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9 月 22 日上午，德国教
研部原部长、同济大学名誉博士沙万

（Annette Schavan) 女士来访我校。
在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德学部主任吴
志强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德学部，
并在中德大楼 1012 会议室与德国研究
中心的师生就当前德国形势以及中德
之间的文化交流展开座谈。座谈中，
沙万女士对 2016 年欧盟与德国所面临
的危机进行了辩证的阐释，认为阻力
是必然的，前景是乐观的。在谈到高
等教育时，她强调要尊重年轻一代对
未来的愿景，并应把诚信和宽容等积
极价值观传递给新一代的莘莘学子。
沙万女士此行还参观了德文图书馆，
对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
了解。

“中国人工智能 2.0”

规划建议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9 月 28 日，中国工程院在杭州召
开“中国人工智能 2.0”规划建议研讨
会，徐匡迪主席、浙江省冯飞副省长，
科技部李萌副部长出席了会议并做重
要发言。本次会议为中国发展“人工
智能 2.0”做总体目标和战略布局。同
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在会上汇报
了人工智能在智能城市中的应用，指

两代人生活方式的骤然断隔。一旦离
开了乡村，年轻一代感兴趣的只有都
市的生活方式。一年中，难得从打工
的城市回到乡村，让他们骄傲的是在
都市的经历，许多家长也因为孩子能
够在都市生活而骄傲，并不为孩子失
去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而感到失落。
回乡的日子中会有些置于舞台般场景
中的展示性的生活实践，等戏完了，
继续回到都市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二）乡村的景走了。在四川的
地震灾区，我发现所有生活改善的家
庭，不管是通过做生意，还是在都市
里打工、还是卖农产品挣得的，都把
木柱夯土架构的民居改成了红砖空斗、
预制板、无圈梁、外贴白瓷砖的小洋房。
乡村的房屋发生着剧变，村民为改造
了自家的房院感到自豪和骄傲，住在
传统房屋中的人也会以羡慕的眼光看
着新房屋的建起。传统乡村的景观像
马赛克一样快速移动、翻版。然而，
大地震进行了遴选。传统乡村景观中
的木架构的房屋只受到了地震的损害，
并没有大规模塌方；与这场景相对照
的是，红砖空斗、预制板、无圈梁的
房屋，在地震中成了最大的杀伤力。
在地震的伤痛中，我们反思传统乡村
房屋、庭院的好与智慧，悟到了坚守
的宝贵。

（三） 乡村的山水走了。人人都
在关心都市的环境问题，上到习大大
下到小白领，都市人的智能手机里都
按上实时监测 PM2.5 的 App，可只
有真正到乡村去的人才发现儿时小溪
中的鱼虾早已不在了，儿时戏水的池

  协同创新简讯   
 第 1 页

   协同创新简讯   第 4 页

敬呈：李红卫  区长

CIUC NEWSLETTER
2016 / 10 / 14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协同创新通讯 

China Intelligent Urbanization Co-creation Center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同济大学

电话：+86   21-65980048

传真：+86   21-65983414

邮箱： ciuc@ciucc.org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文远楼 2 楼 218 室

网址：www.ciuc-cocreation.org 

            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 14 日，

           中心网站共有 149246  位访客

主编：吴志强     

责任编辑：牛艳艳

编辑：裴培  干靓  秦同娣  孔翎聿

责任设计：宋一鸣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

长三角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Yangtze Delta Region Urban Economic Coordination Offic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思想聚焦
FOCUS

新闻速递
NEWS

留住乡愁 用心规划
吴志强（同济大学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乡愁一
乡愁，是对过去纯粹的回忆，是

离乡后的魂牵梦绕，是把现实生活的
烦恼隔离后留下的美好积聚。而今天
的乡愁是对乡村问题的惆怅，所以我
更愿意思考今天乡村的问题，带着对
大工业文明时代的追忆，以及 150 年
前英国大都市集聚后恩格斯对现代城
市规划创造理想社会的预言。

 
乡愁二
过去的几年间，因为参与中国特

色城镇化道路课题的调研，我走了九
个省的不同乡村，浙江、安徽、四川、
湖北、河南、重庆、广东、福建，还
有东北的乡村。对我来说，过去的美
好已经走得太多：

（一）过去的乡村生活走了。所
到之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乡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 年后出生的
孩子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学习传统农村
生产和生活方式，似乎有一种集体的
默契，孩子生来就是要离开村庄的，
早则十五、六岁，迟则二十五、六岁。
他们期待的是城市的生活。传统的农
村生活方式没有继承和传递者，这是

丁文华院士、徐志磊院士出席会议。
来自浙江大学、中央电视台、北京师
范 大 学、 同 济 大 学 的 四 个 课 题 组 分
别做了课题汇报。同济大学并就上海
IEID 会议数字创意分会场的筹备情况
做了介绍。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

筹备视频电话会议召开

10 月 11 日下午，工程院组织的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视频电
话筹备会顺利展开。吴志强副校长向
周济院长介绍了我校对“数字创意及
产业”论坛的筹备情况，并就我校的
筹备组织、目前专家邀请情况、会议
地点、议程安排、会议宣传、VI 设计
以及志愿者招募情况一一做了介绍。

周济院长表示，要把上海作为世
界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心，我们要形成
新的产业发展论坛，本届创新与新兴
产业发展国际会议今后每年要与上海
市国际工博会结合起来，做成可持续
的会议。今年 5 月以来，上海市人民
政府。科技部，商务部，以及联合国
发展组织，经过各个部门的支持，我
们的筹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还
有 20 天，我们群策确立，通力配合，
精心部署，希望这次会能成功，成为
全球有影响力的会议。

出一方面要从中国城市的需求出发，
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关注国际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前沿，建设“人 - 机 -
城”的智能城市新范式。

塘被堆满了包装抛弃物、白色污染和
不能分解的工业废弃品，祠堂边的小
河里漂浮着垃圾，桃树的枝桠上缠绕
着塑料袋……能够发现几个有基本垃
圾回收处理机制的村庄，真会让你感
到无比的幸福和眼前一亮。

（四） 最可怕的是，乡村的人走
了。我曾经带着一批研究生到安吉做
农村生活调查。乡书记说，最大问题
是具有组织社会生活能力年龄段的村
民在农村是很缺少的。每一家都把家
中劳动力按最优秀到最弱排序地送出
村庄。如果儿子是最好劳动力的，儿
子先走，父亲是最好的劳动力，就父
亲先走。剩下的都是劳动力最弱的老
人和孩子。这种年龄组成的乡村生活
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在大都市里，那
些不起眼的建筑民工、不为大家尊敬
的服务人员本应该是农村中最优秀的
社会组织者。而现实的乡村中，一家
的劳动力走后，留下的是整栋的空房，
如果整个村庄的劳动力离开了，便只
剩下整个村庄的空房。村庄里社会生
活组织的缺乏，更造成了整个价值观
的塌方。不仅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
与日常教育，连老人的传统价值观也
受到了侵蚀。乡长所说的几个案例让
我在惊诧之余陷入沉思。

乡愁三：三代人的兰溪故事
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

他一辈子的捐款单，除了四川地震等
大灾难的捐款外，款项几乎全部走向
一个村庄——兰溪，他儿时生活过的
家乡。从解放初期的繁体字汇款单、

德国教研部原部长沙万女士

来访同济中德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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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汇
款单、上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贫困
时期的汇款单，直到他生命最后几年
中，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的崭新汇款
单上，可以看到有捐小学的、捐祠堂
的、捐修路的、捐农村自来水的……
这促使我回到兰溪，他的故乡。在父
亲最后的日子里，总是会说起他 14 岁
离开农村时祖母站在村头送他的场景。
几年后，父亲第一次回故乡，我的祖
母已经病逝。人们说，是因为祖母在
村头送他，吹了许久寒风，在送走她
心爱的儿子后就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不知道，今天仍有多少孩子在离开
村庄时有多少母亲站在村头送别。我
记得更清晰的是，父亲在退休的第二
天就带着他所有的积蓄回到故乡。他
说，要回到故乡去，小溪里面还有鱼虾，
村庄上有他的儿时伙伴。但是，不出
一年，他就离开了兰溪，又回到了上
海。因为他发现小溪中的虾米和小鱼
早已被农药杀尽，儿时伙伴也几乎都
离开了。在父亲的感召下，我开始好
好学习这个村庄从南宋到现在的历史。
我复印了整个家谱，了解到家族的祖
先在南宋时从江西到了临安成为帝师。
皇帝赐予祖先这片土地作为落于浙江
的封地。祖先有四个儿子，他把一个
送回了江西故乡。这块封地，也就是
这个村庄，被划成了一个田字形，三
个儿子各分得一块，第四块就是整个
家族的公共财产。这第四块地由三个
儿子分种，田产收入用于补贴全村孩
子的教育，供养外乡来的老师。族中
规定，不得用本村人做老师。公共财
产还用于补贴全村 70 岁以上老人的粮
食，做全村的社会福利，以及用于家
谱修订、寺庙维护。除了公共土地上
的产出以外，村庄道路两边植树的收
入也属于村庄的公共财产。族中还规
定，本村的年轻人不可婚娶本村的同
姓。至今 500 年来，这片土地上生活
了上千人，而祖先的三支还是分得非
常清楚。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村庄的
社会组织，家族的福利变成了村庄的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是近年，和全
国的农村一样，宅前宅后的田地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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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荒废了起来，爬满了野藤。因为这
里的青年人也开始离开了村庄，农村
的人口密度大幅降低，过去精耕细作
的田地连接宅前屋后，如今已没有人
管理。只有几片最大的土地和池塘，
还有人在种地和养殖。

乡愁四：故乡的水
兰溪要做一片度假区。调研基地

中心的湖区时发现周边鸡舍、鸭舍的
废水都排入了水面，于是我没有先做
规划，而是让环境专家取了大量的水
样。我跟当地领导说，不管什么规划，
水是灵魂，治水是第一要务。同济在
做规划，兰溪在做截污的管道。等规
划编制完成后再去兰溪，水质已经发
生了明显的改善。那是距离第一次看
基地的 9 个月后，同行还有浙江省的
领导，看到水面上聚集了大量的白鹭，
水杉的根底 3 米之下清澈见底，水面
波光粼粼。我突然悟到了乡村的治理
首先是山水的清理，有了青山和绿水，
少做一点，少建一些，也会有更多的
美丽。当天浙江省领导把这片曾为浑
水的湖面命名为兰湖。

浙江兰湖旅游度假区鸟瞰

浙江兰湖旅游度假区核心区

浙江兰湖旅游度假区建成实景

乡愁五：故乡的村落
我不想以推倒重来的做法来对待

这片村庄，而希望村庄的那一片片泥
墙和瓦顶都可以成为人们最爱重的心
中记忆。但规划师的无力在于，面对
如此大的面积，没有可能一片墙一块
瓦地去做设计。我们期望通过百姓来
善待他们自己的房屋，组织每家每户
进行维护和更新。既避免一个设计师
设计手法的单一，也避免新建一片却
赶走一片乡情。实际上，这个题也没
有破。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设计师，
都能下农村，帮每家每户做设计，保
留乡情与希望。

乡愁六：故乡的生活
乡愁的留住，不仅仅在于我们这

些规划师直接干预的环境、空间、房屋、
田园，还有那故乡的甜点、松糕、清茶、
鸡子馃、芙蓉糕，是餐桌上的螺蛳、
素鹅、肉圆、外婆饼。所以在做规划
的时候，会去搜集大量生活中的素材，
正月十五的接龙灯、端午节前的粽叶
采集、茶叶酒的试制，还有老人、乡
邻的参与。乡愁对于规划师，本是超
越本行和能力的。我们只能在其中做
很小的一部分，规划师在对话乡愁时，
需要的是和更多的人形成组织。

 
乡愁七：故乡的人
兰溪的书记和市长都是外部调来

的，没想到的是，年轻一代的领导对
兰溪的历史、兰溪的村庄所倾注的精
力，让我们这些规划人深为感动。他
们跑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进行
环境治理、建立垃圾收集系统、设立
环卫工作制度、推动民宿运营，凝练
村庄 Logo，扶植每个村庄一个的特
殊产业。这些让规划人感到了我们作

为技术人员的局限，也让我们规划人
思考，为了留住乡愁，未来规划到底
可以说什么。我们是调研者、研究者、
技术支撑者还是各专业工种的组织者，
这和做大城市规划时的明细专业分工
是完全不一样的职业体验。

如果说，乡愁不应该只是对过去
乡村美好的回忆，而更应该是对今天
乡村问题的思考。那么乡愁的意义就
在于创造，植根于中华大地，在城镇
化的进程中，去创造都市反面的新的
中华文明。

我们情系故乡，就用心留住故乡
的情、景、人；我们可能是外乡人，
则用心融入当地、感受当地乡情；乡
村的规划所涉技术不多，我们更应该
用心让乡村保留纯粹，让传统的智慧
在现代农村延续。

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但可
以用心创造更美好的乡村。
（摘自城市规划学刊）

技术与产业等各大板块链接到一起，
通过论坛形式争取将其办成“世界新
兴产业的风向标”。其中，数字创意
技术产业论坛落户同济。“当时还是
中国工程院秘书长的钟志华叮嘱我要
细致、扎实筹备”，吴志强说，”两
个月前，钟志华秘书长碰到我还在问
‘落实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而后，钟秘书长就被任命为同济大学
校长，开始直接领导数字创意技术产
业论坛的筹备工作。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说，过去
十年，同济设计创意学院的良好发展
势头、同济设计产业圈的快速发展，
让上海东北角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设计
创意的一个亮点。数字创意论坛落户
同济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肯定，更
是对我们的鞭策。他说，我们要以这
个论坛为纽带和平台，邀请世界创意
大咖，“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 7 位，
加上国内 3 位参加论坛，请他们介绍
世界创意设计的最新动态，各国创意
的最新成果；等等”。

同济设计创意等数所相关学院正
在大步迈向国际，还要吸引更多的学
院像生命学院、海洋学院、材料学院、
电信学院、环境学院等，在这些学科
中加入数字、设计、创意元素肯定会
发生奇妙的化学变化；不仅如此，数
字创意的未来是年轻人，因此论坛设
置了博士、硕士等学生与国际创意大
咖们的交流环节。吴志强甚至展望，
每年让这些大师们来一次同济，同济
的创意教学、科研、设计将会发生怎
样奇妙的变化？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特别感谢中
国工程院、上海市，说“这是对同济

的厚爱”，他说：“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带动同济相关学
科上台阶，尽早将同济打造成为国际
‘数字创新’的重镇。”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介绍，为
了落实这一思路，同济将展开两次预
热，其中在 10 月 14 日召开数字与创
意分论坛准备会，会上将有“数字城
市与智能建造研讨会”“ 智能城市建
造院士报告会”两个主题会，向师生
们普及数字创意知识。

钟志华校长上任后赴设计创意学院调研

 “这个平台上另一种重要角色就
是学生”，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反
复强调，学生参与互动，更多专业的
学生加入这个平台，与大师们零距离
接触，我们的创新创意就有了可持续
的动力。“学生是数字创意的未来”，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语重心长地说。
（摘自同济大学校园网）

“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研讨会在工程院召开

10 月 9 日上午，“数字创意产业
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研讨会在北京中
国工程院 318 会议室召开。浙江大学
孙守迁教授主持会议。潘云鹤院士、

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把同济打造成为

国际“数字创新”的重镇

上 海 要 成 为 全 球 科 创 中 心 还 缺
啥？每年的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同济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的创新
创意能力怎样才能进一步往上提？同
济大学新闻中心记者近日采访了副校
长吴志强教授，展望了即将在我校召
开的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

 今年初，中国工程院和上海市共
同谋划，准备在浦江论坛的基础上再
创办“新兴产业论坛”，将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产业、生物与生命科学技术
与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技术与产
业、绿色低碳技术与产业、数字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