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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udia, Jennifer 很高兴今天在德国
国际城市文化协会(SKI)成立18年年庆
上同时遇到你俩。早就听说你俩是第一
个在中国做过建筑设计的德国建筑师， 
一直没机会同时采访你俩，今天请给我
讲讲你们那时的故事吧?
          Jennifer：经你这么一问，算算都过
去整整20年了， 95年我大学毕业，作为
毕业礼物，得到了与母亲同游中国的机
会，当时父亲在西门子工作，常出差去中
国，因此我们的旅游目标地定为中国，
为期十天。从北京开始，经西安，上海
至桂林，父亲帮我们事先预定了宾馆。
那时中国还没那么多外国人，外国人旅
行团也不多见，尽管我们母女俩没有跟
旅行团，即现称为自由行，但一路上遇
到好多中国年轻人，他们主动与我们搭
话，目的是练习英语，同时热情带我们
参观他们所在的城市，非常友好。   

          噢，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
这次中国之行与此后在中国做建筑设计
有何直接关联吗？
      Jennifer：应该说有间接联系， 当
时西门子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在山东淄
博成立了合资公司，德方常派项目负责
人及技术人员去中国工作，每次去都下
榻在宾馆，考虑到这些管理人员的家庭
生活，公司决定在当地给他们建住宅，
以便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能带家属过去
共同生活。正好我是学建筑的，又刚去
过中国且还有父亲这层关系，有幸收到
邀请设计西门子在山东淄博的住宅。但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没有足够设计
经验更没有在中国做过设计，经我丈夫
推荐结识了当时已独立开业的Claudia 
Funk女士，她听我介绍后很感兴趣，我
们这就合在一起做该住宅项目的设计。
Claudia；是啊，当时听了这个项目觉得
非常有意思，能与神秘遥远的中国直接
接触，尽管当时对中国根本没概念，但
这是给德国人设计住房，只是建在中国
而已。因此我欣然接受邀请。

         那你们是如何做这个设计，在德国
还是在中国做的？ 
       Jennifer:  设计方案当然是在德国

完成的，我于1996年6月一人先行前往中
国，现场观看地形，收集设计资料，并将
资料带回德国和Claudia 共同进行研究
和方案设计。
    Claudia：整个项目共有三套独立住
宅，我们将其组成了一个围合空间，中间
设计了一个水景，景观是Jenifer 学规划
出身的丈夫爱德华做的（见本专栏第12
期，作者注）。 9月份我们带着方案去中
国，向合资公司领导介绍方案并在现场
修改方案和做扩初设计。
 
     在当地做扩初用了多少时间，你们又
是如何与中方沟通并实施该项目的呢？
       Claudia：我们在中国一共呆了6周。
记得当时有位会英语的中国女建筑师，
每周来两次，她并没参与我们的设计，只
是来给我们做专业上的翻译和解释。
      Jennifer :  另外还有一位翻译一直跟

着我们，常陪我们去吃饭等，但印象并不
是很深。倒是那位女建筑师给我们留下
的印象更深，因为她有一对小双胞胎， 
在只能生一个孩子的中国，她家特别幸
运，因此她没时间与我们一起去吃饭。
        Claudia 对! 我想起来了，她为此特
别自豪。我们在做扩初时已在选择建筑
材料，门窗等上面做了很多准备。当时国
内已有德国塑钢窗生产企业，我们与他
们的德国经理取得联系后他们格外高
兴，一方面，那时当地德国人和德国企
业很少，另一方面我们是建筑师，与他们
的产品直接有关。他乡遇同行，经常与
我们见面，探讨和一起吃饭，当然该项
目用的是他们生产的德国标准塑钢窗。

         该住宅项目是何时完工的，完工后
你们去看过吗？
        Jennifer：项目是1997年底竣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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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由苏州市政 府 独 家冠名
的“赢在苏州”国际精英欧洲赛区创业
大赛是欧洲华人影响最为深远，覆盖面
最广，涉及人群最多的中国创新创业活
动。总决赛在德国慕尼黑诺富特酒店于
2015年6月28日下午如期举办。本届大
赛由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
办，中欧高层次人才交流中心、全欧华人
专业协会联合会、慕尼黑学生学者联合
会（亥姆赫兹学联等）、慕尼黑华人协
会等协办。
       由苏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程
华国局长带队的苏州市政府代表团出
席了总决赛。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慕尼黑
总领事馆领事黄崇岭教授出席了本次活
动。同时，大赛也邀请了此次活动协办
方，中欧高层次人才交流中心、全欧华人
专业协会联合会、慕尼黑学生学者联合
会（亥姆赫兹学联等）和慕尼黑华人协
会的负责人出席了活动。与会人员达到

300余人，这样规模，在慕尼黑的招才
引智活动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小桥流
水的江南水乡，温婉典雅的古朴苏州，
在新的科技创新浪潮中展现了其汇聚全
球智慧，打造创业天堂的气魄。与此同
时，感受到苏州真挚热情的全欧洲各领
域人才精英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
科技之城慕尼黑，欢迎从苏州远道而来
的客人。
       大赛评委会由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处处长刘瑜
先生、苏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一部总经理助理缪律博士、苏州市工业
园区招商中心处长周君华先生、德国汉
堡大学多模式机器人技术研究所所长、
汉堡科学院院士张建伟教授、全欧华人
专业协会联合会主席周盛宗教授、德国
安联全球投资基金经理杨子健博士、德
国国家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实验室主
任邹培建教授、欧洲专利局高级研究员
王波博士等8人组成。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慕尼黑总领
事馆领事黄崇岭教授代表总领馆致欢
迎辞。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程华国局长介绍苏州市情况。然后,10位
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进行路演，回答
评委的提问。
        路演结束后, 评委开会对评分统计结
果进行确认,最后一致通过获奖名单。
同时,苏州工业园区组织人事局程武军
副局长推介了苏州工业园区。在苏州创
业学者代表2014“赢在苏州”国际精英
欧洲赛区创业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钟文
君博士谈了在苏州的创业感想。缪律博
士代表评委对路演项目特别是获得一二
等奖的项目做了点评,解释了他们的项目
获得评委肯定的原因。颁奖仪式后,一等
奖获得者来自英国剑桥大学颜菁博士发
表了获奖感言,表示要把刚在苏州成立的
公司做大做强,不辜负评委的殷切期望。
         比赛结果为：
一等奖：
颜菁博士(英国伦敦) : 全自动微流体生
产及检测智能仪及应用技术

竣工后我与我丈夫一起去的中国，我已
去过多次，但对他来说，这是他第一次
踏上中国土地，从此往后他与中国的交
往反而比我更多。

        其后你们有没有再做中国的建筑设
计项目，还常去中国吗？
              Jennifer：1999年UIA（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 在中国召开, 我和
我丈夫受邀一同前往参会.  随后还走访
了好多个城市。
       Claudia:  我后来结识了Jochen 
Noth及国际城市文化协会（SKI）。还有
Tanja Reith女士（现SKI会长，系列第
二期已报道过，作者注），之后在协会做
了大量的中德建筑师交流项目，常有机
会去中国。

         能说说具体有哪些项目吗？
        Claudia: 那就很多了，国际城市文化
协会(SKI)那时与中国建筑学会（ASC）
的合作得到了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
会的资助，仅这一项我们就分别在中国和
德国举办了九届德中建筑论坛，具体是：
        1999年2月在柏林德国建筑中心召
开的第一届德中建筑和城市发展研讨
会“ 中 国 城
市 ”；第 二 届
于20 0 0年3月
在中国深圳市
举办的德中建
筑 和 城 市 发
展 研 讨会“公
共空间对话”
；2 0 0 0 年 6月
又 在 德 国 德
绍包豪斯召开
了第三届德中
建 筑 和 城 市

发展研讨会“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第
四届于2001年6月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
举办了德中建筑和城市发展研讨会，德
中小组为唐山祥德里共同设计方案。当
年10月又在德国莱比锡和柏林召开了第
五届德中建筑和城市发展研讨会，实地
考察和共同研究开发设计方案。次年3
月回到中国北京和唐山，进行了第五届
德中建筑和城市发展研讨会，共同修改
设计方案；2002年6月于中国辽宁省大
连市召开了第六届德中建筑和城市发展
研讨会“一个中国大城市的持续发展”
；2004年3月又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进
行了第七届德中建筑和城市发展研讨
会“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第八届德
中建筑和城市发展研讨会“传统，生态
和创新的城市及社区发展”。于2004年9月
在德国各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还真不少啊！除了举办德中建筑论
坛，今后你们还打算在中国做建筑设计
项目吗？  
   目前我们都在德国公司就职，做本地
项目，很希望再次联手做中国的设计项
目，但SKI协会的中德交流合作活动我
们都积极参与。

客居中国系列采访之十四：

第一次在中国做建筑设计    
文/禾珣

Claudia Funk (冯克), 注册建筑师，注册能源
咨询顾问; 德国国际城市文化协会(SKI) 前董

事会成员。

慕尼黑－苏州高层次
人才引进活动纷呈

二等奖：
宋立军博士(意大利佛罗伦萨) : 吸波金
属氧化物复合薄膜
索华博士(意大利米兰) : 独立楼宇智能
变频暖通系统及城市暖通运营

Jennifer Meitzner, 注册建筑师，德国国际城
市文化协会(SKI)会员。 

西门子在山东淄博的住宅 (照片由Jennifer 提供)

三等奖：
陈宇翔博士(德国慕尼黑) :  基于语音和
图像识别的智能家庭助手
罗剑博士(德国慕尼黑) :  食品安全检测
系列芯片的生产和研发

孟立建博士(葡萄牙波尔图) : 激光快速
诊断纳米生物标记材料与技术
张京钟博士(德国柏林) : 诱导性人多潜
能干细胞的制备和定向分化
张怡娜(德国慕尼黑) : 癌症血清检测试
剂盒&检测试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