；阳市呈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相关审批事I页

归入相应阶段。 每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

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类

型、投资类别、规模大小等，实施分类筐理。

精简审批环节。一是“；威”，取消不合法、不

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顶和前置条件 。 二是

“放’＼扩大下放或委托下级机关审批的事项范

围。 三是 γ ，合并管理内容相近的审批事I页，

推行联合勘验、联合测绘、联合审图、联合验收

等。 四是“转”，转变营理方式，推行告知承诺

制。 五是“i用＂ ＇完善相应制度设计，让审批时序

亘D四夺合工作实际。

完善审批体系。一是以“一张蓝图”为基础，

统筹协调各部门提出项目建设条件。 二是以“一个

系统”实施统一管理，所有审批都在工程建设顶目

审批管理信息系统上实施。 三是以“一个窗口”提

供综合服务和管理。 四是用“一张表单”整合申报

材料，完成多I员审批。 五是以“一套机制”规范审

ftti运fi-。

强化监督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筐，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构建联合惩戒机

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

务，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

《通知》强调，试点地区要成立领导小组，完

善工作机制，编制实施方案，确定量化目标，确保

试4罢工作高j有值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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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企业改革与行业动态l

〈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的通知 〉 解读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试，奇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 住房城

乡建设酬调发言人刷出行了政策解读。

－、《i酷的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和简政放

权、放雷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有关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清理废除姑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

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 实施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政策。 李克强总理指出，营商环境就是竞争

力，就是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要由“抓项目”

转向 ＂l.师不境” ， 把“放筐服”改革向主从二剧也盐。

近年来，各有关方面深入推进“放营服”改革，在方

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高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加快

转变政府职自E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也要

看到，当前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孚续多、办事难、耗时长等

问题仍比较突出。 今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住房城

乡建设部牵头负责提升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排名专项行动，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3月5日，李克强总i里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再

压；成一半”的要求。 韩E副总理多次昕取汇报，并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会罔高关方面

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顶目审批制度改革。 一是认真梳理审批

流程和环节，根据初步调查摸底，由于多年来各种法律、

法声见和规定交叉重量等原因，不用地区、不同工程在审批

事I员、耗时等方面差异较大，有的地区对审批事I页、流

程、时间、依据等底数尚不清楚。 二是聚焦企业和群众反

映突出的办事难、 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深挖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中的交叉重复、方式不当、分散管理等

“堵点”和“痛点’3 ’查找审批时效低下的症结。 三是信

经国内外经验，总结奋关地方推进“多规合一”、优化再

造审；比j荒丰呈， “最多跑一；欠

办P’、 “不见面审批”等做法，优化和完善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各项陪施。 四是坚持重点地区先行，指导

督促北京、 上海（两城市为世界f良行i平价营商环境的样本

城市）出台优化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排名专项行动方案。 五

是推动改革试点，协商确定在北京市、天津市、 上海市、

重庆市、沈阳市、大连市、南京市、厦门市、武汉市、广

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贵阳市、渭南市、延安市和浙江

省开展试点荆院提出了改勤9工作目桥旺务要求。

二、政勤9主要目标是什么

改革的主要目标是， 20才8年试点地区建成工丰盟主设顶

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

201 9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上半

年将审批时间压减至120个工作日， 2020年基本建成全国

统→四量却项目朝阳筒里体系。

三、 政副司主到m丰田笛售商1IJj瞠

《通知》主要明确了三方面改革任务f［腊施

（一）统一审批i加呈。 一是按照工程建设程序将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潮呈划分为项目立顶用地册。许可、 工程建

设许可、施工许可、峻工验收四个阶段，相关审批事项归

入相应阶段。 二是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分类管理， 根据工

丰盟主设项目类型、 投资类别、规模大小等，分类细化审批

;m,f呈3 确定审批阶段和审批事I页。 三是推行并联审批，每

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

批、限时办结。

（ 二）精简审批环节。 采取“；咸、放、并、 转、 调”

等信施，实现±程建设项目审批能减则j咸、 能放则放、 能

并则并、能转则转、能调则i用 。 一是勺成”，取消不合

法、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项和前置条件。 比如，取消

施工合同备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等事顶。 二是

“放3’ ，饺照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则，扩大下放或委

托下级机关审批的事项范围，并确保下级机关接得住、筐

得好。 三是“并” ， 由同一部门实施的筐理内容相近或者

属于罔一办理阶段的多个审批事I页，应整合为一个审批事

I页。 推行联合勘验、联合测绘、联合审圄、联合验收等。

如1寄：肖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圄

设计艾件审查，相关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 。 四是

飞专”，审批机关能够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解决的事

顶，转变为政府内部协作事项。 推行告知承诺制，由政府

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I页清单及具体要求，申请人

搜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 审；比部门直；妾｛乍出审j比决定并

监督申i青人切实履行承i若。 五是气周

设计， 让审批时序更加符合工作实际。 如将供水、供电

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假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发后办

理等。

（三 ） 完善审批体系。 完善审批体系是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主要包捂“五个一”，即“一张蓝

图、一个系统、一个窗口、一张表单、一套机制” 。 一是

‘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以“多规合一”的“一张蓝

图”为基础，统筹协调各部门提出项目建设条件。 二是

‘一个系统”实施统一管理，整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所高审批都在一个系统

上实施。 通过工程建设顶目审批管理系统，加强对地方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三是“一个窗

口”提供综合服务，建立前台受理、后台审核机制，实现

一个窗口对外服务和筒里。 四是」张表单”整合申报材

料，每一个审批阶段用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表单、一

套申请材料完成多顶审批。 五是 “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

行，建立健全配套制度，明确部门职责、 工作声财呈和协调

督查机制等， 石JI到呆审Ht各阶段、各环节无缝衔接。

四、 改革的同时虫则可加强监管

坚持放筐结合、 放筐并重，在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的同时， 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体系。

一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筐，建立透明、规范、高效的协

同监管机制，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3 加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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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力度3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实行告知承诺

制的审批事I页，审批部门要在规走时间内对申请人履行承

诺的情况进行检查， 申请人来履行承诺的3 要撤销行政审

批决定并追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

二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

度，将企业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不履行承诺的不良行为

向社会公开3 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

机制。

三是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务3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实行服务剧精川，明确服务标；借助事潮呈，规范服务收

费。 市政公用单值要严格饺照国家法律；~I见和有关规定办

理业务，公开办理程序，提高工作透明度3 严格执行限时

办结制度。

五、 伯爵蹦乡建i结阪副研融于《酿日》 贾郁军虹｛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罔有关部门指导地方认真抓好

贾t脂实工作。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切实担负起工

程建设顶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责

任，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 试点地区要成立

以主要负责罔志为组长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研究重大问题3 明晰目标要求，完善工作机

制，层层压实童任。

二是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

相关部门督促、 指导试点地区段照《通知》要求，研究制

定试点实施方案。 加强专题培训｜｜，通过政策解读、经验交

流、实地考察等方式，指导试点地区开展改革工作。 加强

与试点地区的沟通联系，定期了解试点地区改革进展情

况， 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及时总结试点

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指导全国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三是开展考核评价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相关

部门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考核评价机制，重点

考核评价试点地区全；而呈、全覆盖实施改革情况，考核评

价试点地区统一审批j市呈、 精简审批环节、 完善审批体系

等情况。 试点地区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有关部门改革±作的

琶查力度，跟踪督窒改革任务落实情况。（住房城乡建设

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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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章通过对原有i%：村盖到圣的反思3 正视

现育设计中的本质问题，从对新i到村翻到9

探索中思考关联式出十、算j去设i怕9可研主与

局愤性3 并七＊相应实E组由于论证。 同时，在前

述lig径的且也」二，进一步探讨当前探索的主要

方向 大堂也即干入设计的可能性和应用场

景，以及人工智能在设计中的具体应

用理i侨日实践方法。

人工智能设计，从研究到实践！

’ 1 对原有设附玄幽恨恩 义的建筑或建筑设计己经无法满足当 见的陆侧入流冗长混乱，或者医院不

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 代世界多变而复杂的需求。 然而，现 罔空间使用效率的高低不均。 虽然设

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同尺度上关于物 实中绝大多数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 计的本意倾向于追求更高效、重舒

质空间的设计。 近几十年来，随着物 建筑设计部仍｜日按照传统的设计方式 适，但差强人意的物质结果导致了使

质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多变，新唯物主 平日途径在展开。 用体验的失望、资源分配的失衡， 七）

义哲学思想获得了重广泛的认罔，那 传统的i%：十途径基于建筑学中有 及设计“衍了’［坷的丧失。

种基于物质空间和美学的i主计得到越 着悠久历史的“功能与形式”二分慨 如果反思原奋设计途径并且承

来越多的质疑·设计是否只关子物质 念［2］ ，在优先定佳功能或形式的逻辑 认，设计不仅是关于功能与形式的二

性的空间感知或意识性的美学感受？ 下展开t主计，虽可能顾此失彼，但这 元关系，而是更多地关乎“背景”

事物背后隐藏的系统性逻辐是否也应 种设计方式在节奏较慢的传统社会中 （「nilieu) (4］，相对宾进行的结构架

该是设计的范畴？不少建筑师和设计 直接有效，然而，面对工业革命以后 设、系统设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形

公司已经在积极探讨这些关于学科本 的世界，却逐渐暴露了真难以满足多 式表达 甚至表达也不再是端对端

质甚至学科未来的反思，比如库晗斯 元变化的环境与需求的问题。 城市或 难以适应变化的“硬码”（ hard-

最近在墨尔本的演讲中所提到的－ 建筑只奇在吻质化结果完成后，才能 coding ） 一－那么，传统的设计方

“我们的当代世界非常复杂，仅仅一 检验真能效，如果设计出现较大缺 式、设计途径、设计土里都不再能满

个建筑公司已经不足以生产足够的智 陷，几乎没育有效的补救措施。因 足这些需求。 原有学科体系中没高可

慧去理解和应对不罔的条件、来知的 此，使用者往往得忍受设计失误带来 以将社会行为系统、环境性能、多变

情况以及复杂的文脉”［1］ 。 他认为狭 的各种负面后果，比如机场设计中常 需求等在罔一语境中进行多重逻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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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作用的范式，然而，这种多重逻辑 不罔的视角和途径探讨设计的新可 即通过二维图形拂接起的三维几何体

的相E作用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在 能。 然而，在这些探索里，显然已出 的控制，来达到对平面图形变化的协

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运转中3 在建筑 现了分歧·一派希望通过新的技术手 同控制， 2006年至2007年的二维化

师思考问题的大脑里……学科真正缺 段重好I也控制形式结果，以完成传统 关联几何｛本的发展期（ AD3 、 AD4)'

少的，是将这些逻辑和中日亘作用梳 建筑学意义上的“设计”，另一派则 即通过控制建筑二维平面的关联几何

理、分析、拆解、重构……的设计途 希望通过新技术，恃别是采用计算机 体来生成统一逻辑下的不罔三维形式

径军由交术手段。 尼格尔泰勒（ Nigel 语言探索t主计背后应回应的逻辐及冥

Taylo「）营预见， “所有这些变化都 克左形式。

暗示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将发生变 荷兰贝尔拉格建筑学院（ The 

化，如果规划师试图规划和控制复 Ber切ge Ins他船 in Rotterdam ）曾

杂且充满活力的城市系统，这看起 展开研究的关联式设计课题更倾向于

来需要特别严谨的【科学’分析方 第二种：采用可量化的参数系统来控

法” 。 ［5] 制不可量化的参数变化，通过基于关

’ 2 对新i量而宣佳能睐素 联性几何体的关联式模型的建立，来

事实上3 建筑界也一直在进行各 ；茵述走义各个逻辑体之间的关系，并

种尝t式F口探讨’从盖里事务F斤袤达的 在芭们牛目：E制约的E动↑办罔关系之上

“前计算机开5态”至U参数化设计、关 架构i笠计对象。 ［6］该E开究i粟题由皮

联式设计（ associative-desig「1 ’简 恃．楚默（ Pete「 ·T旧mme「） I数搜

称＂AD＂，也称

算j去设计和“多智体系统”，都在以 关联几何体探索期（ AD1 、 AD2),

1.关联设i十五： 水的自治，
基地价值图 （何宛余）

2.关联设计五． 水的自治，
设计成果顶视渲染国（何宛余）

结果，并将此惊中差异性应用到城市区

域尺度上， 2008年至2010年的成熟

期 （ AD5、 AD6 ），即在原有基础上

引进墓地价值系统，使关联几何体不

再受控子可以感性调节的参数，而是

与基地某权重需求在逻辑上协罔关

联，让设计在某种程度上重客观，同

时关联几何体也演进到三1胡须（国

1 图6 ） 。 值得一握的是， AD 1

AD5系列采用的技术手段并非

“G「asshoppe「”，而是工业界的

“TopSo lid”，并结合“Rhino

Monkey Saipt”来实现最终效果。

、，

3.关联设计五， 水的自治，
设计成果鸟瞰渲染国（何宛余）

4.关联设计六建筑的多态及冥强化网络，
基地价值国（杨小获、 Janki Shah) 

5.关联设计六·建筑的多态及冥强化网络，
设计成果顶视渲染图（杨小获、 Janki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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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高王若经历了最后的成熟 .... 3 部部他倒摆踹 数价值正是作为设计基础的地块约束

期，并从中发现了进一步探索的可 在2011年末的深圳湾尘态F斗技城 参数， '8{f］暗示了地块上可以承载的

能性，更有幸在20 丁 1 年参与了阿 的全球公开竞赛中，笔者试图就自己 人口密度以及建筑密度，并可借此确

里·拉希姆（ Ali Rahim ）教授关于 的思考做一些尝试：对复杂环境的回 定相应需求下建筑空间的位置与体

算j去设计在住宅设计中应用可能的 应必须成为系统的一部分；探索优化 量。 同时，该区域高密度与多功能分

I页目课题［7］，并为某开发商编写了 算j去模型的可能性。 在为期仅三周的 层结合的需求被逻辑系统t主计转化为

一个针对特定开发地块的软件。 该 设计过程中，笔者一方面利用基地周 更具体的建筑空间算法模型． 茵层模

软件的整体逻辑与AD成熟期系列不 边数据对基地价值进行量化分析判 块化的“L”型盒体模块3 创造了真

同的是3 冥并未使用基地参数，而 断，另一方面回应建筑功能需求设计 有指向性的微缩城市格局， i亥层主要

是将关联参数作为输入条件，比如 满足逻辐需求的算法模型。 具体内容 为商业、艾娱相小型产业办公，第二

窑积率、眼高、户型等，并利用多 如下？！ii主。 层主要为中小型产业办公，空｜哥大小

神算法对住宅设计的基本逻辑进行 通过对基地周边的空间功自际口交 可以按需进行二次分隔，创造灵活多

设计和架构。 只需要对一众参数进 通系统数据的收集，特别是对交通站 变的办公空间，第三层适合大中型产

行调节控制，即可在同一基地中生 点及冥距离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得基 业办公3 长度按实际空间需求以模数

成各种不罔的设计方案。 虽然该软 地上交通可这性的热力图表达： 在像 倍数叠加，高层建筑将适于大型产业

件实现了在单一基地中的设计“半 素化分恪的地I尖网格上用从暖色到；令 办公，在I苔楼垂直方向上t主计的通高

自动化 色的变化来表示交通可达性难易远 空间可以提供办公以外的公共空间需

限性．需要针对每块基地迸行复杂 近。 离交通热点越近的地块颜色越 求。 此算法模型将项目的功能需求转

的编程和可视化呈现，这f乃是变相 暖，反之越冷。 综合冥他环境要素后 化为＝维流线与建筑空间，在建筑逻

的端对端设计；罔时，因为所有输 得到的墓地价值图（圄7) ，实际上 辐上形成一个连续而开放的立体都市

入条件都由人为判断和控制 3 难以 是后台的数据集3 反映的是与颜色相 空间（圄8 ） 。 ［8)

对复杂环境做出回应。 对应的每格地I尖的参数价值。 这些参

9.；剁｜｜湾生态F斗投城二标段，建成照片
（ 普集建筑、 I万城建筑、北京中外建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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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0.深圳湾生态F斗技城竞葵阶段，轴侧局部图
（普集建筑、 I元城建筑、北京中外建建筑）

才 1.深圳｜湾生态科技城竞赛阶段，渲染·~瞰圄（杨小获、｛可宛余、陈威廷）

虽然，该I页目的成功在实践中j茧 的协同模型，分别完成四种算法模 设计的探索基本进入瓶颈期，无论是

有完全实现扭转端对端的“硬码” 型，用于应对深圳数十个不罔墓地对 先锋的建筑事务所归于LO台·晗迪德建

( ha「d一coding ）设计模式，但却提

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不罔类型建筑

算法模型的设计和建立，或许可以在

一走程度上实E见

coding) i芷计。 比如在2014年深圳

公务署100个消防站项目中，尝试通

过对四种不罔类型淌防站原型的设

计，以及建立消防站与基地约束关系

阳面

.. • 

7.深圳陌生态f斗技城竞赛阶段，墓地价值国 （杨小获、何宛余 ） 8深圳湾笠态科技城竞赛阶段，渲染顶视固（杨小获、何宛余）

最为关键的步骤是，通过协罔逻 上时，即得到建筑藤型对应不同参数后 建筑形态层次分明，尺度变化多样。 历

剧组地价值与算法模型结合走睬，开3 "iiW窒”出的结果，比如在基地三维空 时五年，该项目于2016年建成，成为

成空间形态础知才告栗。 利用关联式设 闽中饺照热力图湖爱关系对应生翩内空 小库剧变的创始团队在城市尺度上对算

计的逻辑，在基地价值与算j去模型之间 间疏密逻辑（国11 ，固12 ） 。 按此逻 法设阳军辑的第一次完整实践（圄9,

建立起关联性，当算法模型被应用 $iji%；十出的整个园区对环境回应j青晰， 圄10 ） 。

(apply ）到基地价值的参数体系网恪 既整体绣一，内吉陷建筑又相对独立，

这四种消防站类型的需求（图13 ） 。 筑师事务所（ Zaha Hadid 

只需要通过大数据就可获得每块基地 A「chitects ），或是学院肢的尼尔·

的墓地价值图以及对应的消防站类 里奇（阳I Lee酌）树黠剧了需要睦

型3 而不再需要对每块基地进行单独

分析、对每个消防站进行分别设计。

在某种意义上，这实现了另一种半自

动的“半软码”（ sem i -sof卜

coding ）设计。 然而，至此，对算法

细玉新用可采费暗吉折点，制f｝一方面

希望寻找更为自动，甚至更为智能的

飞烦马” i9:i忖卸歪，另一方面希望i克十

能更为全回也回应复到斗葫。

12.深圳工务暑消防站项目，主革j去模型与效果圄（杨小获、何宛余、陈威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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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数属部刊饲制主

通过以上实践，可以认为对复杂

环境的回应方式己建立了一条较为清

晰的路径·通过大数据和基地价值数

据集完善对项目基地及周边复杂环境

系统的建立。 E联网之后的移动E联

网时代为大数据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

可能。借由GPS、手丰几信令、移动支

付等获取的数据能够精；但也反映城市

中人的行为路径、模式、变化和规

律， 同时，由E联网企业产生的城市

地图、房地产信患、商业价值等数据

能更为详尽地描绘城市的复杂“背

景”系统。 通过对各种大数据的收

集、整理、分析和标注，可以建立更

加客观、科学的价值地图，进而用｛乍

判断设计的直接、客观的依据。 比

如，小库科技（以下简称“小库”）

在20才6年万科车公庙项目中尝试应用

人流数据判断商业综合体开口佳置

（图14 ） 。

’ 5 人工智言自翻:ixi:怕锢憔索
对大数据的处理和应用真实高多

种途径，除了前述的建立价值地图，

作为设计的客观输入条件外，实际上

也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将数据转化为

算法模型。 前述研究为研究人工智能

的应用提供了思路，即建立两套不罔

的模型系统，一套为生成设计的第去

模型，另一套为限定模型生成的约束

参数或判断系统。 这是目前笔者通过

小库丰斗技正在进行的核心研究人工

智能面主筑设i十专员或的应用。

入工智能（ art而cial i ntell1gen白，

简称＂Al”）在现今多是指在机器学

习（ machine lea 「ning ，简称

“ ML”）基础上的机器视觉、自然

语言处理，甚至多种Al技术组合成的

复合型Al技术，比如无人驾驶技术

等。机器学习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积

累，近年出现的重大突破主要在于深

度学习神经网络的成功应用。 比如对

梵高《星夜》的研究（国才6) [9］ ： 从

不同尺度的颗粒度上去分析、标注冥

绘画特性，包ti5笔触、颜色、构圄

等，并将这些特性通过卷积神经网络

(CNN ）卷积成多雪申经网络［10],

l新技术推广应用《 l

建立起具有“星夜”风格的算法模

型，如罔前述深圳湾生态科技城项目

中的算法模型。同时1 当给定对象也

在同样的维度和尺度上被拆解成同等

颗粒度时，对象侧的模型也被建立起

来，如同前述深圳湾生态科技城I员目

中的墓地价值图。 当两者融合应用

时，将产生以给定对象为基础的“星

夜”风格模型生成的新形态结果（圄

17) 。 作为建筑领域的人工智自E探路

者，小库也运用了类似的一些技术手

段（圈18 ） 。

＇；~ι士；” 捐 :I 
才3万科车公庙项目，大数据在实际眉目中的价值判断应用 （杨小获）

进而，如果期望i£i;十参与宏大而

完整的“背景”系统机制，对新设计

途径的探索也必须扩大顶目尺度，从

建筑、城市街区尺度扩大到整个城市

规划的尺度。 然而3 从城市胁。诞生

到今日 3 虽然城市蓝图逐年重新，但

固化的规划结构已难以适应社会日益

复杂多变的新常态。 现今丑才控制性规

划、详细规划的局部调整已经因城市

和市场需求变得日益频繁，但不同地

块［旬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机制并未建

立。 对窑积率等参数的控制仍是基于

被道路网格划分的单－i也I夫，对跨地

块容丰只率的i周适都还属于特殊案例。

但在“背景”中1 这些参数都是流动

可调节的，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

求，但凡参数有变动，整个系统都会

随之适应和调整。 这种类智体的机制

或许可以通过城市尺度上的大数据应

用以及建立大型规划算法模型来实

现。此动态的城市规划“背景”系统

可以被看作是对某一系列动态系统的

“进程化”表运，将是从宏观设计角

度来探寻新设i村主径的一种尝试。 但

这种尝试如果要转为实践，最E妾的

途径是以全新的城市为基础，从城市

建立之初便开始建立该系统。 目前

“ Alphabet”与“ Side walk 

Labs”在多伦多滨水城区（ To「onto

Water F「0时）的探索方向即是一种

础斤区建立“背景”系细细圣。 ［9]

小周斗技在201 7年与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城市贼U设计

研究院在雄安新区的探索合作，以及

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震中

与都市实践、未来建筑实验室对南头

亩城域中村的实验中，分别尝试在新

区与城市旧区建立起可以让设计参与

的“背景”，即一个能够获取数据、

分析数据、可视化呈现数据，将设计

模拟仿真介入、判断评估设计结果，

并且最终反馈到设计施行的多智体系

统（图才5 ） 。 在此“全知”的城市级

系统中，单纯运用参数化或算法设计

是无法达成对全局的探知、反馈与设

计的，只能借助大数据，甚至超越目

前建筑界探索边界的技术手段，才能

实现增剧民苍剧“背景’1 设计系统。

筒，艺术风格神经网络算法
（ 小库手斗技、未来建筑实验室）

才6.艺术冈』街串经网络算法
( LA Gatys 、 AS Ecke「、 M Bethge) ?\, 

才 7.1J、库的制只神经网络 （ LA Gatys 、 AS Eck，町、 M Bethge) 

小库的Al大脑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思考如何生成设计的

“大脑”，即通过大量数据对抗训练

所得到的模型输出可能的优质方案，

另一部分是思考评估价值的“大

脑”，即结合墓地条件与周边环境，

在不同维度对生成方案进行评估并进

行加权，确定最终选择。 在设计“大

脑”侧高三种不同的用于生成建筑布

局方案的神经网络，分别是·基础设

计逻辐的快速生成网络“通天I苔”

，。”配t ……… ……· an副归M

,lmul皿e ;::. J • -rep<”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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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4.多维度城市亘动平台，概念国解（杨小在）

(Babel ）， 即基于建筑设计逻辅的

神经网络；专家型训练网络“帕愕

农” ( Pa「the「）On ），即通过CNN学

习百万级成熟设计方案生成的含有更

多卷积核数相相应神经元的神经网

络，自我提升型网络“斗鲁场”

( Colosseum ），即在“。因夺农”基

础上通过对抗生成网络（ GANs ）生

成更多方案中目E比较博弈、对抗生成

方案结果的神经网络。 在评估“大

脑”侧，价值判断网络计算结果与蒙

恃卡j各模KL结果自日权平均。 蒙特卡；各

树搜索（ Monte Ca 「 lo T「ee

S臼「ch，简称“MCTS”） [ 11］通过

四个步骤不断地重复搜索·选择，扩

展，模拟相反向传播。 小库设走了在

一个合理的时间停止搜索模拟（理论

上时间越充福结果越佳），以搜索途

经次数最多的10个冲经网络节点作为

最佳方案返回为10个方案结果（圄

19，圄20 ） 。

2川每／第三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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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库人工笛声巴金计反馈结果 （小南非吏） 才 9.小库人工智能生成结果盲测 （红蓝小库人工智能i9i十，与
黑白人类i9i十布局比较，没萄显著差异）（小南非主）

虽然在训练专家型的“帕持农” learning，简称咱L”） [13］训练评 4跑到司样适用。 除L义上巴径产品伯切、

时使用了大量成熟方案作为训练用的 f击“大脑” 。 带有用户居性的小库 库人工智盲股计系拗卡，建虫草瓦pJ知

数据，但因为成熟方案并不代表最佳 Al在某种权重下将表现出类似于人类 识图i割急剧、库下一步探到古重点

方案，事实上也没有最完美的设计， 思考的模式，甚至带高对某种“风 6.2 无监督学习： 探索和验证人

所以训练出来的神经网络并不是绝对 格”的偏好。 在将来，为定制培育个 类主日i只

1旦旦的3 而是相对成妻捕句。 CNN可以 人专属的Al助手将成为可能。 目前业界常用的机器学习多是基

很好地表达一个特征和'8罔围恃征的 .... 6 人工智能应用的展望 于监督学习的结果，而“AlphaGo

关系3 而这是建筑设计在整体性方面 6.1 建筑Al “类知识圄谱”建 Zero”最新的探索表明［16］，无监督

所需要考虑的。 通过采用不罔条件型 立： 改强日识传承的方式 学习高可能成为更高效的方法，即给

CNN训练出来的模型3 再接着让真参 知识图谱是对学科知识进行系统 予机器最基础的规则，让冥在策略网

与集成学习“「eassemb l ing”和 性的梳理，并通过文本和图像的学习 络（ Policy Ne1'No『"ks ）算法中不断对

、agging”的后期处理，可以更好 来对本体以及包与真他事物之间的相 抗生成更优质结果，循环往上生长。

地评估生成的方案。 在小库内测版期 E关系进行描述，是对客观世界的知 这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领域可能意

｜宵的方裂主果优吕率是70%左右。 i只映射（ mapping w O 「 Id 昧着，如果给予机器最基本的城市规

随后，相对成熟模型之间利用 knowledge ），官可L对茵述不罔层次 划j去则或建筑设计规则，多个不同的

GANs[12］在“斗兽场”网络训练生 和颗粒度的抽象概念。［14] 以往是 网络模型就能按照“自我理解”不断

成模型3 冥产生的结果在高维空间叠 通过E联网技术建立知识国谱，未来 生成新的设计方案，并不断相§PK出

加，找出重合部分最优解反对。 通过 将高可能通过深度学习建立不罔领域 “最优解” ，而这个“最优解”或许

训练模型的不断细化，并加强不同权 的“类知识圄谱” 。 这或许将改变人 会超脱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判断，甚至

重的针对性，可以将生成和评估两个 类知识的传承方式，比如有二三十年 真E优于人类之前的认知。 然而，此

模型切分成粒度低一级的模型。 通过 以上的看×光片经验的胸外科医生可 种技术手段在城市郁辈陆朋或中的应用

城市数据的积累相对抗生成3 经过 以一眼看出胸肿的问题，但是年轻的 要加才国蝴贝｜脏行栅野田由取，但城

5个月的训练，小库公测版的方案结 医生和偏远地区接触不到太多病例的 市相草陆见则出版旅顺喔杂，规则吴

果优吕率提高到80%左右。 医生并没高这个能力，一直以来只能 差很难用后男朋司节消费，在此医药也立生

在训练价值判断的神经网络侧，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积累成为拥有几十 成的Al模型将可能携带难以修正的错

数据和参数决定了小库评估“大脑’1 年经验的老医生，但同时这也意昧着 误，因此，则可简化出一套萄出军车司等

如何进行“决策 执业时间所剩无几，而年轻医生仍旧 是去才Itt阳变成功应周军夺之一。

进一步决定冥“思考”过程，评估 需要从头学起。 然而，现今利用人士 6.3 未来伦理： 角色问题

“大脑”也就有了自己的“喜好” 。 智能技术，能够让机器学习海莹的被 建筑学E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小库为用户提供的建立个人持有属性 标注i立的胸片，从而形成一套类似于 一方面，时代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正在

的Al ，就是基于用户对方案的选择数 “类知识图谱”的Al系统，年轻医生 激烈地改变建筑学需要面对的外部物

据， 在另一维度上为评估“大脑”提 可以借助芭判断病例，而不需要个人 质世界；另一方面，传统的作业方式

供了判断函数，用户的选择习惯数据 积累几十年的经验［15］ 。 这一方式在 平口手段因古老而面｜｜备诸多内部问题．

将被用于强化学习（「einfo「cement 城市和建筑设计这样需要大量经验的 获取相关信息高限，思想表达耗时，

回 2川每／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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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反馈路径过长，决策判断缺乏理 取、思想直译、高效反馈、科学决 为了弥补自身劣势而创造的，应该积

性依据，试错成本高，整体效率低， 策、仿真判断、提高效率等问题，从 极在不罔行业加以利用，辅助人类社

设计价值难以体现，设计知本无法积 思考方式的角度看， Al可以让建筑师 会发展，而人类的综合分析、宏观决

累传承，个体知识经验代差明显… 从｛阳市重复的枯燥作业中解脱进而钻 策、价值判断和创新创造能力却是

建筑学在内外交战下制橱前行。 如果 研更奇创造力的设计，可以和建筑师 Al难以企及的，也应该在Al的协助下

；巴Al不仅视为一种技术手段，而看作 一起共罔“思考”和 专洼局军司尤势，倔韭自身进化。 人工智

一种思考方式，或许如赫尔曼·赫兹 各种项目，积累“类知识圄谱”，为 青8萄切相句出现是为了重致于I四翻h建筑

伯格（ Herman Herzbe用er ）所言， 不同世代个体提供“集体智库”豆 师，出：Qi刊~N:3!理考，进耐信苏字写斗革

“建筑是关于思考”，那么，建筑学 持，甚至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和学习皮 新。 正如库晗斯所言， “未来建筑最

是否能够通过Al更好地思考？从技术 f贵..… · Al擅长的信息收集、极速运 重要的创直可能不在有萄伊拉身

手段的角度看， Al可以解决数据获 算、记忆储存和学习迸化能力是人类 （潮｜趴事斗按胃1胎司伺罗除中加J吸）

幽幽》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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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技术推广应用l

随BIM而至的CIM是什么？
中日两国解读竟完全不同

近几茸，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咱们formation Modeling, 

BIM）十分火爆。 BIM原本产生于建筑领域，最初是为i金计

和施工期间建筑算量和解决施工中的设计冲突而出现的。

施工完成之后， BIM似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不免有点

浪费。

好面却才GIS上场了。 GIS在完成二三t佳一体化2妇皇之

后，又吸收了倾斜摄影、场数据和点云等多j原三维数据3

三维GIS能力已是今非昔比，打破了罕期三维GIS “中看不

中用”的魔咒，在多个领琐事U深度应用。

BIM和GIS的结合是双赢。 由才接了BIM之后， GIS实

现了从室外起韭室内，从宏观走进棚见， 轩－代三维GIS技

术体系日渐成熟。

mpl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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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BIM 面吉合了GIS之后3 重窑易涵盖建筑

的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既可以用于规划审批，用于建设期

监霄，更可以用于建成后的建筑运维管理。 BIM在建设期

间只能用几芹，结合了GIS之后1 则可L沼旦到吏用几十年，

大大延长J"BIM的生命周期。

IT的发展很快，当大家还在奋力消化BIM的概念，探

索花样百出的应用形态时，一个相关的新概念又冒出来，

这京龙是CIMI

大家可能知道， CIM是计算机集成制造（Compute「

lnteg旧ted Manufacturing）的缩写，不i立那里40多年前提

出的慨念，不是今天讨论的主题。 那么，与BIM相关领域

的CIM是什么呢？

申匮对CIM院理解

在中国，近几茸提出的CIM娼的是城市信息模型（City

lnfmnation M创eli咱） 。 201 5年，在上海数慧举，加甘规划

实务论坛上，同济大学吴志强院士又提出城市智慧、模型

(CiνIntelligent M创el), i仕步拔高对CIM的定义。 吴院

士指出， BIM是单休， CIM是群体， BIM是CIM的细胞。

要解决智慧城市的问题，仅靠单个细胞的BIM还不够，需

要大量回胞再加上各种国妾网络呵成的CIM才可以。

无论冥中的字母｜指信息辽王智慧， CIM这个慨含剧提

出， f巴丰胆予从单｛本建筑投高到建筑群和城市一级，给予智

慧城市更加有力的支撑。

当然，要拉高到这个层面，仅仅高BIMi9:i:十软件是不

够的，汪喜喜要GIS的参与。

在CIM中， GIS要提供四个方面的能力

提供二维和三维一体化的基础底图和统一坐标系t舶9

能力，

提供各个BIM单体之间连接网络管理能力，比如道

路、地下雷廊与管龙等；

f国共筐I野日空间分析能力，

大规模建f颁精细IM翻居筐理能力。

前三个都是GIS比较擅长和成熟的能力，第四个是

GIS在CIM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设计软件只需要加载单体

建筑主尤可以工作，但在CIM层面，筐里对象是一个区域甚

至一个城市的BIM翻居。

日本对CIM的不同理解

但在日本，却高着完全不同的CIM慨念。

5月25日，在日本CIM解决方案研究会和日本超圄主

舶句“GIS深度应用论坛”上，宫城大学拥曼薛亩耕司在报

告中提到，在日本ClMt旨的是Co「1struction Info「mation

M创eli即川anag凹,ent。

这是2016年修正之后的概念， 2012年，日本国士交通

省最初推出的是Constrution lnforma臼on Modeling 。

日本旱期定义的CIM ，虽然翻译成中文也是建筑信息

模型， 但在英文中Building和Construction还是奇差别，所

以在日本. BIM对应楼宇之类的建筑，而CIM对回酷宇类

土木工程。

按照这个逻辑， 日本的CIM与BIM是平行并列关系，

二者合起来构成了国内的BIM；而国内的BIM则是CIM中的

单体或者细包。

例如，水电工程和桥梁隧道对应的三维信息模型在日

本属于CIM，在国内则属于BIM 。

CIM舰念出现时间不长，还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尽

宫中日两国对国里解差别较大，但高一点是共罔的， BIM相

BIM的数据量本来就非常大，比如中国第一高楼上海 占1

中，t-fl~BIM甜居就这250GB ，由315万个王佳音回唱且成。

这还只是一千建筑，可L双E象，城市级的数据墨加起

来是什么概念咀凶主几茸的发展， GIS软件不仅实现了接

入BIM设计软件的数据格式，而且实现了大规模楼群的

BIM甜居筒里。

在中国， BIM + GIS的应用己在多个行业广izt自气

CIM + GIS 的应用也正在开展。 （摘自：中国BIM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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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在5月份就发生了市中心某地 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前者 标中挤满一屋子人的景象了1

块来f安装配式建筑要求建造的事件。 可以大而全3 后者小而精即可，前者 翻出建筑－点思考

尽管最后被地方协会予以反馈，事件 整合产业链，后者在某一个专业做到 业内很多权威人士都有一个共

才得以停息，但是，这样的文件执行 专且精，能够满足产业链上的某一个 识，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追

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再发多 需求就可以了。 这个行业足够大，不 求质量，而不仅仅关注价格的阶段，

少艾件都很难消除的。 当然，每一个 需要所有企业做到什么都会，但什么 提供吕质高、质量好、经久耐用的产

艾件几乎都提到．政府引导、市场主 者阴＝会，必需柿皮市场；每忱。 昂，更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相反，

导、多万主体参与，这个很好，但也、 制乍（§:F替代，竞争但和才主，这 即使价格再低，但是质量不好，最终

须切实做到，于L=rL实实执行到位。 就 是需要我ff蓝眼期如题。 还是要被淘汰。 装配式建筑就是这样正确认知装配式建筑
像上海一样，说一不二，不打折扣， ＝、是成本收益比到底“能不 的产昂，从技术体系、工艺标准、安

才有E真正取得实效。 能”引起蜂拥而至 全性能、质量稳定性等方面，都比现

发展装配式建筑已经不是一个搞 并且主会延伸出更多、重大的价值。 吊、现场j尧筑、脚手架等才能完成。 二、是发展思路到底“能不能” 做工程的都知道，现在的工程利 j尧建筑具有很多优势，对于像

与不搞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搞好的 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房屋的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的施工并不能 切合实际 润率实在是太低了，甚至有人直言： 木”一样的不稳定性的认识，这是一

问题。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建造方 稳定性和连接点的方式，也决定了生 单一、统一的一概而论，需因地制直 我们看到，现在发展装配式建筑 手1丑闻部低到尘埃里去了。 但是，这种 种宣传上的误导。 实际上，装配式

式的变革，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进 产中的板材模型，如果设定标准板3 丰白居不罔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大型央企、实力很强的民 趋低的态势至今仍然主有得至晦E解。 建筑抗震性、 PC安全性、防j参j盾、

步，更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演进。 全面 则异性极可以根据房屋设计需要进行 针对那些质疑装配式建筑稳定性 企，甚至不是建筑企业的一些大型平 举个很触目惊心的例子。 最近， 外墙保；Jlli等，都已经达到了行业前

发展装配式建筑，是我国建筑业的重 ；并合生产，现场切分1 这样便可避免 的人来说，引用华南理工大学的→立 台公司也开始进入装配式建筑，但根 在某县一次道路改造±程竞标中，竟 j吕水平。

大战略抉择。 我们要在意识形态上高 运输过程中的碰撞耗损。 教授的话来说： “来来从事士木的工 本没冥他中小民营建筑企业什么事。 然有1000多家企业参与，而吁的只有 同时，还有很多对于超高层建筑

度重视，针对之前刷屏朋友圈的《让 同时可以依托设计筐1里对预制相 程师，一定要苟扎实的力学功底和过 虽然现在无论是谁开口闭口都在谈 1000多万，本来只能坐300人的会议 不能适用装配式建筑建造方式的担

装配式建筑去死吧》小编表示很坦 件进行编号3 并JII页序运输，可将安装 硬的数学功底” 。 稍微有一点结构力 i仓装配式建筑，但真正有实际动作 室，最终连走廊、过道都挤满了人， 忧，实际上这也己经有专家做过专业

忧，虽然在各大微信群引起了广泛争 效率最优化。 在进行即易安装时，第 学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结用设计的基 的，还比较少，大多处于观望或疑 达到了几干人。 看着一屋子的人，你 的分析，宾担忧也不存在问题。 最明

论，大多数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发 二个核，心卫字体现在主体结构上。 本原则· 强柱弱梁，强剪弱弯，装配 虑状态。 能想到行业竞争已经到了如此触目惊 显的例子，就是远大住工的远大可建

展装配式建筑的军IJ与弊之间，大家都 目前市跟上自娃体措何可分为写中 式建筑在抗震性能上不比即元；尧筑的 一方面3 装配式建筑如火如荼， 心的地步｜ 而且，这样的工程，最终 小天城I页目，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普遍存在认知上的误区，是由于对装 第一种是传统的钢筋混凝土框架 差。比如装配式钢结构，还有钢雷束 另一方面，装配式建筑又冷如冰霜， 基本上都是下浮了20 30%才自bJ~接 创造了19天57层的建谶幢度，楼高

自2rt建筑认坷的碎片化。 （在墙体交汇点上Im±~浇筑）广泛运 ；昆~社装自己式住宅体系。 到底是为什么？这可能与发展思路有 到 2 这样的中标价，真利润可想而 200多米。 而所谓的19天，是指除去

关于翻出建筑施工工J到9旧日 用于北方的高层装自己式建筑。 现实中发展翻耐茧础疑虑 关。 从具体工作而言，发展装配式建 知，也就造成了偷工减料、二次经 了停工和下雨、大风等不直施土时

在某乎上，对于装配式建筑施工 第二种是用重钢替代钢筋混凝 现阶段，制约装配式发展的因素 筑需费量入的资金非常巨大，非中小 宫、反复签证、变更设计、质量安全 间，建成有效的地面以上建筑的天

高哪些关键工序，一位来自装配式建 士，将冥包裹于墙体内，解决防腐和 主要还是成本过高，质量安全评定标 企业所能为。 事故频发等行业顽疾的出现。 数。 大楼采用的是可持续建筑模块化

筑自怯由青人士发表了自己的现帘。 不耐高温等问题3 第三种是中低层建 准还没有完善，发展的前景等问题。 罔肘，还需要加大人才培养、技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发展装配式 材料， 95%的土程量在远大工厂内完

从建筑层高上可以区分为高层装 筑直接采用轻型钢结构，罔样描固于 除了这三大因素之外，还高更重要的 术E开发、基地建设，尤真是具有广阔 建筑，也要考虑到成本收益比，如果 成。 就此观之，我们无须担心装配式

配式建筑和中低层装配式建筑；从建 ij亩体内，让房屋形成一个被五花大绑 .=.1' “A日匕匕τ升τ、A月U匕” 。 的市场需求。 在没有资金实力、技术 投入成本过大，或者一昧压低成本， 建筑的在现在以及来来建筑业发展的

筑功能上可以划分为智能装配式建筑 的整体，共同对抗各种力。 一、是文件到底“能不能”执行 能力也不足、市场前景不明朗的前提 但是利率空间不断缩减，企业收益过 重要地值。

和功能性装配式建筑，从建筑材料学 第三个核t心工序体现在工厂预制 至归主 下，贸然进入装配式建筑，可能并不 低，对市场主体的H吸引力就不会很 那么，既然质量、安全、性能、

的角度上可以划分为低碳装配式建筑 的墙体尺寸与冥本身的综合性能（例 18年间国家发布了200多顶相关 是明智的阳军。 那么，到底怎么办？ 大，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现在由于 适用性等都已经解决，下一步的工作

刷专注宠挺自试建筑。 如． 隔热、保；Jlli、隔声、防潮、抗垃 艾｛牛或办法都在强调装配式建筑的重 只有激活更多企业的参与，才是正 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成本还不真高一 重点就是提高社会认可度和可接受

未来的装配式建筑不能单一称为 裂性、强度、重量、厚度等），决定 要性，明确了发展目标，技术标准不 道。 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不是哪一 定优势，所以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补 度。 现在的国人，对高质量的产且已

装配式建筑，而应该称为装配式建筑 了在安辑王程中所要借助的工具。 断成熟。若还加上各地出台的相关政 家，或哪几家企业的独舞，而是所有 贴政策。 经可以负担得起，社会生产方式也已

体系，冥本质变革应该是建筑形式上 第四个核，心工序悯见为安装方式 策，可谓多如牛毛。 但大规模的全行 主体的共同参与，建筑行业也是一 下一步，希望这样的补贴政策能 经开始发生大变革，需要做的就是，

的、功能上的、材料学上的复合型升 上，根据不罔的层高、产昂特点、 I也 业的推广，还疑虑重重。 为什么？这 样。 够覆盖更多企业，尤真是中小企业3 政府、企业、媒体都应加大宣传号｜

级。 单就i亥问题的回复来看，需要对 理位置等因素，冥本身的安装方式是 可能与文件到底能不能执行到位有 发展装配式建筑，不是今年总捏 不仅在基地、顶目建设3 而且在科技 导，转变社会公众直念，提高社会公

建筑层高进行区分。 多样性的。比如’ 中低层建筑可不依 关。 举个例子，某中部城市，今年 到这几家，明年又只能提到这几家3 研发、人才引进，甚至办公楼购置、 众认识，不断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综合而论，冥第一个核心工序应 赖或部分依赖于吊车，可以直接通过 3月份刚刚出台了针对性的文件，从 而没有什么新的主体的进入或参与， 增值税tffi扫等方面，都能给予一定补 进程。（来源：建筑前沿）

该体现在设计上， BIM的诞生就决定 工人拼装完成，而高层（例如现在合 发展目标、政策指施、监督管理、工 否则，对于行业发展根本不利。 要激 贴3 或许就能引起更多企业蜂拥而

了不但会和装配式建筑成为连体婴， 肥等地高层装配式建筑）则需借助I苔 作要求等四大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规 j舌更多的企业参与，冥策略在于引导 至。 一定不要再出现在某一个工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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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协会工作l

创造和谐建筑与高层建筑结构的探索

-2018军第二期“大师讲堂”简讯

6月初，由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办，重庆市勘察设时办会和重庆市设计院协办的2018年第二期切时堂”在市设

计阳脱堂端主

讲座邀请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流总工程师汪大绥先生，七:.i. 《创i圭和谐建筑》和 《高层建

筑细组的探索》 为主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专题演讲，以丰富的图例羊细地讲解了浦东阳元T2航描楼屋盖结构、虹桥

仰元T2屋盖结构、世1尊轴阳光谷结构、上海南大门天幕结构等四个结构体系的确定逻辑，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天津津

塔、央视CC1V新台址、天津高很117大厦、苏州东方之门等17座超高层建细茸行了一一剖析。

汪大绥大师认为，建筑的目的是创造美好t!!界；在评价建筑时，应当从“和谐”的角度出发，评估建筑与环境是否和

谐、建筑各专业之间的配合是否和谐；我国超高层建筑开始拥萄更为理性的发展理念，更JJ医雷艇录色环保和人居的销量度。

与会约300名专业技术人员分享了汪大师比比多年的1［，~导体会和成功经验，拓展了牺窜， 启发了思路，增快了用只。 （倒皇）

奖盯尤秀i%甘乏。

迂大兰歪（ 才941一） • ‘ 江西省乐平市人， 1部4年毕业于罔济大学。

中国工程由七大师，－级注册结构工程师1 现任华东建筑设计E用毛院资j哀号工

程师。 中国建筑学会高层建筑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超限高层建筑专家委员会委

员，罔济大学翻只割爱、博士导师，中国建何斗学附毛院客图形毛员，英国注册工

程师协会（Strut）资深会员（Fellow） 。

近年来设计的项目主要为超高层建筑，对高层细细如震与朋邓茸行了深入的

E用毛，冥研究成果应用于设计中。 冥中比较突出的如330米高的天津、辈革苔，经i虫里

i仓分析与实验B用毛，采用了考虑屈曲后到茧的薄1刚反剪力墙1吉构，成为世界最高的

铜板剪力墙建筑，在国际国内获奖。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大楼被 CTBUH评为

201 3年世界最佳葛层建筑。 科研成果和设计作品获得多项国家和部市级甜充韭步

作为建设部超眼高层建筑专家委会成员， 参加了国内主要超高层建筑的设计审查工作。 参加了多顶国家和地

方的标准，规范蝙制工作，主要有回国家如；倡限制陇忖见范、行业:j:.,f~位高层建筑：；昂~社钳栩如十一号施工棚呈、行

业脐佳组甜甜组i金i忖蹄呈、地方日住上海市抗震副十规范、上海市简体生吉阳&li村见范等。

代衰性的设计作昂·科摩罗人民大厦（ 1982 ）、 上海华亭宾馆（ 1985 ）、 上j勘6月｜大厦（才锦8 ）、 宁波国

际大厦（ 才 990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1994 ）、上海联合广场（ 1996 ）、浦东机场一期航站楼

( 1999 ）、苏州、｜东方之门（ 2003 ）、 上海环球主融中心（ 2004 ）、大连期货广场（ 2005 ） 、 浦东丰几Jm二期

( 2006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 2006 ）、天津津培（ 2007 ）、南昌绿地大厦（ 2009 ）、天津 1 1 7大厦

( 2010 ）、武汉中心（ 2010 ）、上泻出尊轴 （ 2010 ）、南京金摩中心（ 2012 ）、凯、｜、｜中南中心（ 2014 ）等。

圄 2川每／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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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设计院徐干里院长
代表市城乡建委主持i并堂

讲堂进行中

｜协会工作《 l

汪大绥大师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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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协会工作l

重庆市勘察设计行业
第四届吁言通~忖跟不’职工羽毛球赛因耐磊幕

5月25日，自协会主办，重庆市信息通信咨部@j忖!ft 期男朋、又融洽。

高限公司承办的重庆市勘察设计行业第四届“信通设计 - 本届比赛为团体赛， 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

院杯” ijJJJ羽毛球赛在奥体体育公园羽萄求馆国满

3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协会理事长宋文学、信通设计院书iclI京

宏和院长王志强、 中煤设削完党委副书记

张阅昌、中；台赛迪集团副总绍盟东蕃燕、

川维石化工程董事t受到恒、 化工i9:i:十院~＇

组勤士平、 1制lJ!腊胞径理吴阳、 建工集

团设计即完:-JixU伟和原道设计副总绍•llli王

文东崭膊出席了开幕式或闭幕式。

在本届羽毛球赛筹备工作中，重庆市

信息通信咨询设沛，!ft高限公司的书记和院

长亲自挂川3 酬，酣青兵强1暂且成±作团队，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切力，为比赛的成功举办

奠定了坚实的国出；同时，备会员单佳由只极晌

应，踊跃参赛，不少单位的领导不仅临场由阵，苟

15分制，参赛的31支队伍，通i丑由签分为8个

d吃且，分上下半区进行比赛。 第一阶段为小

组单循环积分赛， 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

比赛3 第二阶段为交叉淘汰赛。 经过一天

紧张而激烈的比赛，中冶窦迪工丰里交术股

份有限公司虫草瞧茧， 重庆市设计院首获

得亚军，中隅征集团重庆设计B院院高

限公司和国家电投集团由却不保工程有限

公司并列季军， 重庆市信号通信咨询t主计

院高限公司、中机中眠感谢高限公司、重

庆市市政i~i:十研究院和1ι京市建筑设计研

且B皮甲上阵，队员们上场思才手， 下场是朋友3 赛场气 ；粤、 团结E助的精神冈貌。 （俊逸）

主办 ：. ：！..~？！：~~~！~＼：~ 胁 ：意思愤慨棚3

m 2川每／第三期

开幕式由协会副秘书长戴学忠到寺，协会理事长宋文学、信通设计院书记阵法

和院长王志强、中煤设计院党委副书记张庆福、 中；台赛迪集团副总在理陈蕃燕、 川 ｜
维石化工程董事长孙挂、化工设计院~径理杜平、雅凯斯凯.~径理吴欣、建工集团
设问庭院长划韦盯朋亘设计副总在座王文东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协会宋文学理事长相信通设计院王志强院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宣誓

｜协会工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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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协会工作 l l协会工作《 ｜

中机中联工程杳限公司

31支参赛队参加了开幕式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重庆E蓝装饰高限公司 17 中；台赛迪工程技术股份苟限公司

2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份公司 才 8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高限公司

3 中机中联工程高限公司 19 重庆同乘工程咨询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勘测院

4 国家电投集团远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高限公司

5 重庆市勘测院 2 1 林同校国际工程咨询（中国）奇限公司

6 重庆兴锦建筑规划设计高限公司 22 重庆川维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 重庆长厦安基建筑设计高限公司 23 重庆卓创国际工程设计奇限公司

8 重庆市政设计研究院 24 中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究院高限公司

9 重庆i原道建筑规划设计高限公司 25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测设计院

10 重庆雅凯斯凯建筑设计高限公司 26 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萄限公司

11 重庆大学建筑规划j设计总院高限公司 27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高限公司

12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8 重庆钢铁集团设计院萄限公司
重庆兴锦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3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 29 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

14 中煤料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重庆基；佳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5 重庆中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1 重庆南江地质工程勘察设计院

16 重庆市设计院 ( 七）.报名先后为序 ）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重庆i原道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正蓝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雅凯斯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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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协会工作l

1 I 2 
1.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 I 4 

3 .重庆市设计院

5 I 6 4.中；台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6 .重庆罔乘工程咨询设计高限责任公司

囡 2川每／第三期

2 

3 I 4 

5 I 6 

1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高限公司

2 .林罔校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3 .重庆川维石化工程高限责任公司

4.重庆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 .中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测设计院

｜协会工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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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2川每／第三期

2 

3 I 4 

s I 6 

1 .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高限公司

2.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高限公司

3 .重庆钢铁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4.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

5 .重庆基；佳方中建筑设计高限公司

6 .重庆南江地质工程勘察设计院

（注： 重庆中设工程设计制分部良公哥喔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未剧’照片）

中；台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蝉联冠军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和国家电投集团远达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并列季军

｜协会工作《 l

重庆市设计院荣获亚军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高限公司、中机中联工程有限
公司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高限
公司重庆分公司荣获优胜奖

2川每／第三期囡



l 》协会工作l

决赛赛场之一

圄 2川每／第三期

l文件汇编《 l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顶目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8 〕 33号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包括从主顶到 顶用i也声见划许可阶段主要包括项目审

务院鲁吉陵、各直属机构： 竣工验收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主 f比核准备案、选址意见书核发、用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要是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 预审、用I也毗｜胖可等。 ±程建设许

深化“放营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 程，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 可阶段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建设

的部暑要求，推动政府职肯E转向；咸审 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覆盖行政i午 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 施工许可阶

批、强监管、优服务，促进市场公平 可等审批事顶和技术审查、中介服 段主要包括消防、人防等t立计审核确

竞争，国务院决定开展工程建设顶目 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冥他类 认和施工许可证核发等。 竣工验收阶

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经国务院罔意， 型事页，推动涌到尤化革C陈沉住化。 段主要包括声见划、国士、消防、人防

即lb武帝工作有关事员醋的日下： （四）工作目标。 2018年，试 等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等。 真他行政

－、总体要求 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I员目审批制度框 许可、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中介

（一）指导思想。 全面深入贯彻 架和缸里系统3 按照规定的；而呈，审 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事项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中金会 ；比时间压；成一半以上，自目前平均 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中目关阶段并行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200多个工作日压减至120个工作 推进。

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 曰。 2019年，，自茵茵』iib告经验，在 （六）分类细化流程。根据工程

院关于深化“放筐服”改革和优化宫 全国范围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建设项目类型、投资类别、规模大小

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f缸韭政府治理 改革，上半年将审批时阐压减至 等，分类细化审批流程，确定审批阶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对工 120个工作日，试点地区审批事I员和 段和审批事I页。简化社会投资的中小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 时间进一步减少，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型工程建设顶目审批，对于带方案出

覆盖改革，努力构建科学、便捷、高 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 让土地的项目，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

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即口窗里体系。 系统。 2020年，基本建成全国统→q 审核，将士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合

（二）试点地区。北京市、天津 工商室设I页目审｝ttA:口管理体系。 并为一个阶段。 对于出让土地的工程

市、上海市、重庆市、沈阳市、大连 二、统－审批资程 建设I员目，将建设用地审｝tt~内入立顶

市、南京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 （五）优化审批阶段。 将工程建 用i邮贱。许可介段。

市、深圳市、成都市、贵阳市、渭南 设顶目审ttt；和呈主要划分为立顶用地 （七）：大力j佳广并联审批。 每个

市、延安市和浙江省。 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 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门，实行

（ ＝ ）改革内容。改革覆盖工程 可、竣工验收等四个阶段。 冥中， 立 " 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

2川竿／第三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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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由牵头部门组织协调桐关部门 一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 道）各层级，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 ；咒进行检查，对申请人来履行承诺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考核评价机

严格按照限定时间完成审批。 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 ；比、实日才流转、跟踪督办、信息共 的，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追究申请人 制，重点考核i科)I试点地区全j肃呈、

三、精简审批环节 价等事员实行区域评估。 享。 冥中，涉密工程按照有关保密要 的相应重任。 全覆盖实施改革情况，考核评价试点

（八）精；咸审批事I页相条件。 取 （十二）调整审批时序。 落实I!Y 求执行。 审批管理系统要与“多规合 （二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建 地区统一审j比，；Jrtf呈、精简审！tll平节、

j肖不符合上｛立法和不合规的审批事 淌下放行政审批事I员有关要求，环境 一”业务协罔平台、各部门审批管理 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平台3 完善审；比体系等情况，及时总结试点

I页 。 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 影响评价、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 系统等信息平台E联E通3 做到审批 建立黑名单制度，将企业和从业人员 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I页。 对于保留的审批事I页，要减少审 价等评价事顶不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 过程、审批结果实时传送。 通过工程 违法违规、不履行承诺的不良行为向 并将有关情况报国务院。 试点地区人

批前置条件，公布审批事顶清单。 取 条件，地震安全性i平价在工程设计前 建设顶目审批管理系统，加强对地方 社会公开，构建“－吱上失信、处处受 民政府要加大对有关部门改革工作的

j肖施工合罔备案、建筑节能设计审 完成即可，冥他评价事顶在施工许可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恨”的联合惩跚跚。 督查力度，跟E宗笛查改革任务落实情

查备案等事I页。 社会投资的房屋建 前完成即可。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 管理。 （二十一）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 况。 试点地区要定期向住房城乡建设

筑工程，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定发 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 （十六）“一个窗口”提供综合 服务。 建立健全筐里制度，实行服务 宫时匮送工作进展情况。 对于工作；但挂

包方式。 程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手续在施工 服务。 整合各部门和各市政公用单佳 承i都川，明确服务标准和办事潮呈3 不力、影响工程建设顶目审批制度改

（丸）下放审批权限。 按照方便 许可前完成即可。 将供水、供电、 1然 分散设立的服务窗口，设立工程建设 规范服务收费。 依托工丰茧室设项目审 革进程的，

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则，对下级机关 气、热力、 j非水、通信等市政公用 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 。 建立完善 ；比管理系统建立中介服务网上交易平

有能力承接的审批事I页，下放或委托 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 “前台受理、后台审核”机制，综合 台，对中介服务行为实施全过程

下级机关审批。 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 发后办理，在工程施工阶段完成相 服务窗口统一收件、出件3 实现“一 监管。

协调，制定配套娼施，完善监筐制 关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 个窗口3’服务和自里。 六、统筹组织实施

度，开眉旨阜剖｜｜，提高审批撒能。 接入事直。 （十七）“一张表单”整合申报 （二十二）强化组织

（十）合并审批事I页。 由罔一部 （十三）推行告知承诺制。 对通 材料。 各审批阶段均实行“一份办事 领导。 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实施的管理内容相近或者属于同一 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 指南，一张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 要切实坦负起工程建设 • 办理阶段的多个审批事I页，应整合为 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 料3 完成多I员审批”的运作模式，牵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士作

一个审批事I页。 推行联合勘验、联合 ；比事I页，实行告知承诺制。 公布实行 头部门制定统一的办事指南和申报表 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

测绘、联合审图、联合验收等。 将淌 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I员清单及具体要 格，每一个审批阶段申请人只需提交 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加

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 求，申请人皮R需要求作出书面承诺 一套申报材料。 不罔审批阶段的审批 强协作、密切配合。 试

查并入施工国设计文件审查，相关部 的 3 审批部门可以直接作出审批决 部门应当共享申报材料，不得要求申 点地区人即师要高度重 • 
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 推行以政府购 定。 对已经实施区域评估的工程建设 i青人重复提交。 视工程建设顶目审批制度

买服务方式开展施工国设计艾件审 项目，相应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 （十八）“一套机制”规范审批 改革工作，成立以主要负责罔

查。 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与施工 制。 在部分工程建设项目中推行建设 运行。 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配 志为组沃的领导小组，完善工作

许可证合并办理。 规圳、国士、淌 工手~贼。许可告知：fq;端。。 套制度，明确部门职责3 明晰工作规 机制3 层层压实责任。 试点地区要根

防、人防、档案、市政公用等部门和 四、完善审批体系 程，规范审批行为，确保审批各阶 据本通知编制实施方案3 细化分解任 惕。是

单｛主实行限时联合验收，统一竣工验 （十四）“一张蓝图”统筹顶目 段、各环节无缝衔接。 建立审批协调 务，明确商部门，制定时间表、路 来段时完成阶E到主工作目标的，要依

收圈纸和验收标准，统一出具验收 实施。 加快建立“多规合一”业务协 机制，协调解决部门意见分歧。 建立 线图，确保试点工作有序；也迁，并于 法依规严肃问置。

意见。 对于验收涉及的测量工作， 同平台，统筹备类规划。 以“多规合 督办督查制度，实时跟踪审批办理情 201 8年6月 15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 （二十四）做好宣传号｜导。 试点

实行“一次委托、统一测绘、成果 一”的“一张蓝图”为基础，统筹协 况，对全过程实脂昌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 鼓励改革创新，改 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宣传报道相

共享” 。 调各部门提出顶目建设条件，建设单 五、 2副也监督筐理 革中涉及突破相关法筒却见及政策规 关工作？首施和取得的成效3 加强舆论

（十一）转变管理方式。 对于能 f立落实建设条件要求，相关部门加强 （十九）加强事中事后监筐。 建 定的，饺照国字报有权机关搜权。 支 引导，增进社会公众对试点工作的

够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方式替代的审 监督筐里和考核嗣击。 立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 持试点地区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先行先 了解和支持3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f比事I员3 调整为政府内部协作事I页。 （十五）“一个系统”实施统一 应的监营体系。全面推行“双随机、 试，依法偏见胆量改革工作。 研究推 为顺利推进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迸行 管理。 在国家和地方现有信息平台基 一公开”监管3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动在农村地区因地制直开展相关工程 it环境。

设计方案审查，由发证部门征求相关 础上，整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实行告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部门和单位意见，冥他部门不再对设 底”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主日承诺制的审批事顶，审批部门应当 （二十三）建立新平机制。 住房 国务院办公厅

计方案进行单独审查。 推行由政府统 覆盖各部门和市、县、区、乡镇（街 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人履行承诺的情 城乡建设部要会罔相关部门建立工程 2018董事5月14曰

国 2川年／第三期 2川市第三期回



l》青军建筑师l设计师凤采 l

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建if.ill币

个人简介

袁志宏，男、 1975年出生，党员、高级工程师、建筑学学士。 2000年毕业于重

庆建筑大学， 2000.7进入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工作至今。 现任职上海分即完长、综

合八所所长。 2008-201 7年连续9年被评为优秀经营工作者； 200日2016评为单位的

优秀员工， 2010尼013优秀党务工作者。

主持和参与了重庆天安数码城I页目 1 00万平米、重庆璧山绿岛中心项目160万平

米、重庆两路寸j难保税港区水港功能区1.07平方公里项目、重庆两路寸j难保税港区保

税贸易中心保税展示中心项目5.6万平米、储城五星级酒店项目4万平米、 j音陵

1898障菜艾化小f~页目、重庆仙桃数据谷三期工程73万平米、黔东南职业技术学院

18万平米、东科红星美凯克家悦中心顶目26万平米。

冥中重庆天安数码城绿谷（产研楼一期）获2015年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

等奖，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水i巷功能区一期工程－监管体系获2013年年度重庆市优

秀工程设计三等奖、重庆中南铝合金轮毅高限公司重庆市才回陈斤区汽车园A9 1i出尖厂

区工程获得2005年度中国机刷工业联合会第力届机版工程优秀i金计三等奖。

天安数E驹茄『开楼一期 黔东南H阳l技术学院

哀，飞5号

重庆寸i难保税港区保税展示中J心（一期） 重庆云城两山璧山绿岛中J心项目一期

圄 2川每／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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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建if.ill币 王三月。

个人简介 | 
重刚，重庆夏雨装饰设计奇限公司创始人．出生于1976年4月，高级工程师、二

级主册建筑师、高级室内建筑师。 通过几年个人工作室的朋台积累3 在2004年成立亘

雨设计中国甲级设计资质，先后获得了“中国十大量具影响力i9:i十栅组” “中夕卡酒

店十佳目牌设计机构” “中国十大建筑装饰自牌” “中国最具商业价值设计机构”

“中国十佳酒店设计机构” “重庆十大设计恻句”等荣营，并成为重庆设计商会会长

单位。 在公司出主成为行业翘楚的过程中，夏刚也迎来了一系列个人荣誉，先后被评

为重庆直辖20周年“重庆新名片人物” “重庆i%：十脊梁” “中国酒店i金计大师” “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2016年度设计人吻” 呢出设i十谕商” W球杰出青年设计师” 吨

国设i怆U新领导人吻” “中国年度商业部十人物”等十几个个人奖I页，罔时夏雨设计

中国的作昂也先后在“金堂奖” “艾持奖” “国际传媒奖” “金瓦奖” “中国建筑装

饰设计奖” 甲外酒店白金奖”等若干国际国内专业设计大赛中获得近百个奖顶及荣

誉。 大量的奖I页，；每盘甘业务呈将重同时住致国内也十界的前j副主置。

西永胆B占二层售票厅 重庆儿童医疗中心门诊楼工程室内装饰工程

重庆市大渡口区图书馆、档案馆室内装｛民主计工程 重庆市；I:l七区公安分固自军中心室内装饰设计工程

2川每／第三期圄



l》青军建筑师l设计师凤采 l

重庆市第二届优究青年建if.ill币

个人简介

徐健j皮，男，重庆卓创国际二日呈设计有限公司第四综合所设计总监，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200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参加工作以来先后设计或主斯主计数十顶大型建筑I员

目，主要以公共建缸员目为研究方向，冥中对综合体、酒店等有较强整俐巴愚联佳，

又找旅项目及养老医疗建琉薄也有5蛙U的见解。

20才0年以前， ~χ项目设计为主，期［旬在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杭州｜）历经了各类型

项目，熟悉并掌握了不罔项目的设计思雄与方法， 2010年后至今，一直主持各类型顶

吕设计，现己建成十部页。

参与自怕甘作昂高I~＊Jll、 伊莎卡、杭j、｜、｜世贸丽吕城、杭＋｜、固国际会i义中心、杭＋｜、｜太

丰口广场二期、杭j、｜、

目’主持设计的才乍晶奇重庆市公卫中心｜丁it大楼、重庆北部新区第一人民医院门i努宗

合大楼、赤7.J(fij、州国际商贸城、成都．茵信红星国际广场、通用·吕城、中航二郎·科

技新城、贵阳’黄埔国际、中铁．万国城事页目，冥中部份I页目获得奖I页。

你使泯

贵阳·黄埔国际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就台中1心门诊综合大楼

成都由言红星广场 重庆南岸荼园中铁山水逸城67-2号地I夫

囡 2川每／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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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建if.ill币 后去 5吾

个人简介 | 
唐1岳， 35岁，中共党员，就职于重庆市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1

2017年荣获量支市劳动丰富曰尔号。

主持的“活陵园锦林公园也十”获计成奖二等奖、 2012公园（广场）细瞅见划

设计二等奖；参编的“重庆南山一商泉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南山植物园总体鹏u （修

编）”获2008年度市级优秀城市规划i.%十二等奖，主创设计的 1阔天街附吾~mc.交

造i.%十”获2008公共建筑外环境园林费服贼。i9:i:十优秀奖。

2016年3月重庆市总工刽宽发重庆市女职工创新工作室，作为±作室核心成员3

唐I吾罔志在我市嗡市双（｜爹”工作、 可每绵城市”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中，勇坦

重任，主持及参与贼附十顶目百余I页，编制国家如佳11页、地方f;f）佳6I页，为单｛立创

造产值逾2α刀万元，是风景园林行业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的优秀代表，为我市冈景园林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洁陵自在鸟森林公园设计 洁陵长江大桥才t桥头游园设计

清陵聚云山也态休闲区建设工程项目 第五届重庆市运会量洁睦会场及；自芜城市第见节点豆制页目

2川每／第三期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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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建if.ill币

个人简介

唐树霄，高级建饲j币，所总工程师。 一直努力践行“t主计、技术、生态”相结合

的建何见，出新自立与生活和E才代发展罔步的建筑师。 1998年毕业至今在中楠斗士集团

重庆出十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及技术质量管理等工作，并积极参与市内外的各种评审

工作以及国集、地方棚呈阳由编制工作。

从业20年里， E耕设计了龙湖北城天｛茧，佳禾饪茂香港城、光华阳光7-K

城、罔创国际、洋河海湾、朵力’尚美国际、老挝拉萨翁广场城市综合体、桐梓·丸

坝生态旅游小镇、~~鹏. i卸府、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综合楼等工程设计，并封寺完成

纤细菌5直到茧；~U仕屋面保温、 JN节自四烧吉页岩空'LI唰块、蒸压h日气；~J社砌块自

保；.ffi\墙体建筑构造国集等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设剖编制，参与完成重庆市工程建设标

准DBJfT50-120-2011 《成日住宅割多工程设计技术导则》的编制及直贯。 获省吉陨

优秀工程设计』→等奖四I页、 二等奖五I页，圄集编制创新与市优二等奖二I员1 省部级优

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I页，区县优需贼。及到包二等奖等。

重庆房地严哥pjt学院训｜｜中心 桐梓N贝圭在1iit.游小镇

老挝拉萨翁广场 鸥鹏御府

囡 2川每／第三期

后每~J、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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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究青年设计I)币 李§每平

个人简介 | 
李海平，男， 43岁，硕士，成绩优异高工（数高），注册岩土工程师，招商局重

庆交通阳也十院， F胀。

长期从事地质灾害、道路与岩士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科研±作。 主持完成

各类生产顶目和科研课题100余I页。 冥中重大和大型顶目251页，包括8条国家高等级

公路的特大型项目勘察、灾害治理与特殊路基设计；完成各类大、中型I也质灾害、路

萄商言工g勘察i9:i十咨询76I~t 参与地质灾害应鲁抢险项目10余I页，主研省吉陨即开

课题10余I页。

在山区公路勘察、特殊路基处治、地质灾害j筒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决多

顶路基病言j缸里工程的技术难题，即开成果“云眼”实时自主系统在渝黔高速边坡应

急抢险中取得良好效果，受到重庆市到重委员会通报表扬。

获得省音院反及行业协会各级奖顶11顶（一等奖11页、 二等奖7顶，三等奖3顶），

31.fm歪权专利，发表学术论文33篇（ El收录6篇） 。

广西才却笑自治区隆林至百色高速公路（央牙至汪甸段） 国道317线；到｜ ｜至马尔康公路改建工程

南岸区向家坡至黄梅m公路工程 重庆市南岸区弹广i§K10+490-K10+610f盟各堤失稳拾~fu筒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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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设计II币

杨益，男， 1979年1月生。 200才年7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

至今任职于重庆市设计院从事给排水设计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国家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 从业以来先后担任龙湖MOCO中心、龙j胡蓝胡郡

四期工程、万科锦程、金融街·融景中心、招商·江j弯城一期工程、↑办信·百年广

场、长江国际、罗中立美术馆一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重庆市三十七中数学楼等多项

大型工程项目的给排水专业负责人及主要设计人，获全国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1顶，

重庆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21页，重庆市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21页。 在多年的自十工作

中积累了丰富的i9:i:恒到金军民妇虽的施工l.®m间是政t置能力。

杨益

金融街融景中心（超高层公建） 龙湖MOCO中心一、二期工程（超高层公建） 长江国际（超高层公建）

罗中主美术馆一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多层展览建筑）

圄 2川每／第三期

l 青军建筑师l设计师凤采《 l

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设计II币 去？月生主4

个人简介 | 
吴胜达，舅， 38岁， 200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获工学硕士学值。

在重庆市设计院从辑部部如十工作近14年，国家一级注册细制币，高级工程师，重庆

市第四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咨询委员会细细专业委员会专家。 自工作以来，作为

结构专业负责人先后完成了近20多顶大型公建及超高层建能甜刽主计，获全国优秀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三等奖21页、重庆市勘察也村办会优秀工程奖71页，参编了重庆市建

筑工程初步设计艾件编制技术规定及审查要点等；公开发表论文多篇，在大跨度？因豆

力；W疑士、钢青岛海社、超高层建筑等方面积累了较多设讨经验。

国华金融中，。

龙j胡MOCO中心

长嘉；［购物公园

中讯广场

回
：：：：：：：：；；品、 r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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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设计II币

个人简介

宋少贤36岁，毕业于重庆大学，城市道路与桥梁／城市规划专业。 现任重庆市市

政设i十研究院／重庆市城市建设研究中心前期研究所所辰， E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一直工作在设叶一线，承担了多个快速路、桥、

隧事员目的前期工作，多次获得设计、咨询及科即是I页。

完成了xSl.li塑嘉陪；工大桥（全国勘察设计一等奖）、高九路道路工程（重庆市设计

二等奖）、内环西北半环拓宽改造工程（重庆市咨询一等奖）、成渝中梁山1迦重扩能

改造土程（重庆市咨询一等奖）、华岩隧道工程（重庆市咨询二等奖）、臼居寺长江

大桥、蔡家大桥等大型I页目前期工作。 快速路四横线分；而盖、快i窒路六纵结BIM应用

分别获重庆市BIM大赛一等奖、二等奖。

开展了《重庆市主城核心区’阿塞路扩能班主技术研究》、《BIM在山地城市市政

道路iQ-i:十中的应用》等多个i栗题研究， 《重庆市主城区缓堵关键技术研究》获得垂芙

市建i金创新三等奖。参与了《重庆市城镇道路平面交叉口设计规范》 、《重庆市市政

工国言息模型设计师盼、《重庆市市政工商言患模型交情稚》等见范蝙制。

成都麓j班里也公园路网 成渝中梁山随昌广窑

华岩随盖 xlZ碑大桥

因 2川每／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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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届优秀青年设计II币 张功国

个人简介 | 
张功国， 39岁，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高级工程师，重庆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重庆｛哥斗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坦里。

2001年进入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从一名基层出十人员到i9:i恬E主任，再到公

司副总£吕里，他先后主持并带领团队完成了重庆、四川｜、西藏、贵州｜等省区通信行业

大量的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工作。 冥负责和参与的《渝中区电子政务外网延伸项

目》、《西藏2013年倡差网改造I员目》、《青船失路（西商段） ;f兰芳霆盖工程》等多

个项目获得省吉瞅多项奖励，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篇。 罔时3 他因只极参与国家智

慧、城市的建t挥口标准编制，不仅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引领着信

息化发展的；朝阳。

青藏铁路（西藏段）；但结重盖工程 西蘸2013年｛号差网改造项目

西藏自治区农村信息化I页目 j俞中区电子正好功卡网延伸项目

2川每／第三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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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斯卡纳的乡村，有一部曾获奥斯卡多顶奖的电

影叫《托斯卡纳的1色阳下》，对托斯卡纳做了宣传。 去途

白云青山3 一路绿f蜘如E片。 白云很低很低，就像一层薄

薄的车主少，漂浮在半山腰间，有点像中国农村旱上的袅袅

轻烟。

米开明基罗广场大卫赂像

中午回到佛罗伦萨城外山的米开朗基罗广场， E

｛自色阳高照，仍无丝毫倦意，下车揽佛罗伦萨全景，

顿时京叹不已。 如果用美术的自助怆去形容，业回才白切弗

罗伦萨城便是在蓝天白云下，在三面青山拥抱下的一

块宝石，一块格红色的，亮丽而深沉的宝石，或者说

也是油画中的一个色i央。 偌大的佛罗伦萨所有的房顶

几乎统一为精红色，据说太阳西下时居长开朗基罗广

场上观景，可见太阳从阿尔诺河中下沉。 我慨叹欧洲｜

人的审美取向是如止出9统一， 欧洲所有古建筑房顶几

乎统一此色调，我曾i并据色是大地士i袤的颜色，犹如

母亲的身体，自然美丽而同青山绿水栩盖平囚萄。

意大利的农民的艺术自伽利盖从他们那略为简朴的农舍

中－H良｛更可以看出，因为农舍是由红砖吉l石砌成的，罔样

有艺术性，有装饰的线条，有简单的造型，有停车的标

志，居然在农舍旁我发现了一个标准的游泳池。 不无感

慨，这在中国的农村里不可想象的。 不过也好，中国乡

村的游泳也都是当地露天的池塘，虽不太E生，但自

然、环保。

圄 2川每／第三期

百花大教堂

佛罗伦萨城的百花大教堂是该城的i刨示，而我所见的

地4丑iSX怕只高｛弗罗伦萨最为突出，因为几百年来佛罗伦萨

所高新建的古建省盹顿以之为中心。 只有仰视百花大教堂

的姿态，绝不可高于百花大教堂。 当然市正划于等主要建筑

要高于普遍的古屋，这便让平整的描色色块高了立体的

凹凸，亦便有了对比，高了生气和灵魂。 如绿带的阿尔

诺河横穿古城，亩桥清晰可见，这给佛罗伦萨城增加了

一丝灵性。

但丁故居博物馆

冥实佛罗伦萨城的普通古建差别不是很大，特色的还

是百花大班主、市E肝、王富等著名建筑。 走在小巷里，

我们误入了但丁的故居博物馆，但丁的名气虽大，但我心

目中却想去米开朗基罗的古妇吾博物馆。 上午站在了他的广

场览尽佛罗伦萨，下午去他的故居细目冥才华，我想、另有

一番感觉。

2川每／第三期圄



进入米开朗基罗故居博韧馆里一个小小的天

井，四罔都是房屋。 书店的意大利的美女讲米开朗

基罗在此住了十年，来结婚生子，对此我不太了

解，也无需去查书上的资料解释一番。 想到米开朗

墓罗在入住佛罗伦萨便买了这么高大上的房子，估

计有三百个平方， 上下三层楼， 他在当时肯定是个

成功人士了。 他房间给人强烈的感觉是太复杂，

几间可能是卧室的房间里，墙壁屋顶全是彩色的

油画，让我有点魔幻。 站在室内可赏画，睡在床

上眼睛朝天仍可赏画，这种感觉，中国的房子里

没有的。

囡 2川每／第三期

美第奇家族 ， 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主宰者

这几天我一亘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便是为什么艾艺复

兴不发生在罗马、米兰、或者是巴黎或更有历史感的希腊

呢？我斗胆在此提出一点新想法，可能历史书上找不到，

或者历史学家没育注誓旦这个重要的原因一一那便是艺术

家们追求永恒的精神和争取做老大（第一）自甘心态。 在佛

罗伦萨有了非常适合的环境。 当时的佛罗伦萨城是由巨商

美第奇家B好斤控制，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美第奇家族

在佛罗伦萨有长达三百多年的绝丑古巴控，冥家族出了三个

教皇，两个王后，可见美第奇家族当时在佛罗伦萨的影响

之大，而美第奇家族叉酷爱艺术，家族的本质又是商人而

非国王皇帝，这就是商权代替了皇权。 在佛罗伦萨城长达

三百余年的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保护下，诸如达芬奇、米

开朗基罗、但丁、 拉斐尔等大师们的天赋、才华与个性才

可盲目寻到充分的发挥。

商人的本质是逐利的，历史上所有的皇权都会

对艺术的充分张扬和与统治者意图不符有打压的态

势，但商人不会，他们需要艺术的光鲜和由之带来

的虚荣和金钱，而他们又有实力。 美第奇家族不但

保护3 而且用大量的金钱鼓励了艺术家们的创作，

又完全不禁锢艺术家们的思想，这便使得当时的佛

罗伦萨成了正在冲破皇权与教权争夺的中世纪黑暗

欧洲艺术家们创作的天堂。 没育政治的禁锢，却有

金钱的赞助，还有老大的赞扬和美女的喝彩，艺术

家丑阵中张扬的个性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艺术家们

追求永恒的心态让他们的灵感、天赋平日创造力达到

了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 文艺复兴不产生在佛罗伦

阴B才是怪事了。

在我看来，大。币们今日不朽的作昂相对世界文艺的影

响，产生的最根本原因除了他们伟大的艺术作昂之外，美

第奇家族的保J户、赞助手日牺力的推动，自然不应当被历史

所忘却。 然而我们现在只知道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

丁、拉斐尔等人，公众却忘却了“文艺复兴之父” 一一美

第奇家族。 这个称号是我写的，我想美第冥家族应当之无

愧， 因为没高他便不可能高什么文艺复兴，不可能有什么

今日著名的佛罗伦萨。

夜色中，又一次来到离住宿不远的金桥上3 业七桥已高

七百多年历史，桥上全是卖主银器的小店3 中国人称之为

主桥。 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腊月当空，阿尔诺河上奇迹

般的出现了一个像中国龙的云彩，让我激动不已。 佛罗伦

萨古城夜空中的中国祥龙3 或许因知主个艺术朝圣者的到

来而奇至，我己有意想不到的满足。

作者与攫权：邓晓岗

本文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微博： weibo.com/pinjianzhu

晶建筑版权所高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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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佛罗伦萨至罗马的亚平宁黄金大道上，天空的蓝

醉人，白云在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随着到史的视结让我

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着白云的丰富姿态。 F用胃云山云海3 云

卷云舒，来去无踪影，漂浮显轻盈，这些割完比日拘在空

中，在人心中。

下午三时， tEti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我室，此教堂排名

世界第一，大教堂白米开朗基罗等人设计。 从1506年开

建至1626年完成，历时120年，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建筑，

占地达到了2.3万平米， 6万人可同处冥中。该教堂成十字

架形，十字架的交叉者为教堂的中心。

教堂的建筑历史丰田夺点我不心在此多言，虽然已

在欧洲看过很多大教堂，但我仍想象不出圣彼得大教

堂的冈采，好在我们］到时己下午近五时，排队参观者

相对较炉，用了二十创中入场。 昕意大利朋友讲，若

上午排队得J非两个小时入场，且在罗马火？柏甘阳光之

下3 于游人来讲多了些累章，不过这种累对宗教宣传

来讲是有声政t的。 E归入饥饿后享用美食一样，食物

会显得非朝U蚕美。 而当排累的游人们寸韭入教堂，顿

有一丰中斗萄U的感觉，让宗教更D院喃自哥口威严。

文艺复兴时期的多位著名艺术家者旺此留下了｛剧艺

术作吕，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小安东尼奥、桑刀口罗3 都

参与了大教堂的i如十。 教堂内许多精美的壁画也是苦旦脉

相米开朗基罗亲手画的。

在m队安检时，我｛野见察了教堂广场及两边高为主t强

的神柱，以及每棍神柱上的雕像。 我以纯艺术欣赏的眼光

去打量，而非用“上帝孩子”的眼光去膜拜。 我最初是学

哲学的，故而不信教，但我却很尊重宗教，我希望从今天

的圣彼得大教堂中挫卜也关于宗棚9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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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进入大教堂时，我的心确实是被震撼着。

我也不知怎么下笔来描写圣彼得大教堂之美，美到

骨子里的建筑，规模都有如此的宏大，特别是空高

太高，让我感觉那些精美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亦如在

天上，我必须仰视，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仰视，在仰

视中感叹，在｛［阶见中遐想，在仰视中昂昧平口领悟。

圄 2川每／第三期

止国才大教堂圆形穹顶的太阳光正好事浦才入内 3 那是自

然的阳光，因青美绘画的衬托下显得那么的神圣而奋生命

感。 我真不知是阳光让教堂的穹顶如此美丽，神秘而动

人，或者是教堂的穹顶让阳光在我的眼中如此有感览。 此

时的阳光和绘画（穹顶壁画）、雕塑思时削和谐，而又

产生如此美史j咽，心I颠口意境。

大教堂的每个角落3 串尖蚓辰1 都透着榈启的艺

术气息翻9摊主不i仓停留在什么位置， E都肯E打动

着我，这种感兑很奇妙。 我不知道是天才的艺术家才

华打动着我，或是神的力量顶着我，或是艺术家借

了神的力量， ill见者从心灵中已足对艺柑斤服，进而

去膜拜神灵。

我漫步在大厅中，与冥说愚见赏，不如说是在用

心感受。 因为眼睛在如此精美绝伦和规模宏大的建

筑、绘画、雕塑、神灵子一体的形式中，实在是看不

过来，只有用心去领悟，去感觉。 此时教堂中央低

沉、缓慢的吟诵声和乐声传来，这种声音让教堂更添

了许多神秘相庄严，这是一种刺透心灵之音。 以前我

虽阳豆，但从来在这种情境下，在这F斡申圣的场景下

听立。 我虽昕不懂诵的是什么，但我完全白白惑受音乐

对灵i黠甘j妇ι 对肉身的霸主…E

我选了教堂中轴线的大门末端，静静的斜倚在大理石

石柱上，我的眼前是精美的凝固的艺术中游动着的人群，

我的E朵里是低缓而深沉的涌经音乐，但我的心中却在思

考，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磕然间，我心为之一

震，仿佛高个声音在提醒和副7着我。

宗教是虚幻的，是人们在苦痛眠难中对美院主洁的

向往。 而此时有那么一个F吊自开悟之人，便借用了上奋和

神的力量，讲了一些苦难中人们可以寻求精神感富的＠｝里

而己。 艺术是实在的， E有着无比美丽的光鲜的形式来打

动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 如果只i荆申，人们会觉得虚丑军

纱，于是宗教便借用了艺术实实在在，青E打动人的那些美

丽76鱼幸的形式来传i主,6.m胃神的威严和力量，艺术家才是伟

大的 1 神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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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高这种想法，但我旱已明

白人生本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

地球上的生韧不知被毁了多少次， 在我们这个所谓

的人类之前还有不知道多少的人类。 而那些消失的

无影无踪得影像有何意义呢？自然才是伟大的， 人

类F用胃的意义只不过是自己欲望被满足后的一种精

神自慰而已。 艺术家们创造出如此让人震撼的大教

堂，真实也不过是自己的精神自慰，因为他打〕会认

为我的艺术会在神的威严下得到永恒，得到后人们

的膜拜，而终真到茧，是心理满足，精神自慰。

国 2川每／第三期

当然3 艺术家们也可以用转恍畔的自吾讲，是因为

神的召唤， 是因为丑讲申的膜拜，他们才有灵感和天赋，才

来到这里为神而进行艺术创作。 只不过画家绝对是人3 故

而他们脱不开人的世俗。 而还魂于精彩艺术建筑中的宗

教，此时却显得有些虚伪，故我们不£，ti~宗教看得那么神

子。 灵i舶觉醒和超脱不串串能干的事，而是自己在苦难

后，在自己的修行之中的领悟而已。 你若把现在的教皇万

济格放世－个森林中去，我看｛也色不如一个猎人。 在教徒

的眼中，上帝是古怪的，倒主个神圣和万能的主为什么又

让人类社会高如此多的灾难？为什么t也的孩子中又有那么

多的不平等， 并且还要相E残杀呢？为什么她还要那么多

的残障孩子来到世间？为什么她的孩子中奇的表面~羊，

但心灵却是那么的E恶3 并且有的人还可能荣耀一生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能自圆宾阳句。

我在教堂里停留许久3 远园吕立在｛弗罗伦萨美术馆的

时间。建筑E主心灵的艺术超越了普通画作对我的感染与

j墨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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