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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以来，对品质的追求乃至“品质运动”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 [1]。品质成为各学科及各行业

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①。在理论方面，据不完全统计

有“服务品质理论”[2]“价值品质理论”[3]“社会品

质理论”[4] 等研究主题。更多的实证研究则与社会生

活交集，如公交服务品质 [5]、生活品质 [6]、城市生活

品质评价 [4,7] ；社会卫生条件对生活品质的影响 [8]，住

房规模、社会互动、设施条件与居住条件感知品质的

关系 [9] 等。值得指出的是，对“良品”（好的品质，

good character） 与“劣品”（vice character）的研究，也

已成为西方品质研究的议题之一②。

然而，已经成为学术热点的“生态实践”（图 1）
尚未与“品质”关联思考与研究③。同时，存在着较

多的以“生态”为目标而实际生态绩效、生态品质远

未臻完善甚至产生负面生态绩效的例子，说明对生态

实践品质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简言之，对生

态实践品质展开深入研究，可进一步提升生态实践项

目的质量和效益，既是实质性推动生态实践智慧水平

的具体举措之一，也是提升生态实践生命力的关键议

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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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质”与“生态实践”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目前尚缺乏

“高品质生态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在对“生态实践”概念进行文献梳理

及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实践”及“生态实践品质”的概念界定；

在对国内外近 50 个优秀生态实践案例进行多方面梳理解析的基础上，归纳提

炼出高品质生态实践的 10 个核心特征；并从逻辑路径、研究路径、方法路径

三个角度对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步骤展开了初步探讨。

Abstract: Both the “quality” and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are one of the hot spo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present day, but there are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higher quality practic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practi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ecological 
practice” and “ecological practice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and analyzing 
nearly 50 excellent ecological practice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identifies 
10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quality of ecological practices, and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steps to achieve higher quality of ecologic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gical path, research path and metho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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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生态实践及生态实践品质的认知

对“生态实践”及“生态实践品质”的认知是分析高品

质生态实践核心特征的前提和基础。

1.1  对“生态实践”的认知

1.1.1  “生态实践”的词性解析与界定

从语义学角度看，“生态实践”有两种意义。其一，生态

实践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简称。

此语境下“生态实践”是中性词，因为生态实践的结果或绩效

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也可能是相反；其二，生态实践是“达

到了改善生态环境目标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简称。此语境下“生

态实践”是褒义词，指代生态实践的结果 “改善了生态环境并

取得了其他的积极效应”。本文认为，对生态实践的界定必须将

以上两种含义都加以考虑。经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有关生态

实践的界定主要从价值向度、改造与维护、人地协调、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生态意识下的活动、保护与改造、良好生态环境

等角度进行①，绝大部分从褒义、少部分从中性角度界定。

由于“实践”具有明显的中性词性质，故在相当程度上

决定了“生态实践”也具有中性词性。实际上，相关学者的论

述——“提升生态实践的有效性”“降低规划设计师主观上积极

却造成（生态实践）客观上消极的可能性”[10] 明显具有“生态

实践”并非是褒义的（以及并非必定取得积极结果）的意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生态实践”的定义如下：生

态实践是实践主体以达到良好的经济—生态效益、文化—社

会效益、美学—艺术效益为目标，对生态实践客体（自然系

统、社会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寻求改造与维护、

改善与提升、优化与再生结果的各类主动性活动与过程。此

定义中，尽管生态实践目标具有明显的生态属性与特征，且

生态实践主体具有“寻求”各类活动的良好结果的主观意

愿，但目的与意愿的生态化不能保证过程的生态化，更不能

保证结果的生态化。这里，“良好的愿望往往不等于良好的

结果”是对这一现象的恰当佐证，也说明了将生态实践视作

中性词比将之认定为褒义词更具合理性。

1.1.2  生态实践的一般特征

对生态实践一般意义特征的认知，既是对其进行深入研

究的必要，也是探求高品质生态实践的必需，笔者提出从 9
个方面表征其特征及其类型（表 1）。

1.2  “生态实践品质”界定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品质”有两层含义。其一为行

为、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如道德品质；

其二为“物品的质量”。可以发现，“品质”与“质量”一样，

是中性状态词而并非褒义词。即，可以说“景德镇瓷器品质

优良”或“高品质的景德镇瓷器”来赞赏景德镇的瓷器，但

不能说“景德镇瓷器品质”或“品质景德镇瓷器”来赞赏景

德镇瓷器。

因此，目前学界较为热衷的“品质生活”“品质环境”“品

质城市”“品质规划”实际上都漏了“高”，是将“品质生

图 1  生态实践研究热点时序图谱

① 笔者整理分析了 13 种较具代表性的国内外“生态实践”界定，因篇幅所限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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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实践的一般特征、描述及类型

生态实践的

一般特征
生态实践一般特征描述

生态实践特

征分类

主动性 与实践是实践主体的主动性行为一样，生态实践也是各类生态实践主体的主动性行为，包括其目标与愿景、方法与手段，等等

主体性特征
能动性

相对于未进行改造、建设的环境区域，生态实践具有明显的“建设性”，是一个需要耗用能源、能量、材料，具有多种“做功”，以及

众多的“功”集中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生态实践的外部性

多主体
生态实践的主体有多种构成，包含人居环境中所有有主动行为能力的人群。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生态实践的投资、设计、

建设、使用方；当地人、外地人和国外旅行者，等等

致变性
生态实践过程及其结果会引起其作用对象、地域的各种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及其性质是不确定的。变化的产生既可能是自上而下的，

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既可是精心策划、组织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分散的、随机的、无规律的变化过程

客体性特征多客体
生态实践的对象可以是区域层面的，也可能是城乡尺度、城市 / 城区尺度、社区、建筑、小品等等。更重要的是，既可以是物质性的，

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如制度性、信息性、服务性的，等等

外部性
生态实践活动除了对其实践对象的空间环境、社会生活、景观效果等产生各种直接的作用和影响，还会对其外部或者广域环境产生各

种间接影响；除了对人产生影响外，还会对自然环境、人以外的其他生物产生影响；除了对当代产生影响，还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泛在性

生态实践没有空间范围的局限，可以在任何空间规模（宏观、中观、微观）、空间类型（生态空间、社会空间、景观空间……）

层面上进行和展开。宏观的如国家大区域范畴的生态建设与治理，微观的如一个独立个体的某种工作、生活、消费行为。生态实践还

可以在任何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开展，可以在任何规划设计类型中进行。泛在性体现了生态实践与生产实践、生活实践的高度交

融性与不可分割性，也体现了其跨界性和普遍性 时空性—不

确定性复合

特征地域性

生态实践往往位于特定的空间地域。生态实践的计划和落实，规划与建设都要受地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生态实

践所产生的效果也主要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这决定了对生态实践的研究需要考虑地域、地方因素，但并不等于无法总结具有一般

意义的生态实践的理论认知

目标与结果

的分离性

无论生态实践的结果如何，生态实践主体的基本目标都是改善人类所处的环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的目标与其行为达到的结

果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一致性。在很多情况下，生态实践的“生态愿景”目标与结果之间是分离、背离的，甚至是完全矛盾的、对立的

① 与前文对“生态实践”的界定相同，“城市生态实践品质”的界定亦从中性词角度进行。

② 以已建成的物质建设型项目为主，适当兼顾其他类型，并与笔者的实地考察相结合。

活”“品质环境”“品质城市”“品质规划”与“高品质生活”“高

品质环境”“高品质城市”“高品质规划”加以等同，但实际

上不可等同。同样，“生态实践”尽管给人褒义的感觉，但

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生态实践品质”与“高品质的生态

实践”截然不同。生态实践既可以具有高水平，也完全可能

具有低水平。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对“生态实践品质”作出如下界定：

生态实践品质是指由价值、理念、方法、逻辑、行为等综合

因素决定的生态实践所实现的物质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

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精神功能等方面的各类综合作用

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内、外部效应的总和①。

2 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核心特征解析——基于案例

前文对“生态实践”的界定及特征的阐释，说明生态

实践并非天然地必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效果。这提示人

们，必须在生态实践的全过程将“品质”作为关键问题加以

考量。笔者认为，具有高品质特征的生态实践是其正常地发

挥积极作用的核心。这就带来如何识别、归纳、提炼、表达

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核心特征这一问题。笔者收集整理了将近

50 个国内外的优秀生态实践案例②，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多角

度解析，将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核心特征归纳为 10 个方面的

积极性属性。本文认为，当生态实践项目具有若干或大部分

的高品质特征，则其将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品位，也能够发挥

积极的综合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高品质生态实践核心特

征的解析具有学术意义与实际价值。

2.1  生态性
生态实践的基本目标具有生态属性，因而高品质的生态

实践首先应具有“生态性”，包括发挥生态工程或生物工程

的积极作用，使生态实践具有生物友好性，提升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服务功能，通过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和生态效益，等等（表 2）。

2.2  智慧性
生态实践智慧是人类在对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关系深刻感

悟的基础上，成功从事生态实践的能力，是一种选择“正确

的”生态知识成功进行生态实践的能力 [22]。笔者认为，生态

实践智慧体现了“柏林智慧模式”的若干特点：简单及低投

入下的高效益和长期效益；基于机巧性巧妙缓解困境等。在

规划设计及营建方面智慧性体现在：结合自然而非抵抗自然，

智慧地适应变化，等等。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智慧性体现出精

准、机巧性，与科学性密切相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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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生态性解析

生态性内容 生态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生态工程与生物工程 利用自然做工，获取自

然生态效益

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采取石堰、河床卵石铺砌、挡水石等措施，保护河床与河岸，增加水中氧气，为微生物

生存提供缝隙 [11]（附图 1）

本土植物与乡土植物 利用本土与乡土植物

快速恢复自然生态生

境，促进生态系统的

自我维持

（1）爱尔兰克劳夫乔丹生态村：优先种植本地植物，促进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种植的各种当地果树创造了“可食

用的景观”[12] ；

（2）纽约高线公园：几乎一半的植物系本地品种，许多植物具有耐旱性，几乎不需要额外的浇水，有利于高线公

园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 [13]（附图 2）

生物友好性设计 考虑生物多样性 （1）芝加哥滨河步道项目：不锈钢和再生柚木制成的定制栏杆高度充分考虑了适合鸟类栖息 [14] ；

（2）中国福州市福道：桥面格栅板缝隙为 1.5 cm，既满足轮椅通行，也给步道下方的植物最大限度的生长空间 [15]；

（3）美国加州因约县欧文斯湖大地艺术：雕塑形态有利于候鸟、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堆叠的岩石使生物免受

风和捕食者之害，有助于生物多样性 [16]

为生物创建合适的

生境

人工物质性建设的生态

导向；生境再造与维持

（1）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河底保留低洼地以使清淤时鱼有藏身之处。在河底与驳岸上设置通风口和大漂石，

创造丰富多样的环境，有利于水生物的栖息繁衍 [17] ；

（2）西雅图中央海堤：重建鲑鱼迁徙路线。通过在混凝土人行道结构中加入玻璃增加自然光量，为鲑鱼走廊提供

最佳自然光线，避免了幼年鲑鱼迷失在深水中的危险 [18]（附图 3）；

（3）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公园：多种植被和多种动物形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公园内生态环境时刻受到监测，必要

时会控制人流量以保障生态平衡 [19] （附图 4）

生态服务功能提升 获得积极的生态效益 （1）韩国首尔清溪川：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河流原有的面貌，生物物种数量增长 6 倍；河道周边地区气温降低减缓

了城市热岛效应；水系走廊风道减轻了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 [20] ；

（2）西雅图中央海堤：扭转了 70 年来海滨环境恶化的现象，为振兴鲑鱼种群和海洋生物迈出了重大一步 [18]

与自然和谐共生 设计促进与自然的和谐 美国伍德兰兹·麦克哈格在回顾伍德兰兹规划设计成功时说，“……证明了与自然一起设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

是有利可图的。没有什么能比正义与利益的结合更好的了”[21]

2.3  多效能性
指高水平生态实践在具有生态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多种

被人们所需的其他各类积极功能与作用。这些功能与生态实

践项目的生态功能有机融合在一起并互相支撑，是形成良好

的综合效益的基础（表 4）。

2.4  转化性（转优性）
转化性（转优性）反映了高品质生态实践的一个显著特

点——化腐朽为神奇，即：通过成功的生态实践，将原来处

于困境中的、生态环境质量恶劣的对象转化成具有优良生态

环境和积极作用的空间区域及场所（表 5）。

2.5  人文性
高品质生态实践的人文性是指生态实践所具有的人文观

念和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赋予生态实践项目的人文功能和

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教化、用文化艺术陶冶

人、促进社会和谐、在生态实践过程中赋予空间和景观具有

多方面的幽默与趣味属性等（表 6）。

表 3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智慧性解析

智慧性内容 智慧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仿生规划设计建设 向自然学习 中国赣州古城是历史上著名的“龟城”，系城市仿生的杰出代表。北宋修建的地下排水系统至今仍正常运转，使古城千年

不涝，体现了我国古代在城市防洪方面的卓越成就 [23]

低投入但获得长时

期的高收益

适应自然的生态

智慧

中国都江堰：充分尊重和利用灌区地理条件，完全不依赖人力自动实现引水调节功能。更像自然设施而非人工设施，甚至

解决了现代水利工程泥沙淤积这一巨大难题，建成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 [24]

巧妙解决困境 利用科学规律的

生态智慧

广州海珠生态城：虽规划绿地面积比现状生态绿色面积减少，但通过生态绿地结构调整，提高植林率，规划总碳汇功能从

现状的每年 3 834.74 tC/a 增加到规划的 4 670.7 tC/a，提高幅度为 21.8%[25]

精准设计及建设 设计及建设智慧 （1）荷兰城市树木智能地图：将城市里每一株树的地点、信息、年龄、故事等上网公开，便于民众参观和树木的精准保护

及管理 [26] ；

（2）西雅图中央海堤：海堤透光面板的尺寸、形状和布局运用 3DS Max 软件，在对超过 35 种参数下的光线穿透水平模拟

后确定设计及建设方案 [18] 

精准管理与维护 管理智慧 德国汉诺威康斯伯格：要求建筑工程参与“土壤管理计划”，从地基挖出的土壤必须移交给土壤管理机构进行再利用 [27]

智慧政策 软性智慧 巴西库里蒂巴“绿色交换项目”：通过实施垃圾收集兑换食品与车票的政策，使该市垃圾循环回收率高达 95%，且减少垃圾、

降低疾病、增加农民收入，有利社会稳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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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多效能性解析

多效能性内容 多效能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多种功能聚合 单一空间具有多种

功能

（1）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园：具有调节雨涝、净化城市地表径流和自来水厂尾水、生产食物、满足市民游憩等多种功能 [29]；

（2）丹麦诺德哈文港停车场公园停车楼：该停车楼同时是具有生态内涵的公共空间和游乐场。其外墙种植植物，构成了

生机勃勃的绿色景观 [30]（附图 5）

生态与经济效益 

融合

单一场地发挥多种

效益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选择植物时考虑植物的多重效益，包括抗旱、耐湿、抗污染、抗风沙、耐瘠薄、抗病虫害，景观以

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31]

政治、环境、社会、

经济等多系统兼顾

单一项目具有多种

效能

韩国首尔清溪川：将项目细分为拆除建筑物、河流恢复、保障用水供应、维修下水道、建设道路等，包括排水供水、桥

梁建设、照明、景观、历史文化遗迹复原等 22 个小工程，兼具政治、环境、社会和经济系统多种效能 [32]

表 5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转化性解析

转化性内容 转化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棕地转化为

公园

空间属性转优 纽约高线公园：高架铁路曾决定要拆除，但民间人士和社区团结在一起重新规划建设了今天人人喜爱的高线公园。它已成为将废

弃地改造为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的全球性灵感来源 [13]（附图 6）

棕地转化为

艺术园区

空间景观转优 （1）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钢烟囱艺术文化园区：将废弃的伯利恒钢铁厂改造成艺术和娱乐场所。露天剧场每年夏天举办 50 场免费音

乐会，炼钢炉的壮观尺度是全年各类节日、艺术活动和音乐表演的绝佳背景 [33]（附图 7）；

（2）西雅图煤气厂公园：首创工艺遗址转变为公园的先例，使“丑陋”的工业景观向公园景观成功转化（附图 8）。公园山顶上有

一个精雕日晷。一直是夏季系列“和平音乐会”的独家场地，两场重要的独立日焰火活动 [34]

消极空间转

化 为 积 极 

空间

空间性质转优 （1）美国达拉斯城市公园：创造性地在八车道高速公路上建设了一个 5 英亩的露天公园，创造了“无中生有”的绿色空间，将消

极空间转变为积极空间 [35] ；

（2）墨西哥市某口袋公园：将桥下的闲置空间、街边或道路旁的消极空间建设成融入市民生活的口袋公园，为城市注入活力 [36]（附

图 9）

表 6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人文性解析

人文性内容 人文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关怀人 注重人的安

全；尊重人的

制度设计等

（1）鹿特丹水广场：雨水汇入广场前先通过净水系统，以保证对人无害。考虑雨水注满广场时的安全问题，布置具有空间美学性

质的警示系统。护栏防止儿童进入注满水的广场 [37]（附图 10)；

（2）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公园：公园为自行车禁停区，如被定位在公园内停车会立刻罚款 5 欧元；但如 2 小时内骑离，5 欧元又会

退回到账上。管理既人性化又有效果 [19]

对人的教化 促发人的友善

性

（1）美国北卡夏洛特市：街头劝人友善的宣传招贴（附图 11）；

（2）纽约地铁：站台中陈列着呼吁乘客们注意安全、关心他人、互相帮助的招贴（附图 12）

提供文化艺

术服务

以文化艺术提

升人的素质

（1）纽约高线公园：该公园是纽约市唯一一个有专门的多媒体当代艺术项目的公园，全年免费展览国内和国际多媒体当代艺术项

目 [13]（附图 13）；

（2）辛辛那提市河岸边发声乐器装置：新改造完成的滨水公园布置了世界上最大的的足钢琴编钟（附图 14）

社会融合 以社会和谐提

升人文性

德国汉诺威康斯伯格：重视社区的社会融合，外国人的比例超过 30%，远高于该市的平均水平。失业和贫穷人口的入住比例也高

于平均水平 [27] 

趣味与童心 以趣味和幽默

传播人文气息

和氛围

（1）鹿特丹水广场：1）水流动可见、可听、可触。2）夏天玩水、冬天溜冰。3）广场布置台阶，形成“人看人”的趣味性空间 [37]；

（2）美国加州通瓦公园：为儿童设置了巨型滑梯，造型具有童话色彩和童趣 [38]（附图 15）；

（3）香港公仔栏杆：用毛线将交通栏杆装饰成卡通形象，将基础设施转变成了身体设施，相关学者认为“这是最好的城市设计”[39]（附图 16）

2.6  历史传承性
一些生态实践项目是在历史悠久地区展开的。保留历

史遗迹和历史元素，保持场地特征，可以使得生态实践

地区的历史文化得到持续性延续，是其高品质的重要表征

（表 7）。

2.7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反映了生态实践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

使生态实践项目成为公众自己的事情，因而使得生态实践的

生命周期得到有效的延长，并因此使得生态实践项目具有较

高的品质（表 8）。

2.8  韧性
在深度认知自然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韧性体现在，顺

应、利用其规律，选择对自然界干预较小、付出代价较小的

路径作为生态实践的切入角度，因而使得生态实践项目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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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历史传承性解析

历史传承性内容 历史传承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保留历史遗迹 历史构筑信息传承 “上海船厂 1862”：创设于 1862 年的船厂内部的管道、构架、平台、吊梁、柱子等历史构筑均被保留（附图 17）

保留场地特征 历史空间信息传承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通过保留原有建筑、生产结构、机械、场地边界和湖滨线等，使场地特征延续 [40] 

利用历史元素 历史元素利用 （1）西雅图中央海堤：该项目的一些长椅由回收船舶的木材制成 [18] ；

（2）纽约高线公园：将现场许多铁轨和其他文物布置在原来的位置，并融入景观设计 [13] 

再生历史地区 历史与现实融合复兴 （1）上海杨浦滨江：仅杨浦滨江南段保护 / 保留的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就达 26.2 万 m2。该地区的重建致力于“再

利用”工业遗存，“重修复”原生景观 [41] ；

（2）“上海船厂 1862”：将具有 160 多年历史的工业遗存改造成集商业、住宅、酒店、剧场、时尚艺术中心等功能

在内的陆家嘴滨江金融城，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复兴

表 9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韧性解析

韧性内容 韧性表现 代表性案例

适应自然，提升空间

韧性

空间适应性促进韧性 芝加哥滨河步道项目：设计了适应定期洪水淹没的铺路、种植和照明系统。遭遇洪水时关闭步道，洪水消退后 12

小时内即可完成清洁工作重新开放，展现了强大的恢复能力 [14] 

通过功能设计增强

韧性

精细设计促进韧性 汉堡 “港口城”和“跨越易北河”项目：两者临江受洪水威胁较大。为增强韧性将临江住宅地下室改造为停车库或

商店，不用于居住；并在洪水发生时使用临时安装的防洪门保证安全 [44]（附图 19）

通过韧性设计适应气

候变化

通过适应气候变化提

升韧性

中国“新首钢”生态湖公园：大面积旱溪、干塘与生态湖连通，旱季作为绿地景观，雨季被雨水浸盖而形成特色观

赏水景，既提升了应对季节性气候变化的能力，又增加了景观的多样性 [45]（附图 20）

提升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对整体韧性

的积极作用

神户六甲道车站北地区灾后重建：致力于提高社会韧性。包括：增加年轻人比例；住宅重建中引入社会住宅并优先

满足青年租客，以应对社区高龄化问题；组织民众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维护 [46]

表 8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公众参与解析

公众参与内容 公众参与表现 代表性案例

公众参与项目的设计

与实施过程

公众参与领域 哥本哈根超级吉琳三色公园：是位于人口稠密的中心区域的异质场地拼贴。并非由设计者一次性定稿完成，而是由

民众参与其中，包括色彩的选择等 [42]

公众参与提升知名度 公众参与效应 （1）英国布莱顿文化小径：鼓励公共参与，号召当地人拍摄宣传这条路线的电影 [43] ；

（2）纽约高线公园：本身就是由非营利性组织“高线之友”创立、推动并名闻遐迩的项目 [13] 

公众参与与政府主导

相结合

公众参与方式 韩国首尔清溪川：政府主导，公众参与。成立复兴改造研究团体、市民委员会等由市民和专家组成的民间机构，保

障了项目的高效、科学实施 [32] 

公众参与的制度规程 公众参与制度设计 （1）爱尔兰克洛赫乔丹生态村：支持社区农业和地方经济，引入地方民主治理，探索社区流通货币 [12] ；

（2）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公园：超过 300 个风格各异的出租小花园由草根组织自我管理，收获的果蔬吃不完供人随

意拿取 [19]（附图 18）

常和突变情况下均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并因而提升

了生态实践的品质（表 9）。

2.9  生态 + 艺术
艺术属于感性文明的范畴 [47]。一方面，艺术与生态一起

构成了“诗意栖居”的必要基础；另一方面，艺术与生态都

是高品质设计的表征因素 [48]。生态融汇艺术性，与艺术蕴含

生态性都是符合人类发展大趋势的要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高品质生态实践是以艺术为重要手段来达成生态目标；当生

态实践项目在成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赋予了客体较

好的艺术水准，则可认为生态 + 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生态实践

项目高品质的重要表征（表 10）。

2.10  高水平人力资本
任何类型的生态实践必须有一定数量、质量、种类的资

本投入及运作，生态实践资本由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

资本构成。生态实践品质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人力资

本作用贯穿于生态实践过程的全部环节之中；人力资本的生

态意识决定了生态实践项目的生态水平，人力资本的智慧程

度决定了生态实践智慧的水平（表 11）。

3  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路径初探

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路径与实践者的思维逻辑、研究

视角和研究过程，以及所采取的方法步骤紧密相关，分别指

代了逻辑路径、研究路径和方法路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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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生态 +艺术”解析

“生态 +艺术”内容 “生态 +艺术”表现 代表性案例

艺术与节约资源 “生态 + 艺术”兼具

经济效益

巴黎 T3 南线延长线：选用需水量更少的植物，既达到更好的环境艺术效果，又可节约大量水源 [49]

艺术与废旧物利用 “生态 + 艺术”促进

资源优用

（1）洛杉矶生态村：用旧自行车零件制作铁门 [50] ；

（2）巴塞罗那奎尔公园：原是一个位置偏远、销售不成功的住宅区的一部分。艺术家高迪使用瓷砖和玻璃碎片以及

粗糙的石块，最便宜的建材，创造出最华丽的公园景观，已成为巴塞罗那重要的地标之一 [51]（附图 21）

艺术与开放空间活力 “生态 + 艺术”增加

空间魅力

哥本哈根超级吉琳三色公园：人口稠密区域的异质场地拼贴。通过黑色广场、红色广场和绿色公园，增强场地内多

样性和艺术性 [52]（附图 22）

艺术与生态文化表征 “生态 + 艺术”提升

文化生命力

（1）韩国首尔清溪川：将文化墙作为该项目的九大节点之一布置在中间位置，使生态改造与文化复兴相得益彰 [32] ；

（2）上海钢琴厂改造：改造后的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呼应了钢琴元素，在产生生态功能的同时形成了具有艺术特色

的景观造型 [53]（附图 23）

艺术与生态功能彰显 “生态 + 艺术”触发

城市功能元素创新

科西澳的“流动花园”：按照科西奥的计算，如果纽约市的 4 500 辆公交车都能做成绿色车顶，在美化城市的同时可
增加 3 万 m2 的流动绿地面积 [54]（附图 24）

艺术与生态教育 “生态 + 艺术”优化

人力资本

韩国釜山海云台塑料美人鱼雕塑：雕塑边有 4国文字的生态宣传，包括：该雕塑材料来自夏威夷北海上的巨大塑料漂

浮群，其面积是韩国国土面积的 7倍；韩国每年人均塑料消费量达 108 kg，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倍，等等（附图 25）

表 11  高品质生态实践之高水平人力资本解析

高水平人力资本内容 高水平人力资本表现 代表性案例

高度的生态意识 生态品位 洛杉矶生态村：鼓励自行车及共享汽车，没有汽车的村民可获每月 20 美元的房租优惠。生态村一半居民没有汽车；

设置“衣服交换聚会”； 即便夏季炎热生态村住户也不安装空调，只是在二楼的房间使用电扇 [50]

理性的科学精神 科学素养 巴黎 T3 线：规划与建设决策依据客观现实。为保证安全，尽管安装照明设备产生一次性和长久的运行成本，也不

吝啬此项注资 [49]

志愿者文化 奉献精神 （1）《一个纽约——规划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城市》：目标之一是志愿者达到纽约市民数量的 25%[55] ；

（2）纽约志愿者组织“城市黑客”：利用被忽视的城市空间（含水面、空地、屋顶、小巷等），建造绿色驳船、分时
后院、街道泳池、屋顶庇护所、城市蜂巢甚至巷道养鸡场等 [56]

构筑多类型善境② “高水平人力资本”

与空间积极效应

（1）纽约：街边特定空间在特定时间对市民开放（附图 26）；
（2）中国江苏省泰州市响砖街道：街上特殊铺砖走路发出响声，如老人小孩摔跤会有异响，提醒邻居与路人及时帮助；
（3）澳大利亚墨尔本博物馆：致力于成为“自闭症儿童友好的博物馆”，提供适合自闭症患者的各类参观路线和展

示空间 [57]

全面的“善行”（善

良行为）

“高水平人力资本”

的道德作为

（1）纽约轨道交通入口处商店空调：回收空调冷凝水节约水资源，又保持通道干净、不湿滑，体现了生态意识与公

德（附图 27）；
（2）美国北卡州立大学：2018 年 8 月该校餐厅收费柜台列示了其供应的各种食物距学校的距离，以提醒人们的食
物偏好对资源消耗及可持续性的影响；

（3）日本“寺庙零食俱乐部”：获得 2018 年亚洲最具权威的设计大奖。由奈良安养寺发起将供奉菩萨的食品寄送给
贫困儿童 [58]。此项目的生态性：利用贡品接济穷人，避免贡品过期被扔而浪费资源；此项目的温暖性：为照顾弱

势群体不惜“冒犯”神佛

① PDCA 循环最早由休哈特首先提出。每轮 PDCA 循环都使目标或标准达到一个新高度，是有效进行任何一项工作的合乎逻辑的普适性程序，

应用广泛。参见：段志成 . 工程项目管理标准化作用机理研究 [D]. 天津大学博士论文 , 2012。
② “善境”本文专指中微观空间温暖、温馨的氛围。

3.1  逻辑路径 ：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 PDCA 循环
逻辑路径是与达成某目标相关的相对正确的思维活动

所表达的合规律性进径。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本质与全面质量

管理思想具有关联性。借鉴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推广的

PDCA 循环①，笔者将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逻辑路径表达

为 PDCA 四个阶段，P 指 Plan（计划），D 指 Do（执行），C

指 Check（检查），A 指 Act（处理）。这四个阶段的全循环

或部分循环可在一定程度上对高品质生态实践提供思维与逻

辑方面的支撑（图 2）。

图 2  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 PDCA 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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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路径 ：基于生态、智慧、人文的技术路线
本文认为，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核心要素从研究及实施过

程角度而言，包括生态、智慧与人文三个方面。生态（性）

表明生态实践应在遵循生态环境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展开，

智慧性描述了高品质生态实践的创新—科学性，人文（性）

则指代了生态实践的出发点与归宿。基于以上三者的技术

图 3  基于生态—智慧—人文的高品质生态实践技术路线

路线将使生态实践研究建立在一个相对协调有效的架构之

上（图 3）。

3.3  方法路径 ：高品质生态实践的达成步骤
本文从目标、措施、技术、环境、文化与社会参与等 6

个方面提出达成高品质生态实践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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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品质生态实践方法

4  结语

高品质的生态实践才是有意义的。研究高品质生态实践

的核心特征对于生态实践项目产生积极的综合功能和综合效

应具有促进作用，也是实现生态实践价值及智慧性的重要过

程，具有较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基于对生态实践及生态实

践品质的分析以及对国内外生态实践案例的解析，本文提出

了生态性、智慧性、多效能性、转化性（转优性）、人文性、

历史传承性、公众参与、韧性、生态 + 艺术、高水平人力资

本等 10 条高品质生态实践的核心特征，并对达成高品质生
态实践的逻辑路径、研究路径和方法路径展开了初步探讨。

有必要指出，高品质生态实践的含义和内容非常丰富，对其

认知、识别、分析，乃至达成途径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和多

专业的问题，既具有交叉性又具有复杂性。本文仅为引玉之

砖，期待今后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注：文中未注明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附图 1  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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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西雅图中央海堤项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附图 4  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公园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附图 2  纽约高线公园植被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透光性表面

太阳能
照明栏杆

海藻群落恢复

透水步行
地面

幼鲑鱼
洄游走廊

附图 5  丹麦诺德哈文港停车场公园停车楼屋顶游乐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0]

附图 6  纽约高线公园建设前后
资料来源：左为乔·斯坦菲尔德（Joel Sternfeld）的《行走高线》（Walking the High Line）（2009）一书封面；

右为沈清基拍摄

附图 7  美国伯利恒市钢烟囱艺术文化园区实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3]

附图 8  西雅图煤气厂改造前后
资料来源：http://www.51wendang.com/doc/bb4d487f13198ef12a1731d9/3（左）；https://www.planetizen.com/files/img/gas—works—park.jpg.bb4d487f13198ef12a1731d9/3（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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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墨西哥市的桥下积极空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6]

附图 10  荷兰鹿特丹水广场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11  美国北卡夏洛特市
街头的教化招贴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12  纽约地铁站台上呼吁乘客们互
相帮助的招贴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13  纽约高线公园的艺术品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14  美国辛辛那提市河边世界上最大的足钢琴编钟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17  “上海船厂 1862”内景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16  用毛线将交通栏杆装饰成可爱的公仔
资料来源：http://www.sohu.com/a/283579277_100039262

附图 15  美国加州通瓦公园
资料来源：https://www.gooood.cn/tongva-park-and-ken-genser-square-by-james-corner-field-

oper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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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0  新首钢生态湖公园不同降雨情境下水面变化情况（左 ：日常情形 ；中 ：小雨情形 ；右 ：暴雨情形）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5]

附图 18  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公园中小花园一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附图 19  汉堡港口城临河建筑平时状况（左）与被洪水淹没时状况（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4]

附图 23  改造后的上海钢琴厂呼应了钢琴元素（左图为 1 号楼屋顶绿化，右图为山墙垂直
绿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3]

附图 24  公交“流动花园”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4]

附图 21  巴塞罗那奎尔公园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1]

附图 22  哥本哈根超级吉琳三色公园平面图
资料来源：http://www.landezine.com/index.php/2013/02/urban-revitalization-superkilen-by-topotek1-big-super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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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6  纽约某定时对公众开放的空间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25  韩国釜山海云台废旧塑料
美人鱼雕塑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附图 27  纽约轨道交通入口处商店空调的
冷凝水桶
资料来源：沈清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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