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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科学的重大方向：城市时代与海洋世纪 
——林拓教授与国际海洋学会主席贝楠先生的对话（节选）

 
 

虞 阳  整理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62） 

 

摘  要：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人类正迈向城市时代与海洋世纪交汇的新纪元，“蓝色经济”已成为全球

沿海国家的共同追求。海洋为人类提供发展的巨大机遇也展现出人类无法控制的巨大威慑。推动国际海洋

科学与城市科学的对接将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方向。为此，林拓教授与贝楠先生等国际学者就不少相关议

题多次展开深入的对话交流，本文是其中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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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拓：贝楠先生，您作为国际海洋研究的旗帜人物，在海洋治理与海洋环境等领域深有造诣，

为推动全球海洋合作作出了诸多重大贡献，享有盛誉。正如您所说，“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我们发现，新一轮全球海洋开发浪潮，总体上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从渔业、海运向海洋新能

源、海洋战略新兴产业等的全面拓展；二是从海洋浅层向海面、水体、海床和海底立体式开

发的纵深推进；三是从传统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的条块分割向互动融合的转型发展。不少国

家将海洋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基点，甚至将海洋视为立国之本，建设海洋型国家，

而海洋也日益成为牵动国际关系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对海洋进行全面审视，

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贝楠：海洋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永远无法被完全或准确估计，它是人类蛋白质摄入的最大来源、

地球生物量的 90%以上来自海洋，而海洋的 90%还未被开发，特别是深海遗传资源，远远

超过我们的现有认识。然而，由于人类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认为海洋具有可持续性，采用的

开发方式，具有破坏性，已使脆弱的海洋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根据海洋环境保护联合专家组

调查，目前对海洋的主要损害方式至少包括三个大类、近百个小类。因此，我非常同意你的

看法，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海洋与人类的关系。我认为，人类应学会与海洋共

生，这才是真正的“蓝色经济”，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充分利用海洋的丰富资

源与潜力，另一方面是预防繁荣的海洋发展背后的风险。 

就前者而言，海洋显然为人类的基本生存和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从休闲到科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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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到渔业、从食品到医药、从废物处置到碳汇、从能源到矿产、等等；就后者而言，近来

频繁发生的海啸、飓风、气旋、风暴潮等极端气候事件以及其他海洋灾害，多数并非由人类

活动直接引发，却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因此，个人和社区必须对气候

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以降低灾害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与海洋建立共生关系的过程就是

探寻创新发展途径的过程，而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明确的一条重要道路就是将城市与海洋

相连。 

林拓：如果说上海世博会标志城市时代的来临，那么，如今我们正处于城市时代和海洋世纪

交汇的新纪元。海洋与城市、沿海与内陆的复杂交互作用更甚于以往，海洋为人类提供发展

的巨大机遇也展现出人类无法控制的巨大威慑，而城市与海洋的密切关联正是人类依托海

洋、利用海洋诸多方面的集中展现。就中国而言，一场前所未有的向海发展浪潮正逐步展开。

在国家层面，首次将海洋发展与陆海统筹纳入国家战略；在区域层面，国家级区域规划 70%

以上聚焦海洋经济和海陆联动，并先后建立三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在城市层面，53个

沿海城市 90%以上提出向海发展或滨海发展等战略。 

贝楠：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现在有 6千万人生

活在海平面一米以内，且这一数字将在本世纪末将跳至 1.3亿
[5]
，2025年约 75%的世界人口

将住在离海岸 100公里范围内。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将海洋与城市相连的重

要意义，但我们遭遇的挑战可能比想象中更为严峻。我们正处于三大挑战汇聚的“巨大风暴”

之中：一是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与洋流模式改变等问题不仅对海洋造成影响，也对城

市产生交互影响；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由此也引发对海洋资源需求模式的改变；三是安全问

题，例如海盗事件的增加等。三者在时空上的相互交织将对蓝色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威胁，而

城市正是诱发“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 

林拓：的确如此，根本上来说，我认为当前海洋发展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至少体现

在：一是陆域本位问题，一方面长期形成的陆域惯性使我们将陆域发展方式移植到海洋发展

领域，另一方面重陆轻海的观念尚未实质打破，例如，陆域产业布局向海转移可能导致的生

态后果等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二是单向维度问题，以往海洋与城市相关研究往往将海

洋视为匀质常量，忽视了海洋与城市综合因素间的多维度交互影响。三是陆海分割问题，以

海洋环境为例，在废弃物排放等关键环节上缺乏统筹，陆源污染已占中国海洋环境污染 90%，

2010年重污染海域较 2009年增加 60%以上
[6]
，18个海洋生态监控区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的

高达 14个
[7]
。因此，我们必须推动陆域与海域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变，包括从海洋粗放式开

发到集约式发展转变，从海洋末端治理向陆域源头防治的前移，等等，这些都是海洋与城市

发展的重大战略命题。贝楠先生，您长期致力于促进海洋治理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有怎样的

见解？ 

贝楠：我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学术研究领域将城市科学与海洋科学紧密对接，我

十分欣赏也十分支持您和您的同事所开创的国际海洋城市科学，这是面向蓝色星球未来机遇

和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 21世纪科学发展的重大方向。具体来说，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设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合作平台，您与同事正在推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与城市发展”教席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希望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

究院发展得更好。其次是探索综合性与多层级的治理结构。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海洋渔业、

旅游、环境保护、生态系统、能源等部门相互独立，缺少综合协调与合作部门，近年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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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加快综合性海洋政策与管理机构的建设步伐。还有，加强海洋综合教育，

这可能并非是立竿见影的解决途径，但一定是海洋发展的必要过程，使人们懂得如何与海相

邻、与海共存。 

林拓：我们非常钦佩国际海洋学会与您作出的巨大贡献，比如国际海洋学会与中国国家海洋

局合作，在天津建立执行中心，每年开展大量培训服务中国和周边国家海洋治理。我们也正

积极推进“海洋与城市发展”教席、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院的发展，希望成为具有影响

力的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网络重要节点，共同应对蓝色星球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贝楠：你和你的同事正在推进的工作十分重要，希望能够不断向纵深拓展。面对不可预知的

海洋灾害和城市与海洋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尤

其是不应再将海洋与我们世代栖息的城市分离。情况的紧迫性和巨大的需求要求我们必须加

速行动推进海洋城市科学研究，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为下一代迎接蓝色经济的挑战，使我们的

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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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21st century is the “ocean century”, and the human being is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when the “urban age” meets the “ocean century”. “The blu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ommon pursuit 

of coast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e ocean not only provides mankind with hug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but also shows tremendous deterrent beyond human control. Current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ocean science and urban science will be a major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Professor Lin Tuo has made several in-depth communications about related 

issues with Mr. Behna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his paper is an exce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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