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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经国

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 国际展览局认可，
由中国政府主办、 北京市承办的最高级别的
世界园艺博览会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于2019
年4月29日至10月7日在延庆区举行。

北京世园会园区即将进入全面试运行阶
段， 届时绿化施工、 运营体系、 安保体系、
物流运输将同步启动； 4月中下旬， 园区将
陆续完成室外展园建设全部工作 、 花卉植物
材料最终布展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联调联试
工作。

世园会筹办工作已进入最终冲刺阶段。
门票预售已经开始， 预售期间 （1月20日 -4
月28日） 销售平日普通票、 平日优惠票、 指
定日普通票及指定日优惠票。 部分优惠票需
在会期至现场窗口持优惠证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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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访访北北京京世世园园会会生生活活体体验验馆馆主主设设计计师师郑郑世世伟伟

从从本本土土文文化化中中
寻寻找找设设计计灵灵感感

郑世伟在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从事建筑设计
与研究工作17年。 先后参与国家级、 省市级重点项目
和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项目十余项。 代表性作品包括：
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A2市政府项目， 2019年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生活体验馆， 奥林匹克体育公园文化综合
区城市设计， 苏州市吴江中学， 仙鹤湖鹤鸣居， 赤峰
体育中心， 招远市第二中学， 西安大明宫国宾馆等。
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 省部级奖项。

在学术研究领域， 郑世伟作为专项课题负责人参
与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地域气候适应
型绿色公共建筑设计新方法与示范”。 先后在 《建筑学
报》 《城市环境设计》 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 承担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方地区LOFT产品研
究》 和 《城市历史城区更新与改造中的城市风貌设计》
科研课题。 2013年主编出版了著作 《建筑十四室记》。

郑世伟将每一次设计实践活动都看作是一次对文
化、 对社会、 对自然、 对建造以及人本身的思考， 并
做出有创新性的、 合理的应对。 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设
计的灵感与线索， 让每个建筑作品具备可靠的文化上
的支撑与依托； 希望每一个建筑作品都能对社会的进
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让建筑创作面对现实生活解决社
会问题。 关于北京世园会生活体验馆， 郑世伟希望此
馆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田园集市， 体验文明现
代的生活方式， 受到中国传统园艺文化与园艺科技创
新带来的快乐。

感受“我一说你就知道”文化

郑世伟是陕西人， 今年43岁， 2001年， 郑世伟硕
士研究生毕业， 在导师的引荐下， 来到中国院 （原建
设部建筑设计院） 方案组工作。 首都、 部院、 方案组，
这一切都让郑世伟充满期待。

郑世伟清晰记得来中国院方案组的那一幕， 在部
院二号楼二层崔愷的办公室里， 他翻看着郑世伟的作
品集对他说： “部院不是赚钱的好地方， 但是想扎扎
实实地学建筑没问题。” “来了就好好干， 理想远比什
么都重要。”

就这样， 郑世伟开启了方案组的工作。 郑世伟告
诉记者， 在方案组为期两年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积极而
充实。 这里的氛围类似于学校和企业的中间状态。 同
事们之间多以师兄弟相称， 少有陌生感。 使得这些刚
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很适应， 当然也没有产值的压力。
崔愷当时是院里的副院长， 可在大家心目中他更像是
一位老师、 不怒自威的师父。 很长一段时间郑世伟都
称呼崔愷为崔老师。

“我一说你就知道……” 在方案组有这么一句口
头禅。 它的含义大概是： 不用太多解释， 大家都心领
神会。 在崔愷带领下， 几届方案组不断磨合， 不断传
承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语境系统， 让
大家在创作上更加默契。 通过两年的磨练， 郑世伟顺
利地完成了从学生到建筑师的角色转换， 掌握了建筑
师执业的基本技能， 也清晰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信心
满满， 胸怀理想。

找到本土设计方向

2003年， 郑世伟离开了方案组， 先到建筑一所工
作了两年 ， 2005年去建筑院方案室负责建筑创作 ，
2007年又成立了建筑十四工作室。 郑世伟是当时院里
最年轻的室主任， 创作、 管理、 经营都要管， 压力很
大。 团队成员大多是新毕业的学生， 郑世伟多少也承
担起了师父的角色。

“这对我而言是一份责任， 对集体而言也是一种
传承。我更加严以律己，也尽力地言传身教。我把在方案
组时期学到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经验借鉴过来， 把崔老
师提倡的四个风气———创作的风气、 合作的风气、 学
习的风气、自律的风气作为工作室的座右铭，与团队一
起不断摸索和调整， 几年下来收获颇丰。” 郑世伟说。

崔愷提出的本土设计的理念正是代表了主流建筑
师的立场和价值观： 即以积极入世的态度， 有针对性
地、 理性地解决设计中有关自然、 社会、 政治、 文化
的具体问题。 郑世伟对此深感认同。

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

2010年底， 在崔愷院士的带领下， 郑世伟团队中
标了奥林匹克公园文化综合区的城市设计。

文化综合区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内， 是城市中轴线
自天安门广场、 故宫紫禁城向北延伸而来的国家级文
化中心区， 它的目的是在国家层面展示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 在城市层面盘活这块优质

的城市土地； 也为市民提供一处高品质的文化艺术交
流场所。

团队基于国家层面对宏大叙事的主题需求提出了
共享平台的概念： 希望新建的国学中心、 美术馆、 工
艺美术馆、 已建的科技馆这些国家级文化艺术建筑能
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 共享的平台上表达各自的独
特性的同时， 和谐共生， 积极交流。

从城市运营的角度出发， 团队提出了城市织补的
概念： 把这块因2008年奥运会而被孤立出去的土地通
过交通组织、 功能、 空间景观等重新织补到城市空间
里来。 运用社会化运营的策略： 以商业作为媒介， 让
这个国家级的文化艺术区能更加开放、 包容， 良性地
运转。

另外， 关注人在其中的体验： 创造宜人的、 放松
的小尺度空间 ； 让这个区域更加的开放 ， 更具亲
合力和活力； 引导市民参与到愉快、 积极的公共交往
中去。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A2工程， 其中， 崔
愷院士作为总指挥， 郑世伟担任副设计主持人及项目
经理一职。 中国的行政办公建筑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和
什么样的表情， 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崔老师用六个词表达了团队的理念与立场： 本
土、 绿色、 集约、 共享、 朴素、 典雅。” 郑世伟说。

行政副中心规划布局采用集约高效的组团式布局。
大型公共功能设施集中设置于中心区域， 为整个园区
服务。 最大程度节约土地。

整个园区借鉴中国传统造园手法， 创造出一系列
廊院相连、 步移景异的园林化办公空间， 利于积极的

公共交流的产生， 也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

设计生活馆一开始就考虑长远

“作为北京世园会生活体验馆的主设计师， 最开
始投标我们并不抱太多希望， 因为当时有很多强劲的
设计对手。 北京世园会有多个场馆， 崔愷院士询问我
们团队做哪一个最有把握？ 我们经过分析， 认为团队
设计理念与世园会生活体验馆甲方的要求很一致。” 郑
世伟说。

“那你们就精心准备生活体验馆的设计吧！” 得到
肯定后， 郑世伟带领团队开始了设计。

考虑到奥运会等各种大型活动一旦结束后， 很多
场馆都成了摆设或者直接废弃， 郑世伟的想法是， 世
园会生活馆既能当时用， 也能给以后用。 靠着平时在
世界各地现代化街区参观考察的积淀， 郑世伟找到了
灵感， 决定将生活体验馆进行分模块设计， 世园会召
开时， 可以供大家参观体验， 世园会结束后， 每一个
模块还可以改造利用。

没有背负太多压力， 郑世伟带领团队， 凭借深厚
的设计经验， 快速完成了设计。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郑世伟没有想到， 最
终开标时， 团队的设计获得甲方的一致青睐。

很像北方的自然村落

中标后， 郑世伟带领团队设计北京世园会生活体
验馆项目。 设计之初， 任务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展陈
内容。 团队设计的出发点就是要营造一个充满温情的
北方乡村， 一个充满乐趣的热闹集市， 身处其中感受
中国传统园艺文化和现代园艺科技带来的智慧和启发。
回到城市拥挤的家里也能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都市
田园。

“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 最初现场
踏勘的时候， 基地中一条苍翠浓荫的柳荫路， 让郑世
伟想起了李白的诗句， 也给团队提供了设计的灵感：
何不守着现状的这条柳荫路把生活体验馆营造成一座
属于这里的美丽村落？ 这个 “村落” 与这里的山水格
局、 气候条件、 人文风土， 甚至于质感和味道都妥帖
在一起。 远山近水、 果树麦田、 街巷纵横、 房舍人家。
让城市里的人重新回归田园， 体验乡村的美景， 品味
园艺作物的醇香。

生活体验馆用地处于世园会园区的东北隅， 远望
北京第二高峰海坨山， 北邻妫河， 它是整个园区距离
延庆城市核心区最近的一座展馆， 大约只有四五公里，
因此它成为衔接城市与田园的重要节点。 生活体验馆
南面和西面， 在展会期间是国际会展区。 上千家参展
商的临时展位设置于此， 丰富的展品和热闹的人群将
会与生活体验馆产生很好的互动。

郑世伟告诉记者， 一条南北走向的现状路穿过场
地， 路两边多是11年树龄高约15米的旱柳， 为场地增
添了许多生气。 设计依托柳荫路， 参考传统北方村落
的尺度， 建立起一个纵横交织的街巷网络， 青砖铺地，
尺度宜人。 将游园的人群自然引向这里， 16个27米见
方的建筑模块， 营造出一片开放的生活聚落。 为了顺
应整个园区的空间态势， 团队把建筑体量处理成东北
高西南低的态势， 面对园区打开， 形成了高低起伏、
错落有致的空间形态。 外围被田地果园、 池塘湿地等
乡土景观所包裹。

“场馆封顶后， 大家前来参观， 纷纷说感觉生活
体验馆不像是刚修的， 很像北方的自然村落。” 设计中
郑世伟决定保留这条林荫路， 最终到生活体验馆建成
时， 成为整个生活馆的一大亮点。

要为中国人留住乡愁

郑世伟说， 建筑组群的外界面选用了比较自然、
拙朴的， 能够反映延庆地区建筑特征的材料： 从妫河
里捞出来的石头垒成石笼墙、 用青砖砌成的花格墙、
木格栅墙、 就地取土筑成的夯土墙， 以及有一些美妙
色差的灰瓦屋面。

团队希望这个 “村落” 是充满乐趣与活力的， 像

一个热闹的市集。 丰富的展品， 奇妙的体验， 欢乐的
人群， 都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一条斜向轴线， 把麦田景观、 主入口广场、 景观
中庭和休息区串联了起来， 又为这四个空间赋予了意
义， 形成了一条生动的景观文化轴。

建筑的前区以 “播种” 为主题。 一片开阔的麦田，
一垄垄、 一行行， 让游人感受作物的四时变化， 体验
春耕秋收。 主入口广场以 “生长” 为主题， 一片果树
林， 为广场上的游客提供一丝阴凉。 青砖铺砌的地面，
青青的小草会从砖缝间生发出来。 一座覆盖有麦秆的
茅棚是为游客提供导引、 寄物等功能的游客中心。 这
片广场是室外活动的核心， 会经常性地为游客举办愉
快的节庆活动 ， 充满勃勃生机 。 景观中庭的主题是
“灌溉”。 在27米见方的空间里设置了一条连接一层和
二层的坡道， 蜿蜒曲折。 成片的茶田和花海遍布坡道
两侧， 阳光从侧天窗透过格栅漫射下来， 使得中庭五
彩斑斓。 一条小溪顺着坡道缓缓流下， 汇到一层的景
观池中。 它是一套自动控制的可循环灌溉系统， 为植
物提供水分和养料。 中庭四周的墙壁是镜面玻璃， 将
这个美仑美奂的空间映射成一个没有边际的超现实场
景。 轴线的收束是以 “丰收” 为主题的餐饮休息区。
空间的焦点是一个巨大的谷仓形状的装置， 表面被各
种果实所覆盖。 谷仓底部的一个机器展示将果实变成
饮料的过程。

主展馆是最大的一个室内展馆。 分为自然园艺 、
生活园艺、 智慧园艺三个部分。 三者在空间上可以灵
活划分， 设计上采用装配式隔墙系统来实现。 展览方
式上突出体验和互动， 让人们直接参与到果、 菜、 药、
茶这些中国传统园艺作物从种植采摘、 加工制作、 文
化推广、 交易食用的各个环节中去。

众创馆是分布在主展馆西、 南侧的六个单层独立
单元。 它们作为配套功能为游客提供服务。 有餐厅、
咖啡馆、 影院、 书店、 艺术馆、 工作坊、 多功能厅和
接待室。 充满活力的功能， 开放而友好的界面， 和尺
度宜人的街巷空间融合在一起， 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
公共交往空间。

郑世伟说， 对于建筑本身而言， 生活体验馆在形
象上不需要表达太强的纪念性和标志性， 轻松、 质朴、
优美、 简洁， 凝练出美丽乡村的韵味， 也做好人群活
动的背景与容器。 在建筑和街巷尺度上更加舒适、 宜
人， 人们自由地穿梭其间， 探索生活的乐趣， 随时可
以驻足邂逅一个惊喜。 在空间上包容性更强， 适用性
更强。 每一个单元空间就像一方盆景， 可以承载各异
的场景， 满足多种展陈和使用方式。 总之， 人们在其
中能否愉快的交往和体验才是评判这个建筑成功与否
的关键。

傍晚时分， 月上山头。 周围的果园池塘里， 蛙鸣
虫唱。 多彩的灯光从建筑里弥漫到街巷中。 广场上人
头攒动， 果树上、 麦草垛上也爬满了儿童， 一场晚会
即将开始。 这里又将是一处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
得住乡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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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北方村落；
这是一个洋溢欢乐的热闹市集；
这是一个带我们回归田园的地方；
这是一个倡导绿色生活理念的体验馆。
前不久，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生活体验馆竣工后， 进入调试阶段， 正向世人展

现最初的设计理念。
近日， 本报记者专访了该馆的主设计师———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三建筑专业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 副总建筑师郑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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