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DISCUSS

查成本。

论文

Build

名普查暨加强和改善地名管理电视电话会议》指示，第

基金项目：2019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壮族文化元素在中越边贸口岸设

5.3 提高普查效率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在做好组织管理的同时，必须充分借

计中的传承与表达研究》（2019KY1336）

基于“互联网+”的地名普查众包模式，将原本复

鉴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积极吸收利用新技术，创新地

杂的采集工作，经过标准化、步骤式分解后，众包给熟

名普查技术手段，加强质量控制，保证普查成果质量。

悉普查区实际情况的广大群众去完成，节省了前期调研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数据量大、时间紧、任务重。

的工作量，执行时间灵活，采集信息快速、准确、全

从第二次全国地名补查工作实践来看，基于“互联网+”

面，大幅提高了普查工作效率。经过实操测算，通过众

的地名普查众包模式，在优化资源配置、节约普查成

包模式采集数据信息的工作效率比传统模式的效率提升

本、提高普查效率、提升数据质量、弘扬地名文化方面

约5倍以上。

效果极其显著。我国地域广、人口密集，若将地名普查

5.4 提升数据质量

的大量数据采集需求与我国高密度的剩余劳动力有效的

基于“互联网+”的地名普查众包模式，承接采集

结合，将会使复杂的地名普查外业采集工作达到事半功

任务的人员熟悉本地情况、了解地理位置，尤其是在进

倍的效果。笔者希望地名普查众包模式能为同行单位开

行地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等信息调查时，沟通交
流顺畅，大幅提高了地名信息的数据质量。笔者在对
试点成果进行评估过程中，发现试点成果数据中出错率
较高，且信息采集完整度不足；采取众包模式进行补查
后，补查中所采集地名信息出错率下降到不足0.5%。

5.5 弘扬地名文化
长久以来，地名在广大的公众视线中仅仅是一个

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提供借鉴，为其他各行各业
类似的数据采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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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且政务服务的质量和办公环境也无法满足需求。

民脑海中“城市意象”的关键要素[1]。虽然项目为一个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与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相距近

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政务数字转型化”，将大数据与政

30年，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建筑单体，但设计始终从城市的角度来开展设计和思

[作者简介]

务服务融为一体，推广掌上APP办理和查询各项业务。

化，原来可借鉴参考的经验不多。按照《全国第二次地

考。项目处在城市较为开阔的转角处，两条主干道交汇

田瑜基，硕士，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级测绘工程师。

因此，南宁市急需一座适应现代化政务要求的综合性服

点——平玉立交桥的位置，被公园绿地包裹，作为该片

务大楼。

区重要的城市节点。建筑师在场地中创造城市广场、趣
味建筑空间，激发多种使用功能，弥补周边办公和居民

2 项目简介

的商业配套服务，完善整个区域的城市功能，为城市注

南宁市市民中心原名南宁东盟文化产业研发大厦，

入新的活力与能量。（见图1）

位于南宁市五象新区核心区域，距离中国—东盟自贸
区总部基地2千米。交通便利，南侧、东侧分别是平乐
大道与玉洞大道这两条城市主干道，而用地北侧和西
侧则紧贴五象湖公园。项目建设规模地上总建筑面积
125445.45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45194.17平方米，
建筑密度为36.28%，容积率为2.8，建筑高度近50米，
主要功能有行政办公、行政服务、市民服务、商业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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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侧鸟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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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植入环境中

升，但内部楼板仍然保持水平，保证正常使用需求，顶

员从集中北侧和南侧主入口进入，集中商业、底层配套

大型的集会活动，并搭配大王椰、扁桃、黄金榕、小叶

南宁市市民中心方案设计从“嵌入”与“消融”

部形成多个阶梯状的休息平台。

商铺主要从一层的东南角入口进入。流线互不干扰，内

榕亚热带植物。植物高低搭配，层次分明，高大的乔木

庭院高差处用景观台阶消化。

为广场活动、休憩的市民提供阴凉。广场景观不再是空

两个关键词出发。“嵌入”是一种设计态度，以不破坏

（4）建筑面向五象湖公园一侧布置有一条长40

既有环境的物质存在为底线，使建筑个体以谦卑的姿态

米，从广场通至三层顶部的景观大台阶，让景观从室外

融入原有的环境肌理中。建筑、基地与城市是一种适应

慢慢过渡到中庭，引导人们缓缓而上，步道串联起前广

关系，非“强力植入”或“凌驾其上”的姿态，体现

场和中庭，为建筑带来了多层次的空间体验。从公园望

3.3 造型现代性与地域性体现

商店，通过带有遮阳片的玻璃连廊相连，几个小商店布
置走势与铺装图案一致，犹如飘在水中的几片柳叶，通

通过上述6种措施，最大化地让建筑融入山林湖景
之中，消隐弱化建筑体量，达到与自然的融合。

东侧延续西侧景观主题，并配套若干个便民服务

向建筑，建筑犹如建在绿油油的山坡上，削弱建筑的体

建筑的造型采取现代的手法，突出时代精神。建筑

的指导原则，以建筑生成过程中的整体思路，让建筑与

量感。同时大斜坡与建筑主体共同围合成一个半开放的

风格以一个亲切、低调的姿态，掩映在绿水青山之中。

过围合，形成丰富的街道空间，快速引导市民进入主

原址形成共生状态，环境因建筑而生辉。“消融”让建

广场空间，形成一定的建筑边界，产生的领域感利于人

四周空旷，每个立面均为重要的观赏面，因此设计希望

楼。东侧苗木选择品种主要以实用为主，开阔的草坪搭

筑作为物体的存在不易被察觉，不显山，不露水。“嵌

们在此环境中聚集和交往。（见图3）

呈现一个连续不间断，富有变化和韵律感的建筑形象。

配如苹婆、小叶榄仁、桂花等遮阳效果好的乔木，旷奥

外围裙房以上均采用玻璃幕墙搭配竖向的遮阳穿孔百

结合，生态自然。（见图6）

了设计对场地认知、形体塑造、空间构成、材料运用

[2]

入”是有形的组合状态，“消融”是无形的设计境界 。

叶，以一种透明、开放的姿态迎接大众。

项目紧临五象新区“绿肺”——五象湖公园，建筑
限高50米，地上12.5万平方米大规模的体量，如何将建

建筑正面形象入口布置于大斜坡与主体相交处，并

筑最大化地“嵌入”和“消融”在景观当中，成为大地

用一个斜向玻璃体块嵌入其中，虚实对比强烈，强调标

景观的一部分，减少巨大体量对公园的压迫感，是设计

识性。1—4层裙房除了覆土绿化，均采用深灰色的干

首要考虑的因素。

挂花岗岩石材，局部点缀波浪式的仿木百叶，虚实对比

建筑设计采取以下措施：（1）建筑正立面并未选

强烈，颜色冷暖搭配，使建筑不至于太沉闷。靠近立交

择传统的朝南向，而是选择了朝向西侧，主要原因是场

桥交汇处，裙房顶部被斜切一块，呼应西侧渐渐升起的

地为一个倒梯形，南向展开面局促。因此将建筑布置于

景观大斜坡，从北侧公园望向建筑，建筑如同悬浮在山

远离公园，靠近立交的一侧，在建筑与公园之间预留出

上。（见图5）

较大的广场和绿地空间作为过渡，同时为市民提供一个

图6  西侧景观绿地

建筑中庭景观延续东西走向的“行云流水”铺装拼

图3  五层平台

花，搭配绿地和大王椰树，为市民休憩提供亲切宜人的

较大的活动场所。建筑正立面朝向西侧，首先将主立面

（5）相对于老式、封闭式政务办公空间，建筑师

场所。由于中庭四面都有架空和开口，使得3个区域内

朝向景观，让更多的房间远眺整个五象湖；其次通过大

更倾向于营造出开放、可进入、更亲切的建筑边界。完

外景观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片绿意盎然的办

广场，让建筑整体形象有个开阔的观赏视角；再次建筑

整的建筑整体界面下，大量的体块掏空、穿插，形成了

公环境。景观设计手法与建筑主体的斜向元素相呼应，

靠近立交桥一侧，将交通噪声隔离，为广场营造一个安

向城市开放的大量灰空间，模糊了内外的界限。散布在

铺装同为灰色调，配套小建筑外立面选用与主楼一致的

全、静谧的环境。（见图2）

建筑四周的各连廊、平台、中庭和门洞，人们可以从各

蓝灰色釉面玻璃，不喧宾夺主，一气呵成。

个方向自由地进入建筑内部，穿越游走在建筑中，增加
了场所的通透感、趣味性。（见图4）

图5  主入口

顶层内收，留出一圈阳台。4米宽的内倾斜挑檐，
有广西传统民居飞檐的效果，体现出挑檐构件的“轻
盈”感，让屋顶呈现出向上飞扬的动势。整个建筑一气
呵成，朴实内敛中不乏自然灵动的一面。建筑立面采取
三段式的构图，比例协调，朴实庄重，低碳节能与市民
中心自身建筑性格相吻合。

图2  设计理念

3.4 “行云流水”的景观

（2）尽可能降低建筑整体高度，特别是面向五象
湖一侧的高度。平面采取“回”字形的围合布局，充分
利用东西面，向四周横向展开布置，功能用房扁平化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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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的行政象征，而是可观可玩的大众交往场所。

图4  内庭院

（6）场地原地貌呈西高东低的态势，高差为5米
左右，设计利用现有高差，因地制宜将西侧高处布置成

（3）建筑面向五象湖一侧的正立面体块压低，背

广场与五象湖公园平接，下面设有地下停车场，东侧低

向五象湖的一侧体块抬升两层，由11层慢慢过渡到13

洼处布置成商业。将建筑自然划分为上下内外两个主入

层，南北两层立面斜向升高，削弱西侧建筑体量，减小

口，外来办证人员从二层西侧的政务服务主入口进入拍

对公园的压迫感，同时丰富立面效果。虽立面斜向抬

卖大厅和信息发布大厅从大斜坡侧面进入，内部办公人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4 交通组织
市民中心车流量大，且地处两条城市主干道交会
处，场地选择西侧最端头结合前广场布置车行主入口，
次入口则布置于最东侧，尽量远离立交桥的位置，减少
对立交桥匝道的交通压力影响。东南角则在靠近公交和
地铁口的位置，留出一块完整的城市公共广场和绿地作
为过渡，以缓解公共交通人流量的压力。

建筑主要景观分为西侧入口广场、东侧公共绿地、
中庭景观3部分。虽然3块绿地形状和位置不同，但设计

5 实施效果

立意和手法一脉相承。通过铺装颜色深浅变化和绿地地

项目建成后，市民漫步在五象湖公园，市民中心建

垄墙划分的层次，整体效果犹如抽象“电路板”，又或

筑上部的玻璃幕墙倒映出周边湖光山色和玲珑俊秀的五

是“流水行云”，与五象湖“水”的主题交相辉映，体

象塔，如同一幅山水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现市民中心的时代性、文化性和地域性。
西侧入口景观增大硬质铺地的面积，可供市民举行

市民中心从2017年10月投入使用至今，为市民办
证提供了一站式服务的便利。入口处的广场和巨型“门

20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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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常作为举行各种活动的重要场所，如2019年中国

为这座冷色调的建筑铺上温暖的色彩。但担心南宁夏季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仪式就在该处举行。这座

雨多暴晒，木制台阶耐久性较差、维护成本较高，改用

现代化的建筑俨然已经成为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

花岗岩地砖。景观大斜坡每一级平台铺装面积较大，大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南宁市

台阶略显空旷，如平台处改为草坪并搭配种植灌木，效

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平台。

果更好。

桂林市永福县

（6）大斜坡与二层大堂顶部的覆土绿化，在排水

6 总结与展望

管径设计时仅考虑本范围内收集的雨水量，并未考虑台

市民中心使用两年来，从完成度来看整体效果令人

风天气、大雨打到上部玻璃幕墙流下的雨水量，导致暴

满意，但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列举如下几项：

雨排水不畅，覆土区域成了“水塘”，久而久之积水从

（1）主入口处原设计布置有一块浅水池，可起降

结构交接处渗至建筑大堂。最后将覆土部分底部及侧面

温效果，同时让建筑透过水面形成倒影，使广场更具灵

防水层更换为不锈钢，保证四周完全密闭，台风天气雨

气，增添诗情画意。但业主认为水池维护成本较高，并

水从屋檐四周自由落下。

容易招惹蚊虫，后改为草地。
（2）考虑南宁市夏季时间长、日照强烈，入口广

7 结语

场种植高大的乔木形成树荫，为市民提供遮挡。但乔木

回顾整个设计过程，项目设计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

的品种多，景观布置略显无序，且前广场不够开阔，影

了政务中心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建筑形象，设计主要

响市民观赏建筑的最佳视角，应以大草坪为主，局部点

从城市空间、周边环境入手，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城市开

缀乔木和灌木搭配，疏密有致，效果更佳。

放公共空间，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品质，契合时代精神，
为同类型建筑项目提供有益的设计尝试。

影像志

（3）屋顶的设备机房，不应该过多地堆到楼梯间
顶部，从远处看去，建筑顶部室外空调机显得突兀。之
前设计有考虑空调室外设备在屋顶层集中放置，为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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