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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位于番禺路历史风貌道路的
“上生·新所”成为上海网红时尚新地标。
回顾它的前世今生，在 100 年前，这里是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欧美侨民的“休闲
娱乐天堂”，平常百姓可望而不可及;在70
年前，这里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人
勿近的“科研实验区”，60多年谢绝普通访
客。幸运的是，作为上海市级城市更新试
点项目，经过长宁区政府、业主上海生物
制品研究所和实施方万科集团的共同努
力下，上生·新所终于在2018年5月25日
正式对外开放。

目不暇接的美丽建筑

上生·新所紧邻有着“上海第一花园
马路”盛名的新华路历史风貌区，由 3 处
历史建筑、11栋贯穿新中国成长史的工业
改造建筑、4栋风格鲜明的当代建筑共同
组成。

其中，出自匈牙利传奇建筑师拉斯
洛·邬达克之手的历史建筑，属于典型的
西班牙式风格，兼具巴洛克等多种设计元
素；在由建筑师埃利奥特·哈扎德设计的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中，也有造型不同的
立柱、木质窗棂和护墙板等设计细节。这
些建筑在经历岁月的洗礼后，静静散发着
独特的魅力，随手一拍就仿佛有满满的故
事倾泻出来，充满着沧桑历史的无穷魅
力。

1920年，美国建筑师埃利奥特·哈扎
德设计建造了“哥伦比亚总会”大楼，大楼
分为主楼、副楼和泳池三部分，其中，主楼
现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健身房现为海
军俱乐部。建筑为西班牙风格，其外立面
和空间格局基本保存完整，但是由于虫蚁
腐蚀，建筑内的家具和门窗，大多不复存
在，只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
壳”，原本为黄沙水泥拉毛饰面，这是西班
牙式建筑的典型墙饰，也是那个年代，上
海较为流行又廉价的外立面处理方式，富
有立体感和设计感。

虽然尽可能复原建筑，但上生·新所
对于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也保留了各个
时期的历史痕迹。比如，建筑中有两个左
右对称的阳台，一边阳台的铁栅栏有多个
C 元 素 打 造（哥 伦 比 亚 乡 村 ，简 称

“CCC”），而另一边阳台的铁栅栏被损
坏，在后期修复中，并没有仿造一模一样
的“C栅栏”，而是选用了类似款式。门窗
也与以往不同，根据档案记载，早先门窗
采用花窗玻璃，像教堂里的大面积排窗一

样缤纷多彩，与现在市面上的马赛克玻璃
很不相同。而当下的门窗玻璃，像一条活
泼的变色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无
数变化着的色彩，引人注目。俱乐部外立
面上，还有绿色釉面的窗孔，呈四方形。这
种窗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很常
见，档案记载，“深绿色窗孔寓意吉祥如
意”。历史的痕迹，就这样被保留在上生·
新所的建筑中。

悠久的历史记忆

拨开历史的尘埃，翻开档案的记载，
让我们共同回顾上生·新所的历史记忆。
1924年，普益地产向政府购百余亩农田，
开发“哥伦比亚生活圈”；1925年，上海公
共租界工部局趁苏浙军阀内乱、国民政府
无暇顾及时，故意向西郊越界修路，扩大
法国租界范围至安和寺路（今新华路）和
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美国侨民同时也
在这一带占地，由美国建筑师埃利奥特·
哈扎德兴建上海的第二个美侨俱乐部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就坐落于今日
延安西路1262号的“上生·新所”。同一时
期，海军俱乐部及泳池完工；1928年，美商
普益地产公司在俱乐部南侧推出“哥伦比
亚生活圈”建案，兴建数十幢高级花园住
宅（即今日新华路介于番禺路至定西路段
的两侧和新华路211弄和329巷弄内），由
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担任总设计师。在这
里，他也建造了自己的别墅与花园，后半
卖半送转给了孙中山独子孙科，成为享誉
盛名的“孙科别墅”。

“哥伦比亚生活圈”90%为外国侨民
居住。美国人开发住宅区加上美国人兴办
的俱乐部，形成了当时上海最时髦、最高
雅的名流社交地，也将美式乡村生活模式
植入了上海西区。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总体建筑由东
侧的主楼、西南的游泳池和西北的健身房
组合。当时内部设置了游泳池、高尔夫球
场、网球场，保龄球、弹球房、跳舞厅等设
施。这些一百年前的设施即便在今天看
来，也是别具一格。《太阳帝国》原作者 J.
G.巴拉德在其晚年自传《生活的奇迹》中

回忆了他在哥伦比亚生活圈的童年，坐着
司机开的别克车，喝可口可乐，看美国电
影，从伦敦订购玩具，在天主教学校接受
严格教育，周末上乡村总会社交。而成年
侨民的生活则仿佛就是在无尽的派对以
及活动中度过。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华期间，由
于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对立，将上海英美外
侨集中扣留，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也成了
其中一处；日军同时也占据哥伦比亚生活
圈里多栋花园别墅，这个外国高尚社区圈
子也逐渐瓦解。讽刺的是，原外侨精英阶
层休闲玩乐场所，一瞬间成了他们不堪回
首地，电影《太阳帝国》也再现了二战时期
在沪外国侨民的这段无奈的经历。建筑物
也因而遭受破坏。

1951年，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和相邻
的孙科故居，一起被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征用，为国民健康做奋斗，高墙立起大门
从此紧闭，外人很难一窥究竟。自此消失
在群众目光里，连百度地图都无标注。如
今，孙科别墅被枝繁叶茂的绿植掩映。历
经近百年风雨，它依然处处流露勃勃生
机，是生长着的“活”建筑。“孙科别墅”原
为邬达克为自己打造的住宅。在建筑设计
中，他不喜欢单色调设计，所以，在孙科别
墅中，屋顶是鲜艳的红砖瓦，墙壁是黄色

的拉毛饰面（经过近百年岁月洗刷，色调
已经改变），以及手工打造的绿宝石颜色
的地砖。建筑结构为砖木，融合了五大风
格，以西班牙风为主，混搭巴洛克和新哥
特主义等，建筑体量近1200平方米。

因曾作为上生所办公室使用，别墅内
“家”的模样已不复存在，但在一墙一木
中，仍依稀可见当年盛况——窄条的柳桉
木镶嵌成鱼骨地板，柚木的楼梯依然典雅
厚重，每一款灯都释放出独一无二的光
芒，每一扇窗户都闪烁着日光……室外的
花园有高大的玉兰树，开着纯白的大朵大
朵的花，远处望去像一把大花伞；人工开
凿的小河边，有小鱼亲吻水面，岸边有植
物和石砌的乘凉桌椅，还有嘤嘤的蚊虫、
绿色的蜻蜓，以及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
小生物……

此外，上生·新所还有著名建筑设计
师和摄影家、郭沫若之子郭博设计的麻腮
风大楼，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长宁的第
一高楼。大楼采用德国工业设计风格包豪
斯风格，体现出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上
生·新所的改造对其本身的现代主义要素
予以了保留，南立面改为落地窗，以获取
更好的景观与采光，室内更加通透，同时
其外观也与北侧的历史建筑形成对景。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孙科别墅旁建

造礼堂，用小片碎瓷砖来装饰的外立面，
虽然现在看起来“土味”十足，但在当时却
是最潮的外立面处理方式之一。

历经岁月 重焕新生

2016年上生所搬离，万科刚接手开发
时，突破旧时禁令，趁翻修前邀请老建筑
爱好者率先入内参观，我也有幸参与。我
深深地被这近百年戏剧性历史的风华与
风霜，震慑到无法呼吸，太美了！仿佛是电
影情节的穿越，不小心踏入这几段动荡的
中国近代史。还是以前的格局，只是染上
岁月的斑驳。走进现存的这些历史建筑
里，能够强烈感受到当时上流社会的觥筹
交错，但几经更动的历史，让流逝的时光
不经意弥漫出曾经的沧桑,让人久久无法
忘怀。

如今，镶贴美丽马赛克瓷砖的俱乐部
游泳池，是目前上海唯一现存的英制尺寸
的游泳池，被誉为沪上最美泳池。除了密
密匝匝的马赛克，泳池最抢眼的就是羊头
装置艺术。这背后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上生·新所负责人介绍，当时项目组在
修复泳池时，发现一堵砖墙，拿不准背后
究竟是什么，便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这才
发现背后“有料”，经小心翼翼的挖掘后，
被遮蔽的精美巴洛克羊头雕像，才得以重
现。原来是当时的管理者为了保护这一精
美的羊头雕像不被破坏，在动荡岁月里以
砖墙加以保护，如今经修复终于又重见天
日，真的是令人欣喜。据档案记载，羊头下
面原本还有半圆形雕
塑，上面蹲了3只会吐水
的青蛙，只是历经岁月
变迁，现在不知去向了，
非常可惜。

由于曾遭受二战战
乱，加上上生·新所园区
生产需求的扩充，俱乐
部娱乐空间成了办公场
所和工厂生产间，有些
原有空间因此被拆除或
加盖，即使万科在这次
的整修中已经尽可能恢

复原貌，但从视觉上原俱乐部还是被截断
的。目前园区有几个入口，从延安西路
1626号原上生所大门、安西路的门，也可
从番禺路孙科故居大门进入。从延安西路
大门走进顺着笔直的林荫大道到底，就会
发现，原来主楼和右方健身房及游泳池，
是连在一起的。也可参照俱乐部当年的平
面图，朝上是面北延安西路大门，朝下是
面南朝新华路方向。即使字不甚清楚，还
是可看出健身房、游泳池、接待区、餐厅的
英文注记，主楼东面有花圃，前方有笔直
大道通向今日延安西路入口。即使 80 年
后的今日看来，这都是个欧式高级乡村俱
乐部完整的格局。仔细端详上生·新所的
建筑，可以想象当年哥伦比亚生活圈和俱
乐部的荣光。

掀开崭新一页

哥伦比亚乡村总会的内涵早已随着
时代的变迁而数次转变，但其背后的人文
底蕴与历史冲突，让人着迷不已。2018年
上生·新所正式对外开放。上生·新所为了
将建筑承载的人文功能发挥出更具意义
的水平，并为城市更新项目做出表率，特
别召集文创各界领袖人士组建了上生·新
所文创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由城市更新、
建筑、艺术、音乐、影视、文化等多个领域
专家组成。文创委员会的嘉宾代表们有知
名建筑理论家、著名舞台剧制作人、行业
内非常具有话语权的评论家和策展人等
等。在他们的共同打造之下，上生·新所更
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勃勃生机。

从百年前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到
如今“上生·新所”的崭新名字，它就像一
颗被擦亮的历史人文珍珠，再度闪耀大上
海！上生·新所在将近百年的时光中，谱写
着一首属于历史与现代、城市与生命的美
好生活畅想曲。

上生·新所——时光铸就的百年传奇
□一 今

随着科技进步与材料发展，更多富
有个性的建筑造型设计和表皮设计如浪
潮般不断涌现。如何实现多变的造型与
建筑功能性的结合，需要以参数化为工
具，新材料为载体。9 月 22 日，“ASSC
建筑表皮精细化设计探讨与实践系列活
动——异形建筑表皮工程学术论坛”在
同济大学设计院举办，以异形建筑表皮
工程为切入点，对超大城市精细化建设
与幕墙设计施工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论坛由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实
践》、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
长、《建筑实践》主编曹嘉明在致辞中提
到，在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及超大
城市精细化建设和治理的背景下，上海
建筑幕墙界积极响应，举办了多次学术
论坛交流研讨，就如何精细化建筑设计
方案、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为建
筑师搭建了一个与建筑新材料沟通的桥
梁。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丁洁民通过
上海中心大厦、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会议
中心、重庆西站、广州 IFF 国际金融会
议中心等等标志性项目，通过对超大跨
度幕墙结构体系剖析，将幕墙结构体系
分为三个层级，并重点对介于主体结构
和幕墙产品层面之间的过渡结构的类型
和传力特点进行分析和介绍，通过结构
专业和幕墙专业间的沟通和协调，突破
专业间的界限，实现边界融合、技术跨

界。幕墙行业资深专家萧愉提出“什么
是异形？为什么要做异形？异形是为什
么人做的？评价异形用什么标准？异形
能够传承历史文化吗？异形有大量的需
要吗？”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异”是
多变的，但多变中也有不变。不变的是
建筑的核心价值观，是建筑设计的基本
原则——安全、实用、耐久、经济、绿
色、美观等等。同济设计副总裁邹子敬
指出，异形建筑在现代建筑中的比例不
断增加，要实现异形建筑表皮建造，一
是要新型材料和应用场景的匹配，二是
要数字技术和建造工艺的匹配。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副总工程师黄轶通过两个经典异形
建筑案例从概念分析到最终实施完成全
过程揭示了表皮实现的方法，从建造施
工角度阐述了异形建筑表皮的实现，剖
析异形建筑表皮从构想到实现的难点，
并且从设计、选材、深化、施工等多个
方面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上海通正
铝结构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尹建
介绍了大跨铝合金空间结构建筑的特点
优势。工艺技术上铝合金结构已全面实
现了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和全装配
式安装工艺，且铝合金结构可与表皮系
统及各类型建筑功能系统进行高度一体
化设计如参数化结构设计、数字化设

计、表皮系统与结构一体化设计、建筑
功能系统与结构一体化设计等以及系统
集成；Farrells董事邓柏基介绍了厦门英
蓝国际金融中心塔楼向上扭转收分富于
变化的动态效果的一系列的理性化设计
优化，使之便于施工及幕墙组装；AGP
晶瓷玻璃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肖洋通过著名的项目案例德国宝马研
发中心、捷克 Emirates 皇家码头、意大
利艺术馆、美国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西安大悦城实际案例介绍
了U型玻璃和玻璃砖的设计之美；莱特
泰克 （上海）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杨托介绍了LED光电玻璃作为新型的
建筑玻璃表现形式——依托于建筑玻璃
体系，满足建筑玻璃原有的节能及结构
要求，同时兼具了亮化、显示的功能属
性，为幕墙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存在方
式，赋能幕墙更多的创意设计想法，在
楼宇亮化工程中，得到非常好的应用。

主办方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和
互动，与业内优秀同行不断分享经验、
碰撞思想，通过幕墙的精细化设计，成
就建筑之美和技艺之美。通过多变的造
型与建筑功能性相结合，使得精细化设
计、高技化建造以严谨的系统理论为前
提，进行更多的技术探索，以参数化为
工具，新材料为载体，将工程界与学术
界紧密结合，为“共建超大城市精细化
建设和治理中国典范”合作框架协议落
地提供更多有力的支撑。 （学会）

数字化、新材料助力建筑美的实现
上海市建筑学会举办“异形建筑表皮工程学术论坛”系列活动

9月16日，“胜景几何——一个中
国当代建筑师的工作现场”展览开幕
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创新科研示范楼11层举行。60余位建
筑界前辈、大师、行业领导、业主代
表、著名建筑师、学者莅临现场参观。

李兴钢工作室办公空间于2019年
初由北京车公庄大街十九号院的2 号
楼7层迁入新落成的创新楼11层。“胜
景几何——一个中国当代建筑师的工
作现场”展就在这里举行。

“胜景几何——一个中国当代建筑
师的工作现场”展览以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李兴钢工作室的办公区域为展
陈场所，呈现了一个中国当代建筑师
的思考和工作场景。《行者图语》《胜
景几何论稿》《李兴钢 2001—2020》
三册图书则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工作
状态进行了描述和记录。

正如“胜景几何”包含着心境与
物像、诗意与理性、目标与方法的二
元平衡，展览同样运用了对仗的叙
事，选取了数十个李兴钢本人及工作

室的作品，以两两对话的方式呈现。
这些成对出现的重点作品，结合

李兴钢建筑工作室的办公空间，形成
了四个“沉浸式体验区”和一个包含
六个关键词的“主题作品展区”，在展
览现场次第展开。展览还设置了独特
的“仓储展架”式的线型工作模型展
区，展储合一地呈现了工作室近20年
的大量工作模型。

开幕式上，中国建筑学会原理事
长宋春华，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
代表建筑学会表示祝贺，中国工程院
院士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建设科技集团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崔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
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
师庄惟敏则代表行业同仁提出了希望
和期待。

据悉，展览将不限期定时向公众
开放。9月25日以后每周二下午和每
周六下午对外开放，参观者需提前预
约，每次限15人参观。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兴钢“胜景几何”展览开幕

为纪念紫禁城建成 600 周年，由故
宫学院 （上海） 指导，同济大学博物
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
济大学闻学堂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主办
的“延续二百多年的建筑世家——样式
雷建筑图档同济大学特展”于9月8日在
同济大学博物馆举行，该展览通过视
频、展板、图纸和宣传册四种形式，全
面展示了“样式雷”的历史和建筑图档。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我国目前有 31
处建筑物或遗址入选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

“样式雷”家族设计修
建的建筑物就有 5 处。
不仅仅是建筑，“样式
雷”家族还留下了2万
多件被称为“传世绝
响”和“民族瑰宝”的
建筑史料——“样式雷
图档”。“样式雷图档”
2007 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

遗产”，201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记忆工程20周年”活动项目。

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的缺乏，没人
能说清中国古代建筑究竟是怎么一步步
完成的。包括雷氏家族制作的建筑图
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在内的
样式雷图档的留存于世，证明了中国古
代建筑工匠不仅具有良好的建筑施工技
艺，而且具有图纸设计能力及立体模型

表达能力。
“样式雷”是清代皇家建筑世家雷氏

家族的别称。他们是从江西省九江市永
修县梅棠镇新庄村走出的建筑家族。自
雷发达 （明万历至清康熙间） 而始，经
雷金玉 （顺治至雍正间） ——雷声澂
（雍正至乾隆间）——雷家玮、雷家玺、
雷家瑞 （乾隆至道光间） ——雷景修
（嘉庆至同治间）——雷思起（道光至光
绪 间） —— 雷 廷 昌 （咸 丰 至 光 绪
间）——雷献彩（光绪至宣统间），皆执
掌样式房，主掌皇家建筑工程设计等事
务。一个家族中有八代连续 260 余年执
掌并经营皇家建筑设计等事务，这在世
界建筑史上是罕见的。“样式雷”家族倾
注毕生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世界文化遗
产的家族之最，为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做
出了巨大贡献，确可称之为“永修八代

‘样式雷’，中国半部古建史”。
“样式雷”之所以能集古今中外造园

艺术之大成，创造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之
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着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样式雷”虽专门服务于皇
家，但其建筑设计思想、技术和作品无

疑是当时同领域的集大成者。而这样的
集大成者也绝不是突然在那个时代出现
的全新发明创造，而是中国数千年建筑
文明发展演进的经验积累。无论是宫殿
园林的主导思想、平面布局，还是单体
或组群建筑的设计方法和表现形式，都
能在过往朝代中找到相同者或相似者，
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建筑“千古一系”的
历史性传承。

时过境迁，“样式雷”图档中所表现
的很多建筑和园林比如圆明园等在现实
中虽大多已不存在，但通过这些图档完
全可以复原其原始面貌并对其进行深入
研究。目前在同济大学图书馆四平路校
区十楼北的古籍特藏研究室里，已藏有
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圆明园、颐和
园、香山玉泉山和清西陵的52函“样式
雷”图档可供校内师生阅读。这些“样
式雷”的建筑图档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
术的瑰宝，对清代史、考古学、建筑
学、建筑史和风水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这也由此更让我们对这些
存之不易的文化遗产萌发珍惜与敬意。

展览将至10月30日结束。 （同济）

样式雷建筑图档同济大学特展展示中国建筑“千古一系”历史传承

2024年巴黎奥运会共设有36个赛
场，其中新建的大型场馆只有 2 个，
水上运动中心是其中之一，选址在巴
黎圣丹尼区，与举办开闭幕式和田径
赛事的主场馆法兰西体育场仅一路之
隔。

中国建筑事务所 MAD 在与法国
建 筑 事 务 所 Ateliers2/3/4/+ Venho-
evenCS 联合团队、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BVL architecture 联合团队
的最终角逐中惜败。法国建筑事务所
Ateliers2/3/4/及其荷兰合作伙伴Ven-
hoevenCS 设计方案胜出。2024 年巴黎
奥运会结束后，这个运动中心会在巴黎
圣丹尼区保留下来，并继续服务大众。

该建筑要实现多功能用途。2024
年巴黎奥运会赛事期间，场馆内将举
行水球、跳水和花样游泳等比赛。正

赛结束后，建筑将在残奥会期间灵活
地转变为硬地滚球类体育场。而在奥
林匹克运动会完全结束后，该建筑将
作为当地居民举办体育活动的中心。

新的水上运动中心主要采用木材
建造，其木质屋顶以悬浮的形式完美
地将观众的视线引导至比赛水池。在
各个层面上，设计都满足并超出可持
续性要求与规范。例如屋顶全覆盖太
阳能电池板，这也成为了全法国最大
的城市太阳能收集场之一。

该场馆设计由大巴黎区政府和杰
出的专业团队合作完成，完美地解释
了城市可持续设计概念如何引导并且
应用于新建筑和城市发展。这种类型
的建筑将为城市的社交、生活、环境
等质量进行极大程度的改善和提升。

（设计联）

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上运动主场馆设计方案出炉

美丽的孙科别墅美丽的孙科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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