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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的
同时，城市也面临环境污染的
问题。作为花园城市的新加
坡，在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哪
些尝试？11月7日，新加坡国
家环保局原副局长罗华端在
2018年生态城市发展与城市
治理现代化高峰论坛上，分享
了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经验。

罗华端说，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新加坡的工业化、城市化
取得快速发展，但也遭遇了环
境污染问题。不过，新加坡并

没有以环境为代价换发展，而
是采取了平衡和务实的做法，
推出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举
措，取得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罗华端介绍，新加坡之所
以发展成为花园城市，在于新
加坡高层树立了“创造一个清
洁、绿色和优质的生活环境”的
明确愿景，并进行了持续投
入。其间，新加坡政府出台了
不少政策：比如长期规划方面，
制定了城市综合规划，创建了
城市管理系统；在政策与科技
革新方面，确定了务实有效的
方法来响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态度和期望。此外，新加坡确
立了源头控制环境污染、污染
者自负代价、预防胜于治疗、创
新与科技、保护资源、为环境负

责任等六个基本原则。在各方
努力下，如今的新加坡已拥有
清洁的空气、直接饮用的清洁
水，垃圾每天都能进行收集和
处置，还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
服务，成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之一。

“培训民众对居住环境的
主人翁意识，是新加坡打造花
园城市的关键之一。”罗华端
认为，新加坡对国民的环境教
育不仅涉及公众，还涉及私人
企业等。新加坡通过深入的
引导和教育，让新加坡居民对
自己的居住环境负责的发展
理念深入民心，使得他们自发
地参与到建设花园城市的过
程中，推动了新加坡的可持续
发展，这些经验值得重庆学习
和借鉴。

新加坡国家环保局原副局长罗华端：

市民对居住环境应有主人翁意识
本报记者 廖雪梅 郭晓静

11月7日，首届长江上游城市
花卉艺术博览会的重头戏——

“2018生态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现
代化高峰论坛”在江北嘴举行。

生态城市怎样建？花园城市如
何管？城市发展如何更大程度地提
升市民获得感？围绕这些城市建设
和城市管理的热点及共性难题，中
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匡廷云，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设计
专家江欢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
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原理事长宋
春华，新加坡国家环保局原副局长
罗华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园
林专委会主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秘书长贾建中，新加坡国家公园局
园林署高级署长蔡福祥等专家在论
坛上各抒己见，为重庆城市品质提
升出谋划策。

重庆可建植物工厂
打造生态城市

重庆是山城，不仅地形独特，阴
雨天气也偏多。如何利用这座城市
的气候和地形，打造高品质的生态
城市？长期致力于植物学领域研究
的匡廷云院士建议，重庆可以利用
生物技术、建设智能化的植物工厂，
解决城市光照度不太充足的问题。

匡廷云介绍，植物工厂是知识
技术高度密集的农业生产方式，是
智能化控制的高效植物生产系统，
涉及设施农业、光生物学、建筑工
程、环境控制、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等
多学科集成创新。在这种新型工厂，
植物生长的光环境、温度、湿度、二氧
化碳等环境条件以及营养供给系统
都是全生物化控制的，不受土壤、气

候条件限制，可以全年连续生产。
匡廷云认为，植物工厂是国家

乃至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
要。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减缓人口
膨胀与耕地缺乏之间的矛盾；另一
方面，它可以保障食品安全，克服环
境污染对植物生长的影响，避免抗
生素富集、有害物质污染等环境问
题产生。

江欢成院士则从城市治理集约
共享的角度为嘉宾带来了他的生态
天空城镇构想。

“生态天空城镇，说直白点就是
‘向天借地’！”江欢成说，他一直有
个梦想，就是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
让高层建筑变得更加宜居。如果生
态天空城镇建设注重垂直设施市政
化、高层建筑多层化两个核心问题，
建设好后至少可以解决建设用地紧

张、高层居住的弊端以及城市交通
拥堵等问题。

江欢成认为，重庆以桥多著称，
不妨把桥的文章做足，用造桥的办
法做建筑，用建筑的艺术造桥，小交
叉出大成果。比如把桥叠起来做成
一个高层建筑，在桥底利用山势做
停车区域和公共交通区域。通过设
计—加工—运输—拼装—叠合的方
式，模块化、装配式的天空城镇能够
形成新的产业链。他希望他的生态
天空城镇构想能够率先在重庆落地
并成为重庆的新地标。

建设花园城市，要建
好更要管好生态绿地

来自新加坡的专家学者表示，
重庆在城市提升过程中，可以借鉴
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经验，打造花

园城市。
蔡福祥介绍，上世纪80年代，

新加坡提出了园林绿化的蓝图，还
设立了“每 1000 人需要政府提供
0.8公顷公共绿地”的园林绿地建设
指标。但要实现这个指标，对国土
面积小、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来说并
不容易。

蔡福祥说，因为80%的新加坡
人住在保障房，所以政府在人口密
集的区域建设了大型公园，面积从
20公顷到100公顷不等，这些公园
串连成网络，里面的绿道与外面的
绿色廊道衔接，让老百姓不必驾车，
骑自行车甚至跑步都可以从一个公
园到另外一个公园。

“中国人讲创业难，守业更难。
随着人口增加，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把这些绿地管好成为新加坡城市建

设的艰巨任务。为此，新加坡政府
提出一个愿景，就是建设绿意盎然
的‘花园里的城市’。”蔡福祥介绍，
在建设花园城市的过程中，新加坡
有几点心得：一是营造更加亲近自
然生态的园林绿地；二是提供加强
各年龄段居民凝聚力的公园设施及
活动；三是善用城市空间提升绿化
环境；四是加强对先进绿化专业知
识及高科技的运用。比如在新加
坡，人们会采用树木腐烂探测器或
利用无人机拍影像来检测树木腐烂
问题，无形中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

罗华端表示，新加坡自然资源
有限，人口密度大，气候炎热潮湿，
但是通过花园城市建设，新加坡成
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这主
要得益于新加坡政府有创造清洁、
绿色和优质生活环境的决心，成功

地解决了水污染等环境问题。

以人为本，满足百姓
身边的绿色需求

重庆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如何进一步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宋
春华认为，把城市建设成人与人、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应坚
持生态优先、坚持公益性原则、坚持
以人为本、坚持创新发展、坚持精细
化管理五大原则。

宋春华介绍，坚持生态优先，就
是要突出园林化的生态效益。无论
是新区开发还是旧城改造，都要在
保证足够绿地率的前提下，合理安
排空间布局。坚持公益性原则，就
是规划、政策、资金、管理等方面都
要提升园林绿化公共服务水平；强
化绿化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
使市民在居家附近能见到绿地。坚
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就要进一步提
升园林绿化的人文内涵。坚持创新
发展，就是要不断推出园林精品。
坚持精细化管理，就是要实现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在贾建中看来，建设公园城市
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这不仅仅是一个专
业、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城市发展
的一种新境界。

贾建中认为，建设公园城市，应
通过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途径来
统筹百姓身边的绿色需求。首先，
还是以人为中心，提供更多的产品
和服务，让城市居民享受到均等化
的绿色服务。其次，要让城市发展
更加亲民，更多关注居民的居住、工
作、游憩、交通需求，让他们生活更
加方便。

11月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匡廷云在首届长江上
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简称城市花
博会）上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发展花卉产业可以为重庆带来两
大好处，一是培育新兴产业；二是助
推重庆打造花园城市、生态城市。

“重庆于我而言，有一生中最可
贵、最难忘的记忆。”匡廷云说，早在
1950年，15岁的她作为四川省资中
县学联副主席来到重庆参加了第一
届西南学生代表大会，聆听了邓小平
的报告，坚定了她一生追求科学研究

的决心。
1951年，匡廷云从重庆朝天门坐

船去武汉，再从武汉坐火车去天津再
到北京，此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学习，开
始了她奉献一生的植物化学研究。

“当年，我看到朝天门地区有很
多吊脚楼，觉得重庆这个城市有些老
旧。”匡廷云告诉记者，这次她再次看
到朝天门，感觉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现在的重庆，城市既现代又
梦幻，让她深刻地感受到了这座“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水城威尼
斯，但威尼斯不像重庆除了水还有
山。重庆有山有水，有文化有历史，
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交融的地方，
在建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同
时，可以加大生态城市建设力度。”匡
廷云表示。

匡廷云说，虽然重庆地处西南，
光照度不强，但是可以通过生物技术

应用，建设温室大棚和设施农业，培育
高端花卉、有机蔬菜和高品质中药材。

匡廷云认为，首届城市花博会
的举办，对重庆有重要意义。一是
助推重庆高质量发展，助推城市生
态文明建设，还能提高市民生活和
文化水平；二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重庆原是老工业城市，通过发展花
卉产业，打造智能化工厂，可以培育
生物产业这个新兴产业。

“重庆应该加大本土特色花卉
的培育力度，通过生物技术提高花
卉的品质和产量，更好地打造花园
城市。”匡廷云建议，重庆可以开展高
楼屋顶绿化，打造更多立体绿化项
目；注重桥头绿化，根据不同的季节
布置不同的花卉；还可以借助城市
花博会的东风打造现代化的植物
园，在推广生物前沿技术的同时，进
一步开拓市民视野，让花园城市的
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

借花博会东风 培育新兴产业
本报记者 廖雪梅 郭晓静

首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
会开幕式暨2018生态城市发展与城
市治理现代化高峰论坛，11月7日在江
北嘴正式举行。论坛期间，中国工程
院院士江欢成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
的专访。他表示，重庆有自己独特的
山水资源，一定要将其开发利用好。

“重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
漂亮。”江欢成说，重庆依山而建、临
水而居，又以桥相连，其地理特点是

很多城市不具

备的，让人印象深刻。他还为重庆作
了一首打油诗：“多桥网络重庆，四岸
更美丽，单轨穿墙，车越顶，高楼脚下
彩云飞。”

江欢成认为，重庆要保护好自己
的山水资源，用现代化的方式去开发
利用好它们，把它们的潜力挖掘出
来。“比如说，两江四岸是重庆的宝贵
资源，市民应该更多地去‘享受’它
们。所以，政府层面在规划两江四岸
的建设时，应该让建筑和两江四岸保
持一些距离。”

就保护山水资源的问题，他还提
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构建大平台，即
建高层建筑，“向天要地”。“这样的建
筑风格，类似于古代的‘空中花园’”，
江欢成说，重庆现有建筑中，洪崖洞
便是典范。它立足于嘉陵

滨江路，头顶沧白路，楼梯电梯自动扶
梯，上下相连，把2D变成3D，便捷高
效，也做到了大空间、大平台。

同时他表示，未来的高层建筑，
可能会是模块化、装配化、叠桥式的，
像“搭积木”的形式。这样一来，建筑
设计可以更有“交叉感”，公共区域也
可以更多。

第二点建议，则是以造桥的方式
来构建建筑。江欢成说，重庆是桥
都，桥非常多，未来也会有更多的
桥。如果能在桥的设计和修建上进
行探索，不失为设施规划的好方式。

“比如，我们可以把桥加厚，让桥
面成为交通要道和花园。而桥的下
方或内部，则修建商场、酒店等，这样
不仅可以节约空间，也能充分利用重

庆山水资源。”江欢成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

重庆要利用好山水资源
本报记者 杨骏

“重庆有山有水，再让鲜花
与山水相融相依，整个城市将
更加美丽。”11月7日，来渝参
加城市花博会的浙江人文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文园林
公司）董事长陈胜洪说。

人文园林公司在重庆参与
了照母山、悦榕庄的园林项目
建设，陈胜洪曾因此多次来到
重庆。

重庆山水相依的城市构
造，特别适合多用鲜花来装点
城市，形成山、水、鲜花交相辉
映的城市景观。相关部门可以
在园林、城市道路和河岸等诸
多区域，多栽培一些鲜花。“但
同时，也不能胡乱在城市中增
添鲜花。”陈胜洪建议，政府应
事先做好整体规划，合理布
置。尤其是要注重花卉品种的
选择、色彩运用和低成本维护。

具体来说，哪些地方

最适合种植什么品种的花、什
么颜色的花，都要有明确的规
划。所选的花卉，要与人们的
生活相关联，并尽量避免对人
造成伤害。比如在道路旁，不
适合用带刺的花卉植物，因为
这类植物容易伤到人；无论在
何地，都最好不要每个季度去
重新栽培花卉植物。尽量用可
循环再生的花卉植物，可大大
减少浪费，降低维护成本。

（本组图片均由特约摄影
龙帆摄）

浙江人文园林公司董事长陈胜洪：

城市如何栽花应做好整体规划
本报记者 黄光红

人物专访

11月7日，大剧院展场，漂亮花卉引来市民留影。 11月7日，江北嘴中央商务公园鲜花通道设计迎宾客。
记者 卢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