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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焕发新生，惊艳了时光
沪上一批老建筑经保护修缮重回公众视野杨浦区恒仁路上居然有座 “小故

宫”， 静安区北苏州路 470 号大院内曾

矗立着中国第一商会 ， 曾经的哥伦比

亚乡村俱乐部在谢绝普通访客近 70 年

后以潮流文化社区的面貌重回公众视

野……近期 ，沪上一批老建筑 ，正通过

城市更新的方式保护修缮， 焕发新生。

在尊重历史 、尊重原貌的前提下 ，它们

或延续最初的使命，或融合新业态重塑

功能，努力为传承历史文脉 、留住城市

记忆探路，惊艳了时光。

重檐歇山的屋顶、明黄色
的琉璃瓦……上海居然有座
“小故宫”

重檐歇山的屋顶 、 明黄色的琉璃

瓦……恒仁路长海路口，一幢古色古香

的老建筑别具一格，与故宫颇有几分相

似。 它是曾经的上海市图书馆。 经过三

年多的修缮扩建，这座承载了满满城市

记忆的历史建筑，将重新延续其最初的

历史使命，成为杨浦区图书馆新馆。 目

前，该馆尚未正式对外开放 ，但已成为

“网红”。

这是一幢中国式塔楼， 坐西朝东，

古典式重檐歇山式的屋顶颇具特色，檐

下有斗拱 ， 在方圆一公里都可以眺望

到。 从正门进入，迎面是 156 平方米的

大厅，朱红色柱子与雕梁画栋的装饰充

满了民族韵味。

建筑内部装饰精美，初建时的孔雀

门和彩绘天花被保留下来，让历史的年

轮得以保留昭示 。 一层地面为红色缸

砖，二层为水磨石 ，可见当年上海市图

书馆的彩色 LOGO 标示———一本摊开

的图书象征着求知好学。 据史料记载，

蔡元培在该馆建成时曾题词 :“括囊大

典，网罗众家。 ”意思是希望该图书馆收

藏的书籍要包罗万象，兼顾大众与专业

读者的需求。

这种在北方常见的中国古代宫殿

建筑 ， 在上海并不多见 ， 路过附近的

人们忍不住为它驻足 ， 恍惚间还有种

穿越的错觉……该建筑的设计出自中

国民族建筑师董大酉的手笔 。 它于

1934 年 9 月动工 ， 1936 年 9 月试运

营。 留存下来的最初的设计手稿显示，

图书馆本应为 “井字 ” 布局 ， 然而由

于经费原因 ， 只完成了一部分便对外

开放， 呈 “工” 字形。

作为公共图书馆，它的诞生生不逢

时。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它短暂

地开放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关闭。 建筑外

围墙壁上零星的枪眼，见证了当年的炮

火。 上海解放后，该建筑为同济中学长

期使用，同济中学迁出后空置多年。 如

今，经过修缮扩建 ，这座老建筑终于重

获新生。

北苏州河畔曾矗立着中
国第一商会，见证近代上海民
族工商业发展

北苏州路 470 号大院内， 一座 102

岁的历史老建筑近期悄然露出了古典

主义建筑风格的真容。 这幢建筑落成于

1916 年，是原上海总商会会址。

上海总商会，脱胎于清政府于 1902

年设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改称上

海商务总会。 1912 年，上海商务总会与

江浙绅商自行组织的上海商务公所合

并，正式定名为上海总商会。 这个中国

第一商会承担了大量社会管理与服务

职责，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商务公断处，

起草了第一份商法草案，孕育了中国第

一代工商业企业家。 辉煌时期，它曾迎

接过美国商会代表团、筹办过中国国货

展览，举办外交讨论会议 、处置江浙战

争善后会议等等，为当时显赫的工商界

名流的聚会之地，见证了近代上海民族

工商业发展。

据《上海总商会新建议事厅开幕纪

念册》记载 ，这幢大楼当时投入经费约

白银十万余两，聘请了上海颇有名望的

英国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负责设计，拥

有当时这个城市跨度最大的弧形穹顶，

两层通高，跨度约 18.3 米，可容 800 人

开会的大议事厅。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商会经历过

几次变迁， 先后用于上海电子管厂、联

合灯泡厂、上海市电子元件研究所的生

产和研究，建筑的结构形态也因此发生

了较大改变 ，门楼主立面顶部 “上海总

商会”几个大字被抹去。

上海总商会修缮项目总设计师凌

颖松清晰地记得 ， 第一次见到这座建

筑时 ， 它的外墙斑驳 、 门窗歪斜 ， 和

几十米开外 、 杂草丛生的一座三角形

门楼一起 ， 矗立在北苏州河路与河南

北路交界处的一片空地里 。 八年精心

修缮 ， 这幢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建筑终

于重现昔日的风采 ， 并以前所未有的

开放性融于城市生活 。 眼下 ， 这里正

在举办 “上海总商会百年展”， 让人们

重温城市记忆。 未来， 多类时尚展览、

跨界展演等国际交流活动将在此举办，

昔日的议事大厅将成为宴会大厅 ， 续

写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魅力 ， 创造属于

这个城市未来的生活和时尚。

“生人勿近”近 70 年后，

这里蝶变成时尚文化新地标

会员制独立书店 、360°观景餐厅 、

潮流艺术展览……这是上海时尚文化

新地标———上生·新所。 很难想象，这个

24 小时活力社区，在近 100 年前是外籍

侨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而在近 70 年前，

它变身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作为科研

场所一直生人勿近，谢绝普通访客。

上生·新所位于延安西路 1262 号，

场地内有原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及其

附属建筑 、孙科住宅等历史建筑 ，以及

上海市生物制品研究所时期建造的 30

余幢生产用房。 其中，建于 1924 年的哥

伦比亚乡村俱乐部 ，是园区的 “元老 ”。

它由美国著名建筑师艾利奥特·哈扎德

设计，红屋顶、圆拱门，一楼大厅有很多

曲线优美的螺旋。 该建筑原是为在沪英

美侨民设置的，集休闲、娱乐、生活的社

交场所 。 宽敞的室内曾被分成保龄球

馆、桥牌室、台球室等，一整排连续的都

铎式拱形玻璃门十分壮观。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旁边的原体

育馆内 ， 有一个全上海都十分罕见的

“英制”露天泳池。 这也是目前上海仅存

的近代侨民总会露天泳池，泳池内水质

澄澈，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周围白色

欧式立柱的倒影，很是惊艳。

说到邬达克， 人们一定不会陌生，

上海诸多知名历史保护建筑都出自于

他之手，园区内的孙科别墅就是其经典

作品之一。 孙科别墅建于上世纪 30 年

代，主体建筑系西班牙式 ，兼有巴洛克

建筑风格，至今仍能见到保留较为完好

的屋面筒状瓦片，外立面的鱼鳞状拉毛

尖券拱门， 内部螺旋柱子十字拱顶等，

花园为中式庭院风格，一条人工河流蜿

蜒流淌。

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块成为我国自

主研发疫苗的科研和生产基地，陆续建

设了一批科研办公 、实验室 、厂房仓库

及配套用房等。 这些并非保护类建筑，

却有着自身的特色。 比如，上世纪 60 年

代郭沫若之子郭博设计的现代主义风

格高层建筑“麻腮风大楼”，被誉为当时

的“长宁第一高楼”。

“历史建筑并非封存在玻璃罩中的

展示品或历史剧的背景，设计一方面要

让它们尽可能长久地在时间中保持下

去，同时要将其活化成为我们当代生活

的一部分。 ”上生·新所城市更新项目的

建筑师宿新宝如是说。 据透露，上生·新

所一期已对外开放， 吸引了 20 多家品

牌进驻，新、旧事物在这里碰撞交织，让

街区充满生机活力与魅力。

■本报记者 李婷

众多中国品牌缤纷亮相纽约时装周
时下，2019 纽约春夏时装周正在举

行。 细看时装周官方日程，不难发现今

年华人品牌展示占时装周总量四分之

一，涉及华裔设计师品牌及中国品牌共

有 33 个。 既包括波司登（Bosideng）、江

南布衣 （JNBY）、森马 （Semir）这样的中

国知名时装品牌 ， 也有王陶 （Taoray

Wang）、陈安琪 （Angel Chen）等新锐设

计师品牌 ，而吴季刚 （Jason Wu）、王陶

（Taoray Wang）、兰玉 （Lan Yu）、薇薇

安·胡（Vivienne Hu）等已是纽约时装周

的“常客”。

中国品牌数量如此之多，让人不禁

感叹如今纽约时装周中国风劲吹。

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流失了诸如

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普罗恩萨·施

罗 （Proenza Schouler）、汤米·希尔费格

（Tommy Hilfiger），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Victoria Beckham）等重量级“老客”，行

业内对纽约时装周地位和重要性的也

有所质疑———中国品牌大量进军纽约

时装周，究竟是中国风设计拥有时尚话

语权的信号，还是纽约时装周多样化文

化特征减弱的前奏？

中国品牌能从纽约时装
周得到什么

众多中国品牌亮相纽约时装周，迈

出国际化的一步，自然是好事。 但是业

界专家认为，一个国产品牌是否能够成

功晋级为国际化品牌，其衡量指标并不

在于是否参加了时装周或是走秀。 纽约

时装周“中国日 ”主办方代表方涛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品牌是否真正

“走出去 ”， 仅仅亮相天桥肯定是不够

的，必须综合考量———如看其是否在其

他地域有商业发展，比如是否有自己的

零售网络、分销商以及能否在本地拥有

自己的客户群体等等。

“如果从这个指标上来衡量 ，参加

本次纽约时装周的十几个中国本土品

牌（非华裔设计师品牌）中，有一部分确

实已经在北美打开市场，拥有了零售网

络、商业合作伙伴以及相对稳定的客户

群体；但是还有一些并未达到上述的标

准，还谈不上真正走出去了。 ”方涛说。

很多业内人士都记得在 2018 纽约

秋冬时装周上 ， 国产运动老牌李宁曾

惊艳亮相 。 在随后的 3 月份 ， 李宁的

股价持续走高， 于 3 月 13 日午间报出

8.08 元/股的六年来历史最高价， 相关

分析称 ， 李宁之所以能有如此表现 ，

纽约大秀和相关系列的预售热潮功不

可没 。 时尚设计评论人林剑表示 ， 相

较于巴黎 、 米兰等 “老牌 ” 时装周的

高门槛 ， 最 “年轻 ” 的纽约时装周是

中国品牌进入国际时尚界的理想型

“敲门砖 ”。 中国本土品牌 、 新晋独立

设计师品牌能够在纽约时装周上亮相，

潜在的利远远大于弊。

对于独立设计师而言，通过参与到

海外主流时装周，最大的收益莫过于能

获取当地市场买手 、 媒体资源的注意

力，从而推动其商业发展。 如新锐设计

师品牌陈安琪 （Angel Chen）， 从 2017

秋冬系列开始曾在米兰时装周连续发

布三季作品 ，且之前曾在伦敦 、巴黎开

放过展销厅 ，而本季转战纽约 ，旨在进

一步开拓北美新市场。 “对于中国品牌

来说， 相较于欧洲经济放缓的市场，纽

约时装周的开放度和活力优势显著 ”，

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安琪认为不

必固守时装周的等级高下，而应该用市

场的“硬实力”说话。

设计师 Calvin Luo 认为，从制作公

司、公关公司、经纪公司等层面来说，纽

约的时尚产业链非常发达，同时具备包

容性与多样性，在纽约兼具国际性的一

线大品牌 、顶级商业品牌 ，也有独立设

计师品牌， 而且美国本土媒体数量多，

有利于提升品牌曝光度。

相对年轻的独立设计师品牌需要

更多机会扩展商业版图而言，已有一定

规模的国产服装品牌则更多寻求品牌

升级。 近年来，包括太平鸟、李宁、梅花

运动服、ME & CITY， 海澜之家等国内

品牌，无一都靠着设计更新、形象升级、

推出子品牌等手段，吸引新的年轻客户

群。 而纽约时装周是这场升级之路中，

最理想的一站。

“井喷”纽约之后，巴黎 、

米兰还远吗

今年一众中国品牌 “井喷 ”纽约时

装周，究竟是个例还是即将成为一种常

态？ 业内人士认为，可以预见未来会有

更多中国品牌加入到纽约时装周，但能

否借势“火”至伦敦、米兰、巴黎，还未可

知。 关键在于，纽约时装周绝非一劳永

逸的“万灵丹药”。 林剑认为，对于那些

准备并不充分的品牌，亮相纽约时装周

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想获得显长远收

益恐怕比较困难。

林剑认为，这一季的中国品牌在纽

约的“井喷”，应该只是个例。 “去纽约，

肯定要对自身品牌有个预期，究竟就撬

动国际形象 、拓展北美市场 ，还是带动

本地线上以及线下的销售，都要有个策

略性的准备。 ”他说，“参与纽约时装周

的中国品牌肯定会越来越多，但会更趋

于理性 ，不仅仅只是时装秀 ，会选择展

会、展销厅 、表演等多种更适合自己品

牌的形式。 ”

方涛则认为 ， 在四大时装周中 ，

华人设计师品牌参与的比重都在逐年

增大 。 今年纽约出现的中国品牌 “井

喷 ” 现象 ， 并不足以让人乐观 。 虽然

有不少商业性质的中国品牌与独立设

计师品牌纷纷亮相纽约 ， 但实际上

“时装周大大小小的活动总共超过三百

多场 ， 华裔设计师的比例只占十分之

一 ， 从总量上看谈不上真正占有很大

的份额。” 方涛说， “但是中国设计师

和中国品牌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意识

越来越强 ， 他们跟国际媒体和买手的

交流越来越多 ， 对话的欲望也越来越

强。 应该说， 这是很好的开始。”

历经世纪风雨的
“网红”地标
形态丰富的各类老建筑是上海重要

的城市文化遗产。近年来，上海深度发掘
历史文脉，让一批老建筑、风貌街区焕发
新活力，一批历经世纪风雨的历史建筑，

成为时下青年人争相打卡的“网红”新地
标。

■ 查公馆 （威海路 420 号）

这里充满老上海风情， 住过颜料大
王，办过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饮誉海内外
的中国英才，耗费九年修葺。

■ 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宝庆路 3 号）

原为近代染料大王周宗良住宅 ，

通过保护工程 ， 由花园住宅更新为博
物馆 ， 与毗邻的上海交响乐团相得益
彰 。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南京西路 325号）

建成于 1933 年， 曾是跑马总会大
楼， 先后入驻过上海博物馆、 上海图书
馆、上海美术馆，留存了城市发展中重要
的文化信息。

■ 荣宅（陕西北路 186 号）

清末民初中国企业家、“面粉大王”

荣宗敬于 1918 年购入的家宅， 堪称上
海最为高雅的花园洋房之一。

■ 武康大楼（淮海中路 1842-1858 号）

始建于 1924 年，原名诺曼底大楼，

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被誉“浓
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

■ 四行仓库（光复路 1 号）

建于 1931 年 ， 它 原 是 四 间 银
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
建设的仓库。抗日战争期间，发生了荡气
回肠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当年留下的弹
孔在外墙上依然清晰可见。

纽约时装周的 “常客” 兰玉2018 纽约秋冬时装周上的李宁 中国设计师品牌王陶 中国设计师品牌陈安琪

茛修缮后的原上海总商会

门楼。

(都市再生设计研究院供图)

?重檐歇山的屋顶、 明黄色的琉璃瓦……曾经

的上海市图书馆， 与故宫颇有几分相似。

（杨浦区图书馆供图）

▲哥伦比亚

乡村俱乐部旁边

的原体育馆内 ，

有目前上海仅存

的近代侨民总会

露天泳池 ， 泳池

水质澄澈 ， 天气

好的时候可以看

到周围白色欧式

立柱的倒影。

（华建集团
历史建筑保护设
计院供图）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