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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
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被无数
次引用。然而，历史的长度还在不断
延展，从哪里研究，又在哪里结束？
这取决于研究者。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教授唐相龙就以 1949 年为
起点，从兰州市第一版现代城市总
体规划入手，深挖兰州市城市变迁
和城市规划历史，旨在为兰州当前
及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创
新思路。

经过多年研究，从未有过历史
学背景的唐相龙发现，现代新兴重
工业城市的历史沿革及其规划演进
是座充满惊喜的宝藏。

深挖兰州规划历史的决心

城市规划专业出身的唐相龙从
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将历史与规划

“结缘”，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城市规
划只关注城市的现在与未来，至于
历史，早已是过去时。

2008 年，唐相龙考入同济大学
并师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
德，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研究。“在
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与我再三商
讨，最终选择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
规划为研究方向。”唐相龙回忆说。

对于兰州城市规划的历史，唐
相龙知之甚少，所以其博士论文的
研究过程颇为艰辛。“我当时联系采
访过参与规划的当事人，并到甘肃

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市城
建档案馆以及地方档案室寻找相关
资料，但我所找到的史料根本无法
满足博士论文的需要。”唐相龙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正当唐相龙一筹莫展之时，同
济大学的一位老师为他拨开迷雾，
告诉他兰州第一版规划是由苏联
专家参与，并由原国家建委与兰州
市在北京联合编制的。因此，中规
院档案馆内存有不少当年规划史

料。得知这一情况后，北京之行迫
在眉睫。

不负所望，在中规院的档案馆
内，唐相龙惊喜地找到了所需资料，
这让他的研究第一次有了突破性进
展。“城市规划历史研究就像考古一
样，找到正确方向后，便仿佛推开了
一扇大门，一下让你豁然开朗，甚至
多年的历史谜团瞬间真相大白。”这
让唐相龙对之后的研究也充满了信
心与好奇。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唐相龙
逐渐翻开了兰州城市变迁的历史画
卷。这幅画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却
展现了兰州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

自古以来，兰州因其地理位置
的重要性，一直是中原进入西域的
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要节点城市。也因为同样的原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兰州的角色就被定位
为重工业基地，并邀请苏联专家共
同规划，确定了兰州的城市性质、
规模、用地布局和产业发展方向，
将苏联援华的“156 项工程”中的 6
项落地在兰州。这项国家重大决策
为兰州市此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经
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打下了基础。

对城市规划历史的探究，让唐
相龙对兰州现代四版城市总体规
划有了不一样的认识。“通过这些
年的研究，我最大的发现就是规划
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太重要了，一版
成功的规划可以造福一方经济。”
唐相龙说。

关注重工业城市转型发展

2015 年，唐相龙进入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学博士后流动
站，从事合作研究工作。受到该校
建筑学院教授李百浩的影响，唐相
龙逐渐意识到，“历史研究本身的
价值，就是‘鉴往可知未来’。研究
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历史，能够
为未来城市几十年的规划勾画出
演进路径，或者发展趋势。我们也
可以从以往的历史发展中得到经
验与教训。”

“一五”时期，被规划为全国重
工业城市之一的兰州，随着陇海、
兰新、包兰等铁路干线的修建，城
市地位显得愈发重要，成为西北交
通要冲。彼时，石油提炼、化工、机
械制造以及毛纺织业等的发展也

相当迅速。
然而，因为当初规划时过多照

搬苏联模式，缺乏对城市的科学论
证，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
扩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
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厂规模
的扩大、旧城区的改造，尤其是过
重的重工业比重，使本不适宜规划
为重工业城市的兰州，沦为“污染
城市”。

兰州城市发展真正的转机出现
在 2011 年。当年，“十二五”出台，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金山
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要求，甘肃
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兰州也不例
外。2012 年，国务院批复兰州新区
为国家级新区，这是第五个国家级
新区，也是西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
新区。随后，国务院批复的《兰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也给
出了答案，到 2020 年，兰州市将建
设形成“双城”格局，推动中心城区
工业向新区搬迁，实现中心城区人
口和功能的抽疏。“还老百姓一片蓝
天和清新空气”，是所有兰州市干部
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全国，像兰州一样从当初的
重工业、重污染，发展到产业结构调
整、逐步实现全面转型的城市，不止
一座。毕竟当年国家正式确定的重
工业城市的除了兰州外，还包括西
安、太原、洛阳、包头等中西部城市。

“这些城市也正在从重工业城市职
能转型到多元综合的新经济城市功
能。”所以，唐相龙发现自己的研究
并不局限于兰州，还能为国内其他
重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和空间规划
起到借鉴作用。

现在，唐相龙已成为该领域研
究中为数不多有所建树的学者。目
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规
划历史、工业城市转型，以及城市
转型的规划调控等。“以前城市转
型依据的往往是城市总体规划，即

‘一规引领’，但其中存在不少弊
端，且实施效果不佳。现在国家已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可替代城市总
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现
了‘多规合一’，进而由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指导城市转型发展，这将更
为科学。”唐相龙表示。

带领更多人踏上科研路

如今，唐相龙在学术科研道路

上早已不是单打独斗，随着多名教
师与学生的加入，他的研究团队已
有 20 多人。“我的博士生导师曾经
跟我说，城市规划历史的研究就是
个大宝藏，一辈子也研究不完，对
此我深有体会。”唐相龙也将自己
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他不断告
诫学生，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
板凳，守得住清苦，如此终究会做
出成绩。

一些硕士研究生甚至慕名而
来，报考这一专业方向。其中也不乏
来自国外的留学生，比如现在跟随
唐相龙学习的一名来自土库曼斯坦
的留学生。令唐相龙更为兴奋的是，
土库曼斯坦曾经隶属俄罗斯，所以
这名学生俄语极为流利，这让他在
查找俄文资料时有“如虎添翼”之
感。“当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
家将一批国内城市规划资料带回了
苏联。现在，我通过这名留学生，又
找到了很多当年苏联规划的历史证
明，包括在俄罗斯档案馆内的一些
俄文资料。”这些资料给了唐相龙新
的灵感，他决定不仅要在国内进行
研究，还要从外围进行反方向深挖。

“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就是孤
证，所以我们一直力求从多方搜集
史料去证实历史事件。”为了拿到
第一手资料，唐相龙带领学生们多
处走访曾参与规划设计的老前辈。
但这些人绝大多数年事已高，或已
经身故，令唐相龙深感时间的紧迫
性，人物访谈要与时间赛跑。

“现在，很多几十年前的规划
一手资料已很难找到了，特别是规
划中间成果不知所终。”唐相龙惋
惜地说。但第一手资料获取是研究
城市规划历史最根本的保障。所
以，他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护好现有
的资料，才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有
价值的内容。

目前，唐相龙已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出版专著《苏联
规划在中国：兰州第一版总规编制
史实研究（1949—1966）》一本，发表
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他也是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历史与理论委员
会成员，他表示以后会联合其他城
市及大学的教师、学者，希望可以合
作研究更多重工业城市的转型发
展。“未来我的研究的历史时间还会
集中在近现代，但是研究范围可以
扩大，至少要将其他中西部城市纳
入进来。”

唐相龙

唐相龙带领学生在兰州市红古区进行实地考察。

自古以来，兰
州因其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一直是中
原进入西域的咽喉
要道，也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重要节
点城市。也因为同
样的原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兰州的角色就被定
位为重工业基地。
这项国家重大决策
为兰州市此后几十
年的大规模经济建
设和城市发展打下
了基础。

唐 相 龙 发 现
自己的研究并不
局限于兰州，还能
为国内其他重工
业城市的转型发
展和空间规划起
到借鉴作用。

北极，人类最后一块“未定之域”。2019 年 4
月 10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以下简称“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与俄罗斯科
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
署《共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协议书》，参加“第五
次北极国际论坛”的嘉宾见证了此次签署，海洋
试点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潘克厚和希
尔绍夫海洋研究所代理所长阿列克谢·索克夫

（Aleksey Sokov）博士代表双方签字。

北极联合研究中心：
开发和保护北极

仪式上，阿列克谢·索克夫所长发表讲话。
他表示，北极对全球气候有着极其关键的影响，
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将通过科学研究有效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这不仅有益于中俄两国，也有益于
世界的发展。作为俄罗斯的国家海洋科研机构，
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非常高兴能与海洋试点国
家实验室共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相信双方的
合作将为世界海洋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潘克厚秘书长介绍，北极联合研究中心的
设立旨在促进双方在海洋科技方面的合作，加
深对北极的科学认知，推进适用于北极地区观
测技术的进步，促进双方的科研基础设施共享，
为培养下一代北极科学家、开发和保护北极做
出贡献。他表示，希望该中心成为系统展开北极
研究的科研中心，中心建成后，海洋试点国家实
验室、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将积
极发挥学科优势，贯彻落实中俄双方领导人提
出的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倡议，持续开展深入、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力争取得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科技成果，推动北极科学研究的进步。相信
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将成
为国际领先的北极研究机构，为世界培养造就
新一代北极研究领域科学家，为解决“冰上丝绸
之路”建设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提供科技支撑
和智力支持。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国际事务部部长谭攻
克介绍，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将聚焦北极海洋气
候重大科学问题，以北极及其邻近海域为工作
重点，按照《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十年科学发展规
划（2019—2028）》，围绕“北极海洋环流、物质输
送与海冰变化”“北冰洋地质过程与环境演化”

“北冰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
“北冰洋生源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北

极快速变化的天气和气候效应”等领域展开研
究。双方将组织联合研究和共同调查，为联合科
考航次准备仪器和科考船；开展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的交流，并组织人才培训项目；促进双方科
考船船时共享以及大型调查和分析设备的共
享；加强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换；在组织
学术研讨会、讨论会、讲座以及出版学术论文和
专著方面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北极联合研究中
心设在莫斯科，是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海外中
心建设规划（2015—2020）》的重要内容，也是海
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全球分布式协同创新网络的
海外支点。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将加速推动、尽快启
用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充分发挥中俄双方创新
资源优势，开展北极科研问题的协同攻关。北极
联合研究中心将会同国际南半球海洋研究中
心，共同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拓展南北极研究的
重要平台。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与俄罗斯科学
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将根据对等、分阶段投

入和互惠的原则，对中心共同投资，为北极联合
研究中心的运行及其活动开展提供资金支持。

探寻北极奥秘：
致力解决全球性问题

北极是全球海洋最后一块“未定之域”，具
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当前，北极自
然环境正经历快速变化。受过去 30 多年间北极
地区温度上升的影响，北极夏季海冰持续减少。
根据科学预测，北极海域可能在本世纪中叶甚
至更早出现季节性无冰现象。北极冰雪融化不
仅会导致北极自然环境变化，还可能引发气候
变暖加速、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现象增多、生
物多样性受损等全球性问题。此次中俄共建北
极联合研究中心，有非常重要的科研战略意义，
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
用。

近年来，由于北极区域变化迅速，大量的科

学问题亟待解决。北极变化对中低纬度气候产
生显著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全球效应；北冰洋
环流系统的改变引起了淡水输送方式的改变，
极大地影响了海洋循环和气候效应；海冰减退
引起了生物生产过程的加强，由此引起了生物
多样性的变化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变；北极上
层环流的变化改变了北极营养盐的供给和分配
方式，直接影响生物生产率；海冰减退引起的生
物泵和物理泵变化改变了碳的吸收和埋藏方
式；北极环境和气候在地质历史上的变化记录
和机制尚不清楚；北极海冰减退的动力学和热
力学机理问题及能量平衡问题尚不清楚。

此外，由于缺乏对北极海洋过程的现场观
测，缺少适应北极环境自动观测的手段，导致能
满足科研需求的数据不足，科学家们也难以形
成对北极变化的全面认知。潘克厚谈道，“在涉
及北极的全球性问题方面，国际社会休戚相关、
命运与共，理应携起手来加强对北极环境的长
期监测，预测北极气候和环境变化，并做出适应

性评估。2018 年我国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
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北极环境变化的观
测、研究和报告。北极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也是
落实《中国的北极政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
升对北极的环境观测能力和灾害预警能力，为
北极发展贡献双方的智慧和力量。”

加强北极合作：
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理梅
德韦杰夫时，明确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这一
概念。习近平表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
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落实好有关互联互通项
目。”2018 年，两国领导在北京会晤，发表了《中
俄联合声明》，提出要加强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
合作，在诸多方面开展合作。2019 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此次签约
共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也是为新中国 70 华诞
献礼。

北极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将为落实两
国领导人指示精神、促进中俄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建成后，将
有利于加强中俄双方在海洋科技领域的全面
协作，带动前沿科学技术共同进步，促进两国
研究机构在科技优先领域开展密切交流，深
化在创新领域的互利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更好
惠及两国人民。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主任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
吴立新表示，“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一直致力
为构建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战略支撑作
用，为加强南北极海洋科学研究、共建全球海
洋科技创新网络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提供战略性科技力量。未来，北极联合研究中
心建成后，将有效凝聚两国极地和海洋研究
优势力量，聚焦‘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
重大科学问题，加强在北极多圈层相互作用
研究，探究北极海洋环境气候变化及其对‘冰
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以实际行动和不懈努力
支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谱写北极海洋科
学研究新篇章。”北极中心也将同国际南半球
海洋研究中心一样，成为我国和全世界研究两
极的重要基地。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与
俄罗斯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签约共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

———助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姻本报记者廖洋 通讯员王宁

▲海洋试点国家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潘克厚（左二）和希尔绍
夫海洋研究所代理所长
阿 列 克 谢·索 克 夫
（Aleksey Sokov） 博士
（右二）代表双方签字。

海洋试点国家实
验室与俄罗斯希尔绍夫
海洋研究所签约共建北
极联合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