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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海绵城市应摆脱工程思维
—访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
今年 6 月进入汛期以来，我
国大范围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多个城市出现洪涝现象。如何
让城市不再“乘风破浪”？对此，
中国城市报记者围绕海绵城市
建设及城市防洪排涝标准等问
题，对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
院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
士俞孔坚进行了专访。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中国城市报：海绵城市的
概念提出以来，由于大家认识
不统一，操作过程中遇到不少
问题。您认为海绵城市应该是
怎样的？
俞孔坚：海绵城市既是一
种城市形态的生动描述，也是
一种雨洪管理和治水的哲学、
理论和方法体系。海绵城市是
建立在生态基础设施之上的生
态型城市。其生态基础设施有
别于传统的、以单一目标为导
向 的 工 程 性 的“ 灰 色 ”基 础 设
施，而是以综合生态系统服务
为导向、用生态学的原理、运用
景观设计学的途径，通过“渗、
蓄、净、用、排”等关键技术，来
实现城市内涝和雨洪管理为主
的、同时包括生态防洪、水质净
化、地下水补给、棕地修复、生
物栖息地保护和恢复、公园绿
地建设及城市微气候调节等综
合目标。
海绵城市是适应于我国独
特的地理气候特征提出的，
以中
国悠久的水文化遗产为基础，
并
融合了当代国际先进雨洪管理
技术和生态城市思想而形成的
理论、
方法和技术系统。
以海绵来比喻一个富有弹
性、具有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为特征的生态型城
市，是对工业化时代的机械的
城市建设理念及其对水资源及
水系统的错误认识的反思。这
里包含深刻的哲理，集中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完全的生
态系统价值观，而非功利主义
的、片面的价值观。二是就地
解决水问题，而非将其转嫁给
异地。三是分散式的，而非集
中式的，由千万个细小的单元
细胞构成一个完整的海绵功能
体。四是慢下来而非快起来，
滞蓄而非排泄。将水流慢下
来，让它变得心平气和，而不再
狂野可怖。让它有机会下渗，
滋养生命万物；让它有时间净
化自身，更让它有机会服务人
类；五是弹性适应，而非刚性对
抗，以柔克刚，实现人与自然、
人与水的和谐共生。
中国城市报：作为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武汉、重庆依

以及提升城市品质和价值。再
比如，我们在湖北荆州的长湖
正在进行生态修复，项目还没
完工就遇到了今年长湖超历史
纪录的洪水位，我们设计的与
洪水为友的生态防洪措施已经
发挥了作用，由于给洪水预留
了空间，我们设计的这段长湖
经受住了考验。
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的
绿色资产，能提升城市品质，增
加城市资产，如果城市决策者
能理解其中的关窍，理念正确
方法得当，善用生态基础设施
建设的手段，同样可以破解资
金难题。

▲浙江省金
华市燕尾洲公园
以“与 洪 水 为 友”
的理念为指导，采
用了水弹性的设
计策略，将防洪与
生态保育、游憩功
能很好地结合在
一起。
▶天津桥园
公园通过收集酸
性雨水，中和碱性
土壤，修复城市棕
地，形成一个能自
我繁衍的生态系
统，同时形成一个
美丽的城市公园。
然没有完全躲过洪涝灾害的侵
袭。对此，您是怎么看待这种
现象的？
俞孔坚：我国海绵城市自
建设以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一
些原来下小雨就淹的城市地段，
经过海绵化改造后，
洪涝现象改
善了许多，
但今年夏季以来长江
流域发生大面积洪涝的事件暴
露了过去工作的一些不足。
过去海绵城市试点范围是
城市局部而非整个城市，虽然
效果显著，但要彻底解决城市
内涝问题，还需要从源头开始，
在更大范围内与国土生态治
理、水利工程生态化、田园海绵
化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用
基于自然的理念，系统解决城
市洪涝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水
体湿地被填平后用于建设，武
汉消失的是湖，重庆消失的是
山谷陂塘。以后者为例，重庆
有很多梯田一样的陂塘，一层
一层的陂塘把水留了下来。但
现在因为当地许多人不种田，
许多陂塘失管、被填。由于陂
塘大量消失，下雨天雨水从山
坡直泻而下，造成山洪，直接侵
袭下游的乡镇和城市。
因此，我一直认为仅做一
个海绵城市还不行，必须建立
海绵国土的概念，要把水治理
放在整个流域和国土尺度上来
考虑。水多的时候，如果把水
留下来，水少的时候就可以拿
来灌溉。而现在的问题是水多

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排走了，就
像抽水马桶一样，把水排到海
里去了，水少的时候再抽地下
水。这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
生态系统和城市安全受到很大
挑战。
中国城市报：在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过程中，
除了您提到的
不够系统外，
还面临哪些问题？
俞孔坚：目前有一个问题，
有些地方还没有跳出工程的思
维，具体表现就是把海绵城市
狭隘化，变成了海绵工程，搞成
了另一种形象工程。很多城市
建设海绵城市提出
“灰绿结合”
，
初衷是希望工程化的排水系统
和自然生态系统互相补充。但
工程的思维包袱过重，
操作过程
中
“灰”
过多而
“绿”
偏少。
我们提出要建立一套生态
基础设施，用自然的海绵系统
来解决工程管网解决不了的问
题。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是多目标
导向的，解决水问题仅是其中
的一个方面。
我们在浙江台州、金华，黑
龙江哈尔滨等地也做了一系列
的工作，致力于通过生态防洪
和海绵城市，使城市具有适应
洪涝的生态韧性。比如，2008
年我们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
做过一个实验，从 2013 年建成
到目前，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被
淹过。2016 年夏天，武汉市内
涝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发现周

边都是洪浪滚滚，这里的小区
安 然 无 恙 ，居 民 悠 然 自 得 。
据 了 解 ，那 里 今 年 也 经 受 住
了洪涝的检验。当然一个原
因是选址比较高，第二原因就
是它的水是通过绿地滞蓄和
排走的。
中国城市报：如果全面推
广海绵城市建设，加上后期的
维护，地方财政将面临巨大资
金压力，在您看来，该如何破解
资金难题？
俞孔坚：内涝问题产生的根
本原因是城市和自然的关系出
现问题。我认为，
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本质上是对高品质的
生态系统服务的向往。城市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是自然能
持续提供充足的高品质的生态
系统服务，这也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根本逻辑所在。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与工
程化的市政基础设施相比，基
于自然的生态基础设施的造价
低、维护成本也低。例如我们
2011 年在哈尔滨市群力新城
完成的群力雨洪公园是我国较
早的以解决城市内涝为目标的
雨水湿地公园，它的设计借鉴
中国传统桑基鱼塘的农业智
慧，对城市低洼地进行简单填
挖方处理，营造城市中心的绿
色海绵体。实践证明，用城市
百分之十的土地就能既解决内
涝，同时发挥综合生态系统服
务，包括生物栖息地、城市休憩

中国城市报：根据住建部
最新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中国大陆当前雨水管渠设计重
现期为：一般地区 1 至 3 年 ，重
要地区 3 至 5 年，
特别重要地区
10 年。对比国外城市，
您认为
国内城市有必要提高防洪排涝
的标准吗？
俞孔坚：确实有部分专家
学者通过对比我国和西方发达
国家城市的排水系统后得出结
论认为我国需要大规模提高防
洪排涝标准。但我要提醒的
是，我国和外国城市并不存在
很强的可比性，因为我们面临
的气候类型完全不一样。
我国和广大东南亚国家受
季风气候影响，一个很重要的
特征是降水时空分布严重不
均，
很多地方一年的降雨量几乎
在七八月都下完了，
有时甚至一
天 200 毫米的降雨量，
这种情况
下若寄希望于完全用排水管道
解决内涝问题，
再大的地下蓄水
空间、
再粗的排水管道和再强的
排水泵站，
都没办法解决瞬时的
排洪排涝问题，
还会出现平时闲
置浪费的现象。
我们曾经认为伦敦、巴黎
等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对解决
城市内涝很高效。为什么他
们可以这么做？因为欧洲不是
季风性气候，降雨比较均匀，他
们可以通过地下管网来解决排
水问题。但是，现在因为全球
气候变化，欧洲的降雨特征也
在发生变化，导致法国、伦敦也
发生洪涝，所以不能说外国的
做法就一定好。
（图片由受访者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