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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賢 (Phyllis Leung)

生於香港，06年前往 Columbia

University 深造建築及城市設計；現

職紐約 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 。未認為自己夠資格被稱

New Yorker；保持遊客心境，繼續探

索大蘋果各種新奇事。

潘浩倫 (Allen Poon)

香港土產建築師，受教於新界，日常

游走於九龍油尖旺一帶。現為學會地

區事務委員會主席。十年前第一次踏

足百老匯萌生對照雙城念頭，今年重

遊舊地後引發今次三人隔空對談。

王鏑 (Jacky Wong)

現任紐約最大華文報紙記者，日常以

文字客觀直擊曼克頓的人與事。同樣

成長於香港，遊學於海內外各地，一

次海上學府歷程開闊他對世界的視

野。現時落腳於紐約的他今次站於另

一角度，利用細膩觸覺觀察兩地，與

建築來一次 cross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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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k and the harbor are Hong Kong's
most sacred icons.  They are spectacular to
be seen no matter from where, in whatever
time of the day, or in whatever kinds of
weather.  Their presence too, is ubiquitous,
if not in sight, in the minds of everyone.
People make reference to them everyday,
whether at home, at work, at leisure, indoor,
outdoor, travelling, meeting people, shopping,
or just relaxing.  Hong Kong would not be
Hong Kong without them.

Their omni-presence seems to have expanded
overseas, as Hong Kong becomes a worldly
city, with millions of visitors every year.  Their
im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make ours
an attractive city.  We are blessed by such

beautiful natural treasures, and we have a
duty to protect, preserve and enhance them
for us and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hose of us who grew up locally saw the
changes of our city in the last 20 years most
vividly in relation to these two icons: the peak
seems diminished in comparison to larger
and taller new buildings; and the harbor has
actually shrunk considerably.  Nobody can
tell what future changes would do to Hong
Kong.  We desperately need a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plan to guide developments in
our beautiful city, so that the many good
qualities such as the peak and the harbor
could be with us 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Peak and the Harbor
Alex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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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信象山自然天城項目
何顯毅建築工程師樓地產發展顧問有限公司

1.0 項目概況

國信象山自然天城項目地處南京市浦口區，

北靠老山國家風景保護區，西臨白馬湖，南

望南京工業大學校區。項目整體地貌以丘陵

為主，呈不規則狀。地勢北高南低，凹凸相

間，山形水勢豐富多變，地塊最大高差58

米。場地地形輪廊線與老山相疊，錯落起伏，

天際線形態生動。地塊占地面積75.4萬平方

米，總建築面積62.28萬平方米。容積率0.7。

本項目分為東西兩大區域，西區為低密度、

低多層區，東區為多高層區。一期示範區以

入口廣場及由原湧溝改造而成的人工湖為中

心，依山就勢設有會所、售樓處、商業街等

公建及其住宅產品類型。

Urban Planning & Development in China

2.0 規劃設計理念

2.1 保護和提升地塊生態環境

規劃設計以“源于自然、提升自然”的

原則，對地塊的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和

提升。

2.1.1 堅持“四不”原則，即“儘量不大挖大

填，儘量不架橋、儘量不做擋土牆，儘

量不砍大樹”。

2.1.2 利用坡度較大、日照不充分的陡坡、陰

坡做生態公園。

2.1.3 規劃設計保留了原有生態植被中胸徑超

過20cm的大樹及樹林。

2.1.4 在生態資源比較薄弱的地方設置廣場、

主題公園、綠洲等。

2.1.5 利用河湧、陡坡、排洪溝等原生態資源

設計生態鏈，提升社區生態品質。

2.2 與老山及白馬湖和諧共生

按照“尊重自然、融入自然”的原則，

將地塊規劃融入到浦口“一山二湖三

泉”的大生態圈中，力求與老山及白馬

湖和諧共生。

2.2.1 以老山和白馬湖作為主要對景、借景物

件，用視覺走廊、視覺發散區及欣賞面

等加以控制。

2.2.2 建築佈局則以“點綴”的形式融入大環

境中，場地標高較高的區域位置全部做

低層、低密度的住宅，從而確保不影響

從不同角度觀賞老山及白馬湖的視覺感

受。

2.2.3 建築形象風格體現“自然”特色。建築

形象與自然環境諧調，選擇與自然環境

相諧調的立面材料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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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調節建築高度對老山視覺景觀的影響

按照“生於自然、長於自然”的原則，

分析建築高度體量與自然山體的關係。

2.3.1 借助放氣球的方法研究建築高度與周邊

環境的關係，從白馬湖、沿山大道等景

觀敏感區分析東側多高層區與老山的整

體視覺效果。

2.3.2 借助電腦三維動畫和模型，對多高層區

與老山如何建立“共築型”關係進行深

入的分析，在沿山大道西側之視線廊道

上，老山主峰連綿起伏，具有很好的自

然景觀，需要嚴格保護；在沿山大道東

側之視線廊道上，山脊線相對平緩和單

調，觀賞性較差，可適當進行人工天際

線的塑造，使兩者共融共生。

2.4 建立合理的交通系統

依山就勢利用地形按區域功能建立合理

的道路交通系統。

2.4.1 車行系統以一級道路為骨幹，儘量與周

邊市政道路及小區消防車道相結合。

2.4.2 二、三級路以周邊路或盡端路的形式為

組團服務，確保組團內大小綠洲不受車

流噪音和廢氣的影響。

2.4.3 人行路線以生態廊為骨幹，將功能性與

休閒性有機結合，與車行系統儘量分

開。

2.4.4 為了解決平均每戶一車以上帶來的大量

停車問題，停車採用了地庫、半地庫和

地面停車等多種方式，儘量利用坡地的

高差從低位進入，既節省了土方，又調

節了建築基地的高差。

2.5 控制建築密度，創造生態居住環境

2.5.1 建築佈局採用了大疏大密的兩極化佈置

方式，降低低層、多層區域容積率，適

當提高多層、高層區容積率，營造 “疏

密有致”的空間效果。

2.5.2 加強組團間的聯繫，增加小區空間通透

性與整體感，在視覺焦點及交通節點處

設計公園，在點式高層區底部做架空

層，讓綠化空間互相滲透，從而減少建

築體量對視覺及環境的衝擊。

3.0 規劃設計原則

3.1 規劃超前原則

規劃按照建設現代化城市新型居住區的

要求, 道路交通、綠化景觀、公共設

施、市政設施均按高標準規劃, 使之能

適應城市建設不斷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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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色原則

在對自身資源、環境、經濟政策情況深

入調研的前提下, 建立高標準、環境

佳、操作性強的居住新區, 形成具有時

代氣息的空間景觀形象。

3.3 生態規劃原則

適應開發, 建立良好的景觀和建築關係,

保持整個區域的生態平衡, 並促進生態

系統中各因素協調發展。

3.4 可操作性原則

通過實體規劃, 分地塊確定本地塊的建

築、人口容量及市政、公共設施配套,

做到細緻完善, 為建設及管理提供科學

而具體的指導。

3.5 彈性規劃原則

       規劃土地使用性質並非一成不變, 有其

兼容性, 為以後建設留有餘地。

3.6 持續發展原則

充分重視對建設時序的研究, 在保證整

體發展與政策優先的前提下, 認真研究

每一階段的優先項目與投資取向, 促進

全區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持續協調發

展。

4.0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已完成一期及二期A區，主要

分為公共建築和住宅建築二種類型。公

共建築主要有啟動區內圍繞人工湖區的

會所、售樓處及商業街等，形成本項目

的主要公共配套區域之一。住宅建築類

型多樣，有獨立住宅、聯排住宅、雙拼

住宅、疊拼住宅、花園洋房等。

4.1 住宅設計特點

4.1.1 量身定做的戶型

根據地形條件、朝向、景觀面、道路方

向、坡向等設計要素的不同，設計多樣

的戶型單位。

4.1.2 景觀面與朝陽面兼顧

南京地處夏熱冬冷地區，朝陽面倍受關

注。戶型設計充分調動各種因素，為每

戶爭取最大的景觀面及朝陽面。

4.1.3 結合地形設計

充分利用場地高差及多變的標高關係設

計特色戶型，體現建築與場地的“對

話”關係。

4.1.4 多變的形體

強調住宅單體的形體變化，以水平及垂

直的構件穿插形體，豐富單體建築的形

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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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內外融合的空間關係

通過增設平臺、露臺、陽臺及廊下、簷

下等空間，強化建築內外空間層次，增

強處於建築中人感受“融于自然”的空

間感。

4.1.6 沉穩、低調的建築形象

以寬大的出簷、橫向陽臺欄板、水平線

條及貼近自然的材料和色系突出項目沉

穩、低調的品質特徵。

4.2 會所設計特色

會所位於示範區，建築面積約5700平方

米，依據項目規模設有休閑、娛樂、餐

飲、運動等功能區域。

4.2.1 結合地形擴大景觀面

利用地形南北高差，臨道路北面設計為

3層，減少建築體量。臨湖的南面設計

為4層，擴大濱湖景觀面，將主要的功

能用房面向景觀面。

4.2.2 打造濱水建築特色

充分利用南面人工湖優越景觀條件，設

置不同標高濱水平台，配合環境小品綠

化，增加水體同建築之間的景觀層次，

豐富建築濱水介面，強調濱水空間特異

性。

4.2.3 突出的弧形

根據等高線走勢，設計弧形建築形態，

同周邊直線形態建築形成強烈反差突出

會所的主體性格特徵。

4.2.4 彰顯位置

將會所設置在示範區顯著位置，正對主

入口組織人流路線，設置不同空間體

驗，強調會所“畫龍點睛”之筆的震憾

效果。

4.2.5 豐富的空間變化

通過不同形態的室內外空間變化，形成

開合有序，張馳有度的空間序列。設置

大量的廊、挑台、露臺、平臺等過渡空

間，強化室內空間與室外空間的穿插與

滲透。

4.2.6 簡潔舒展的立面形象。

強調體塊變化邏輯，以平直的橫向線條

統一形體，突出建築形象的水平舒展及

穩定感。以豎向體塊設于中心，形成簡

潔有力的立面形象。

4.2.7 “自然”的表面材料

為契合“自然天城”的項目定位主題，

選擇接近自然，質感較為粗糙的石材、

木材、塗料及面磚等表面材料。主要材

料的顏色採用接近泥土的土黃色及土橙

色來貼合“自然”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