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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我们……大家的！”是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
（IVM）和《城市中国》杂志联合发起的、以城市街道空
间为主题的展览，旨在推动全社会关注城市街道的多方面
问题。

中国首展将于2008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大当代艺术馆举
行，同期举办“街道生态”论坛和“街道设计与管理”国
际研讨会。随后展览将在北京、广州和重庆巡回，相应举
办论坛与其他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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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发起方：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
Initiator of the Exhibition: Institut pour la ville en movement

本展览由总部设在巴黎的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IVM）发起。该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6月，是一
个由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PSA Peugeot Citroën）赞助的非盈利性的学术组织。其宗旨是通过
参与或举办展览、研讨会、实验性项目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推动全社会对城市交通与机动性问题
的关注和探讨，寻求革新性的解决方案。它致力于团结企业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领域的专家、
志愿者和决策者，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开展行动计划。

继2002年成功举办了全球巡展“建筑行动起来——城市交通空间创新设计(Bourge, 
l'architecture !)”之后，基金会再次发起新的全球巡展计划——“街道是我们……大家的！”。
这一计划于2007年4月26日至6月15日，在巴黎瓦勒德塞纳建筑学院新址举行了首展。展览
开幕式由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主席Christian Streiff先生、法国文化部建筑遗产城主任Francis 
Rambert先生、法国德高集团总裁Jean-Charles Decaux先生、法国老佛爷集团主席及总裁
Philippe Houzé先生、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监事Robert Peugeot先生共同剪彩。展览期间共吸引
了六千余人前来参观，与此同时，配合展览还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与街道相关的活动。这一计划产
生的巨大轰动效应，吸引了法国各大报章媒体，争相对展览及其外围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目前展览正在法国各大主要城市巡回。

©JCDecaux ©JCDec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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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巴黎首展取得轰动效应 
The Opening Exhibition has Created a Sensational Effect in Paris

©Martin Bureau

©Martin Bureau©Michel Derouault

4



中国展合作伙伴《城市中国》 
Urban China as the Cooperator in the Chinese Exhibition

根据基金会最初的计划安排，与上次“建筑行动起来”展类似，该展览在巴黎首展后，将继续在
欧洲主要城市巡回，并将在基金会巴西分会和中国分会的组织下，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
在南美和中国的主要城市推动其全球巡展。

在经过严格考查和遴选后，基金会选定《城市中国》杂志团队作为本次中国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基金会中国分会将与《城市中国》团队一起，负责中国巡展的制作、推广和组织工作。

《城市中国》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杂志，也是一本结合了深层问题和浅层表述、正统
的官方话语和生动的民间叙事、面向未来的主题性媒体平台。

《城市中国》以新闻、故事、评论、法规、引文、对话、辞典、图纸、漫画、图解等不同的文本
类型，渲染多样化的城市语境，融合工具说明书式的图解、侦探小说式的推理、商业广告式的台
词和娱乐八卦式的流行元素，将深层问题可读化。

杂志编辑部分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四地，同时以顾问和合作课题组的形式广泛与国际顶
级的建筑师、策展人和相关事务所合作。

自2005年初创刊以来，《城市中国》倍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先后出现在“大声展”、“深圳双
年展”等重要展览中，2006年受邀参加荷兰的China Contemporary联展中的“建筑城市”展
和“视觉文化”展；同时作为全球70家媒体之一受邀参加2007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杂志的杂
志”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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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览内容框架和展示方式 
Content and Display of the Chinese Exhibition

在中国巡展中，除了保留欧洲展的全部核心内容外，还将融入与中国城市交通与机动性问题密切
相关的新内容，以及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案例和作品。通过对比观察欧洲与中国城市之间在文
化、技术和认识上的差异，丰富展览传达的信息。

中国展览内容将与法国巴黎街道展首展的内容对照性地结合在一起，融入到街道展的基本内容
结构之中，按照街道展的不同板块主题进行内容分类。在形式上，法国巴黎展的作品全部“落
地”，在底层空间设立装置、布置作品；中国作品则全部“上天”，在空中或在墙面上悬置。这
样将两国的展览作品进行了空间层次的区分，形成一种“互文”的平行性。

中国巡展拟定于2008年3月启动，将相继与上海、北京、广州和重庆的政府部门、企业和高校合
作，在这四个中国特大城市举办展览、相关论坛和公共活动，并由《城市中国》编辑出版相关的
系列出版物。我们也欢迎其他对此感兴趣的城市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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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关心街道问题？ 
Why We Care about the Street?

街道，是现代城市中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主要载体，但在有限的空间里，日趋多样化的功能使
街道的使用者之间冲突和矛盾也随之加深。怎样让今天的城市街道成为聚合的场所而不是分隔的
空间？如何改善街道空间的共居、分享？展览从设计、管理、建设等不同方面提出问题。

街道空间争夺战
当今城市中，人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同时城市交通与机动性迅速增长、交通工具日
趋多样化和交通速度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些变化不仅刺激了新需求的产生，也使街道空间的
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矛盾激化。

寻求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地管理街道空间，缓解不同使用者之间（如邻近的居民和借道通行的旅客之间）的矛
盾，我们通常会将街道空间按不同的功能分隔开来，把街道空间的不同部分专门化。
然而，我们注意到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解决办法：它们突出街道的聚合功能，并弱化其分
隔作用；考虑多个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衔接，而不是独立地分别对待；鼓励空间的共居分享而不
是隔离；强调不同交通速度之间的协同而不是有意等级化、突出相互之间的差异……

通过公众参与达成和解 
这些解决方案除了在设计和管理技术上更新观念，它们还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程序——街
道管治。在这一针对街道空间的管理程序中，不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参与协商和决策，以使他们
的利益都得到充分和平等的考虑，并帮助他们对街道空间的作用和使用达成和解。

了解街道问题的综合性全面性 
在街道问题上，从来没有单一的、普适性的解决办案。它的解决有赖于适应具体情况、符合不同
文化、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背景的、地方化的多种解决办法。本次展览将突出介绍各
种不同的经验、多样化的案例、相互对立的观点，倡导采取新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街道空间的共享
和城市空间的组织。

畅想街道的未来 
本次展览不仅面向那些负责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街道的人，同时也针对街道的使用者，以及所有
热爱城市、关心城市街道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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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基本内容框架 
Exhibition Structure

街道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是街道？”，却众说纷纭。展览前言首先把这一问题
摆在大家目前：我们现在所说的街道究竟指的是怎样的城市场所？

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览首先通过一个直观的多媒体影像系统，展示当前城市街道的丰富功能和构
成方式，以及不同使用者在这一空间中的各种活动，由此激发对“街道到底属于谁？”这一问题的
思考；随后，展览分别按街道空间、街道管治和街道媒介三个主题安排展亭，借助文字、图片、实
物、投影等方式展示当前世界各地在城市街道空间的设计、使用和管理中的不同做法及其引发的问
题。除此以外，展览还采用文字图片等传统手段，展示当前有关街道空间研究的热点问题。

你不仅在街道上，你就是街道！
 "You’re not in the street, you are the street!¡" 

展览的第一部分试图借助高清晰大画幅的投影技术，把参观者引入一个充满变化和动感的街道世
界。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8X8X8米的立方体空间，由十台高清晰投影仪对包括地面在内的五个平
面进行同步投影，同时配合声音甚至是气味的变化，将街道的气氛、节奏、色彩、噪声等全方位地
展示给参观者。这一影像展示系统是由B. BADICHE领导的Malice Images小组制作的，其素材来
源于在法国电视频道“旅行”（Voyage）在全球42个不同城市采集的图像。这个让人身临其境的
空间创造出一个连续的、立体的空间，电影般闪放的图片频频转换，展现出各种各样分享街道的方
式，并向参观者展示了街道中个体与集体、人与物的内在关联。一个问题油然而生：

“街道到底属于谁？”——

街道归属于单个的个人？
归属于某一群体、帮派、族群或社区？
归属于大众和大型活动？
归属于某一事件，某一潮流？
……
通过这种丰富直观的视觉上的动态体验，展览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街道的使用者是空间的主
体，他们的行为活动及其空间就是街道。这一信号将成为展览后续部分的主线，并在不同的主题
之间产生共振效应。

9



“你不是在街道中，你就是街道！”
"You're not in the street, you are the street!"

©Stéphane Jacques, Thierry Caillibot, Voyage

©Vincent Ferey, malice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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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第二部分侧重展示街道空间设计的问题，为了唤起参观者对未来城市街道的想像，展览收
集了世界各地50余项由不同建筑设计团队规划设计的街道方案。这些设计有些已经实施建成，
有些还只是方案构想，但它们都力图创造新型的街道空间或城市街道系统，提高街道的多功能特
征，并使之成为促进人与人相互交往、相互接近和相互联系的空间。
这些方案通过协调街道活动功能和交通功能之间的关系，成为制造事件、促进机动性发展、打开
街区封闭状态、增加市民聚会场所、创造城市性的主要手段，突出了街道空间多种活动和谐共存
的吸引力。这些方案大致分成以下几个主题：

- 多模式交通街道
街道是不同交通方式转换的空间。如何在现有街道空间中优化这种转换功能？如何在交通模式转
换系统中引入街道设计的概念？

- 高强度街道
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的发展导致传统商业街道的衰退，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大型商业中心却往往参照
传统街道空间而设计。商业、服务以及人的活动高强度集中，使这些商业中心成为特殊的高强度
街道。

- 多元化街道
街道不应该只有一种使用者、或由一类交通方式所垄断。多元化的街道旨在促进非小汽车交通的
发展，特别是给予慢速交通应有的重视和扶持。

- 生活街道
居住地段的街道往往与住房拥挤、街区安全、社会安全等问题息息相关。近期的一些城市规划方
案通过修建新的街道，缓解现代住宅极度拥挤的问题，并且改善封闭的住房环境。

- 垂直的街道
垂直街道体现了公共空间在高度方面的发展潜力。通过重建从地下一直延伸到高空的人造路面，
近期的一些规划建筑方案凸显这类空间的层次和街道特征。

- 变化中的街道
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西欧国家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大规模建设了社会住宅，许多居住小区
今天都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重新回到街道生活，联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已经成为一些
国家改建这些街区的新办法。

街道的空间设计
Spacial Design of the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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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课题中的街道
Street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Planning Projects

©SHIN'ICHI SATO

©Marcus Bredt ©Frederik Froument/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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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世界各地50余项由不同建筑设计团队规划设计的街道方案，
通过图像展示街道空间设计的问题。

©《再生策略：北京旧城——西四新北街概念设计》

©北京研究/北京大学+梁思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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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街道！》/ 模型+图版说明+仿真影像/深圳市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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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明、安静……这些都是街道管理的核心问题。展览提出将街道作为一个市民性的空间来
进行管理，鼓励居民自己负担起街道的安排和管理任务。并说明如何在具体过程中实施落实这一
认识，使街道真正成为公众之间的协商场所，其中不仅包括居住在当地的居民，还有那些天天在
附近上班的人和每天从那里经过的路人。

为此，展览选择了不同国家中的案例来展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采取的不同措施和方法，如何认识
街道使用者的多样性、如何考虑到他们不同的需求和期望以及如何对他们的争端作出裁判。其中
涉及到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街道之眼”：安全与隐私的两难选择

在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是一些国家采取的改善城市公共安全的重
要手段之一。但这一措施的实施，也使得对街道安全的担忧，转化为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忧虑。对
普及电视监控公众都有哪些反应？这一监督形式在管理居民和使用者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又有
哪些失败的教训？

——法律规章和文明礼仪

如何用法律规章确保街道中不同居民和使用者和平共处，使他们彼此认同或彼此规避。这些法律
规章在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有怎样的不同诠释？它们的实施主要是基于一些技术手段（宣传单、
展示牌等）？还是依赖于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和客套礼仪？

——适应于不同交通速度的街道？

现代城市规划提出根据交通速度的不同，将不同的交通方式在空间上分隔开来，这一原理在今天
的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这样的空间分割在什么情况下能起到作用？而又会
对空间的割裂和疏离造成怎样的后果？在纵横交织的街道网络中，除了按功能进行分割，还有哪
些其他可能的选择？

——管辖与争端，关于街道问题的谈判

街道空间的私有化是解决争端的一种途径。展览通过不同国家中的若干案例，说明在管辖街道争
端的过程中，政府与居民的谈判涉及的问题和最终的效果。

街道管治
Stree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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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Rousselot/ŒIL PUBLIC

©Martin Kollar/Agence VU

街道管治
Street Governance

©Stuart Franklin, Magnum photos

©Alex S.MacLe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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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提出将街道作为一个市民性的空间来进行管理，
鼓励居民自己负担起街道的安排和管理任务。

©《沈阳斑马线》/刘治治（北京）

©《触摸系列-助盲站牌》/装置/戴耘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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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互动性的展示、电子游戏……这些广告的、技术的、商业的设备把信息引入人潮涌动的街
道空间。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改变了我们设想和使用街道的方式呢？

街道作为信息的载体和信息发布的媒介，显示了现实街道和虚拟街道的两方面价值。展览展示了当
今开发街道的传播与媒介功能的手段和潮流——形式新颖的广告宣传、日益升温的城市休闲和体育
运动、新型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漫画、文学作品与虚拟技术中一再出现的街道场景等。

——日本漫画与街道幻想

日本漫画所代表的青少年文化正影响着世界对未来的想像，那么，日本漫画中对街道又是如何描
绘的呢？

——随心所欲在街道

电子游戏是为众人熟悉的娱乐工具。它也反映了人们对街道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游戏中人们可
以在虚拟的街道世界里，随心所欲地为自己安排新角色。

——街道营销

商店橱窗是街道的重要组成要素。从传统的橱窗延展到新兴的私营商城，形式新颖的广告宣传创
造了全新的营销手段，而对街道又有哪些影响和启发？

——超级行人与街道休闲

街道的休闲功能越来越重要。大型的公众户外活动和休闲场所，正成为新型都市的标志。与此同
时，丰富的个人用品和新型的移动装备也帮助步行者提高速度和机动性能力，成为现代都市中的
“超级行人”。

——街道体育

街头运动和休闲服，是席卷世界的城市现象。体育运动是如何成为街道活动的主题呢？它在深度
和广度上的影响究竟怎样？

作为媒体的街道
Media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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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 Cristo Multimedia. All rights reserved

©Marc Roussel, Hoa-Qui©McCann Erickson Bombay

在形式新颖的广告宣传、日益升温的城市休闲和体育运动、新型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以
及漫画、文学作品与虚拟技术中一再出现的街道场景。

作为媒体的街道
Media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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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第10期《城市图文——
公共立面上的众声喧哗》展现了街道
空间上形形色色的文本话语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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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的街道（城市中国特刊） / Media Street (Urban China special issue) 

面向街道内容的多样化，城市能够给出怎样的空间策略？这种复杂化如何孕育出这里特有的街头
文化和街道生活？……《城市中国》特刊《街道生态》一期针对街道多样性进行探讨。

街道生态
Street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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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生态”是《城市中国》于2006年7月为“街

道是我们…大家的！”策划出版的特刊。

街道生态即城市流动空间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组织起的丰富的城市生态与我们的生活有着直接
或间接的相互作用。

街道是容纳流动的公共空间，城市中的人、物、资本、信息和能量在这里相遇、分离、交易、合
作或转化；街道生态则是通过政府管治的政策力量、城市的空间分类和民间的自发力量等多重作
用，对这些流动力量的制衡。

与自然生态一样，街道生态中的物种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综合体；
它们尽管位于城市食物链的不同层级，却通过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互动共生，从而演化出复杂的矛
盾与多样性。《街道生态》正是对这种多样性的探讨：街道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会受到怎样的管
治？因为街道内容的复杂化，城市能够给出怎样的空间策略？这种复杂化如何孕育出这里特有的
街头文化和街道生活？……

同样是由于这种多样性，我们不想给出一个关于街道的确定定义，而是通过“街道＝XX”的格
式，展现出街道生态可能触发的广泛的可能性；同时按照街道所组织起的关系，本期内容被划分
为“城市、社区、街道、生活”四个部分。留给读者思考的是：街道在不断地为各种城市机能输
血的同时，如何容纳了我们最为广泛也最为平凡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共生活方
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了怎样的冲击？我们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在不断更新的城市格局中，保
留街道原有的多样性及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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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神经
[Street=Nerve]

街道=权力
[Street=Influence]

©“剪广州”/Jan Rothuizen（阿姆斯特丹）+ 安卉（广州）

街道=城市
[Street=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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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中心
[Street=Center]

街道=可能性
[Street=Possibility]

街道=时间
[Street=Time]

街道=拼贴
[Street=Mosaic]

街道=规训
[Street=Regularization]

街道=行走
[Street=Tread]

街道=卖唱
[Street=Singing]

街道=公务
[Street=Duty]

街道=舞台
[Street=Stage]

街道=体力
[Street=Thew]

街道=格斗
[Street=Fight]

街道=临时聚会
[Street=Provisional Party]

“环形清明上河图”/下划线工作室

“灯会派对”/白川（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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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购物
[Street=Shopping]

街道=故事
[Street=Story]

购物乌托邦/胡昉+下划线工作室（广州）

街道=电子眼
[Street=Electronic Eye]

街道=社区
[Street=Community]

街道=改造
[Street=Alteration]

街道=战争
[Street=War]

街道=工具
[Street=Tool]

街道=商标
[Street=Brand]

街道=明星
[Street=Star]

街道=情缘
[Street=Love&Lot]

街道=物品
[Street=Object]

街道=青春
[Street=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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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计划之纪录片：《煤市街》/欧宁（北京）、曹斐（北京）

街道=变迁
[Street=Transition]

街道=邻里
[Street=Neighbourhood]

©《上海下只角：1982-2007》/胡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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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的生活/摄影-王子（北京）/2004年初至2007年摄于北京的前门地区

©《后街》/摄影-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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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24种表情/摄影-潘石屹（北京）

©拉萨转经街/摄影-下划线工作室（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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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远，那么近》/摄影-亚牛（深圳）/采用俯视的角度拍摄了各种高架桥，并将这
些照片拼接在一个全黑空间的长灯箱里

©高架下的街市/摄影-下划线工作室（广州）

29



©长安街/摄影-曾力（北京）

©街道比较/摄影-Reneken Otten（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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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卫生、儿童安全、公共交通、动物与宠物、送货、街道的24小时、残疾人的可达性、街道
的职业、道路收费、街道艺术、街道的细部设计、街道的信号系统……除了三大主题以外，展览
还将对这13个当代城市社会与街道空间密切相关的问题，质疑现行的街道规划与管理方法。

13个有关当代城市社会的其它问题
Plus 13 Other Societal Questions

©Planetstudio - Atelier Sylvie de La Dure
©ING Real Estate

©Stadtlounge, 2005, redbloodmonstersculpture by Carlos Martinez 
(artist & architect) and Pipilotti Rist (artist), all over Bleicheli around 
Raiffeisenplatz, St Gallen/CH, with beds, chairs, benches, tables, 
fountain and car overpoored with 4103m2 tartane, and with various 
other medias. Commissioned & produced by Schweizer Verband der 
Raiffeisenbanken and the City of St. Gallen (photo: Thomas Mayer 
Archive)

©Denis Darzacq/Agence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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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已经成为今天城市中富于变化和革新之地。基金会策划的这次展览旨在引起与街道生活密切
相关的公众、各个团体以及部门的注意，这些团体或部门包括：公务员，城市规划、交通、建
筑、零售行业的专家以及各个协会的专业人员。

这次展览的总策展人为法国著名城市学家、基金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 · 亚瑟教授（F. 
ASCHER）和基金会总执行官阿慕密女士（M. APEL-MULLER）。各分主题分别由相关领域的专
家领衔，组织专业团队筹办，其中：

街道空间分专题由欧盟青年职业建筑师竞赛（Europan）主席勒布瓦教授（D. REBOIS）及其助手
勒萨热小姐（D. LESAGE）负责；

街道管治分专题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瑞克 · 查尔姆斯（E. CHARMES）及助手德拉勒克斯（G. 
DELALEX）负责；

街道媒体分专题由弗朗索瓦 · 贝朗热（F. BELLANGER）和弗朗索瓦 · 亚瑟教授（F. ASCHER）负
责。

“街道是我们…大家的”中国区合作策展人：姜珺（《城市中国》主编）、卓健（动态城市基金会

驻中国首席代表）、沈其斌（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馆长）、朱晔（《城市中国》执行主编）、史
建（出版人、建筑评论家）。

国际研讨会召集人：潘海啸（同济大学教授，动态城市基金会国际教席联席主席）、杜雷（动态

城市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

强大的策展团队
Powerful Curatori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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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览为契机，组织一系列学术与文化活动 
Take the Exhibi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Organize a series of acade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根据基金会的计划，本次展览只是一系列有关街道的学术与文化活动的启动项目。在法国，动态
城市基金会积极邀请文化、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并协助他们举办了一系列与
街道主题相关的，形式多样的活动项目，如艺术展览、论坛、学术演讲、文献读物、文艺演出、影
片放映等等，成为展览期间名副其实的“街道文化节”。部分活动及合作单位如下：

除此以外的其他合作伙伴还有：巴黎瑞典文化中心，阿根廷基金会、法国《城市规划》杂志社、巴
黎国立装饰艺术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电影及视听艺术学院（INCAA），动态艺术杂志，墨
西哥文化中心等。

UNIVER画廊 “艺术家眼中的街道共享”展览：展出以 Anne Gorouben, Antonio Segui, Alain 
Nahum, Fred Kleinberg, Claude Yvans, Emmanuelle Renard, Sylvie 
Zampolini等为代表的画家、雕塑家、摄影家、历史学家、电影导演等艺术家团体，关
于街道空间主题的作品。

法兰西国家图书馆 “街道和文学”：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与 DIABLE出版社联合主办一系列以街道为主题的
文献阅读活动：诗朗诵、小品、说唱乐等。

法兰西建筑学院 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举办以“街道与城市发展”为主题的系列
辩论会和演讲。

芬兰文化学院 联合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大学举办城市标志与标牌的展览。

《交通流》杂志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支持下，由法兰西国立路桥大学创办的这一国际性学术杂
志将以“街道：网络与地域并存”为主题，出版一期专题。由桑德尔斯（A. Sanders）
和查尔姆斯（E. Charmes）编辑。

建筑专科学院 主题为“巴黎的街道”的学生摄影展。

艺术加工 这一设计与咨询服务机构，负责创建一个网络，把为实际街道设计有形物件的艺术家和
为网络虚拟街道设计创作的艺术家维系起来。这个项目将采用展览和因特网论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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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巡展 
Global Exhibition Tour

基金会举办的上一届名为“建筑，行动起来！——城市交通空间创新设计展”共展出了来自世界
各国的约40件建筑与城市规划案例，展览被译成了五种语言，并在四个大洲的三十多个城市展
出，参观人数已超过六万人。展览内容汇编成书，在欧洲的法语/英语双语版本由埃克塔出版社
(Actar)出版发行，在中国的中译本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本次展览在内容和材料上的丰富程度将比上届更胜一筹，并将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国际合作伙伴，
组织全球巡展。

中国巡展的主要合作伙伴和支持单位 / Collaborator and Supportive Units in China’s Exhibition Tour 

经过基金会中国分会和《城市中国》杂志社的初步联系，本次中国巡展上海站已经得到以下单位
的支持和协助：

法国国民教育与科研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同济大学、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上海世博事务协
调局、法国威立雅交通公司、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上海证大当代艺术馆、法国上海法语培训中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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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组委会：
Mireille Apel-Muller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总执行
潘海啸 教授  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
卓健 博士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驻中国首席代表 

姜珺  《城市中国》主编 

Jean-François Doulet 博士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

我们热切希望得到你们对本次展览的意见和支持，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对本次展览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总部:
电话：33 (0)1 5340 9560
传真：33 (0)1 5340 9561
10 rue des halles 75001 Paris FRANCE
http://www.ville-en-mouvement.com

展览总联络人：
Delphine Lesage小姐                   
delphine.lesage@vilmouv.com

同济-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国际教席办公室
上海杨浦区中山北二路1121号同科大厦4楼D16室 200092
电话/传真：021 6598 2131    
联系人：张仰斐 13052211001
ivm.tongji@hotmail.com

《城市中国》杂志社
曹恺予 市场总监 13556130140
梁笑媚 主编助理 13824423936
方力为 策划部 13922417909
电话：021 6598 0904
         020 8401 7127
project@urbanchina.com.c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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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estreetbelongst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