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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普利策克建筑奖 （以下简称普奖） 颁给了来自爱尔兰的格拉夫顿建筑事务所的两位合伙人伊冯·法瑞
尔、 谢瑞·麦克纳马拉。 作为全球建筑设计领域的最高奖项， 它既是建筑师个人的至高荣誉， 也从侧面说明评论界
对某国建筑设计水平的认可， 会给获奖者甚至颁奖者带来学术和经济利益。

正是因为普奖牵扯专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价值判断和利益纠葛，因此每次普奖公布不仅有掌声，也一定会
伴随争议。 而对于格拉夫顿此次获奖而言，最大的亮点（或者说争议）来自于二人的女性性别，这是她们区别于往届多
数获奖者的最突出标签。 正如颁奖词中所说，她们的获奖证明了女性在这个一直由男性所主宰的领域内所做出的努
力和成就。 同时，专业主义者认为，她们的作品掷地有声，这是建筑学的胜利；而怀疑论者则开始计算普奖赞助方与获
奖者所在国的经济利益。

而笔者希望从“专业成长”与“获奖历程”两种视角出发，来考察格拉夫顿为什么会获得普奖———女性身份？ 专业
能力？ 社交手腕？ 文化背景？ 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事实上，给格拉夫顿贴上女性标签和刻意抛弃女性标签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这种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格
拉夫顿获奖正是女性建筑师处于弱势地位的最真实写照。 这就像争议者有意将“学术经营”与“专业实践”撕裂一样，

“时而厚黑，时而纯真”的专业价值观所映射出的也是想出人头地者的普遍焦虑。

所以说，如果除了“洞悉专业风向”“关心偶像封神”“用自己三观解释世界”“看哪些利益相关者从中变现”以外，

我们还能以另外状态去关注普奖的话，那笔者希望这种状态是：用足够的勇气和智力去面对这个“既非童话也非丛
林”的建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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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出圈一边引发巨大争议
普利策克建筑奖怎么了

两位女建筑师获得今年全球建筑设计领域最高奖项

在做出各种价值判断之前， 我还

是想回过头来看看这家用所在街道起

名的爱尔兰建筑事务所 （事务所位于

都柏林格拉夫顿街 97 号）。 在 1978 年

成立之初， 公司有五位合伙人， 分别

是伊冯·法瑞尔 、 谢瑞·麦克纳马拉 、

莎·克莱瑞 、 弗兰克·霍以及托尼·墨

菲。 其中伊冯和谢瑞是大学本科同学，

也是最好的朋友， 这保证了她们的合

作得以持续。

1991 年伊冯和谢瑞与其他一群年

轻建筑师组成了一个叫 91 建筑师的建

筑团体。 他们因为 1991 年 “创造一条

现代街道” 的提案而聚在一起。 在那

之后， 这个建筑小组又获得了都柏林

当地城开集团的委托， 介入了圣殿酒

吧区块的更新改造。 当时都柏林即将

在 1992 年度成为欧洲文化之都， 因此

打算拆除这片街区以兴建新的客运综

合体。 但一位颇具文化素养和投资魄

力的开发商决定用民间资本去打造一

个能够盈利且有文化特色的街区 （类

似于上海新天地）， 这才使得整个仓库

街区免除了被拆迁的命运。

从图纸可以看出， 她们用意大利

式的黑白图底标注了地块内的公共空

间， 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小而丰富的城

市介入 。 1994 年 ， 同样是在 91 建筑

师的框架下， 格拉夫顿还实施了一个

集资住宅项目。 从这些早期的从业经

历， 我们不难看出她们非常积极于社

会活动， 同时又关注具体的城市环境。

1994 到 1996 年间 ， 她们完成了

一个重要的设计作品———都柏林圣三

一学院机械工程系馆。 也正是这个作

品让她们得到了专业评论界的关注 。

但就项目本身而言， 圣三一学院是一

个典型的位于城市中心的老校区 （类

似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由于历

史原因， 基地里其实有一系列建于不

同年代且互不协调的老建筑。 而格拉

夫顿的策略是用一系列低调的建筑体

量去缝合冲突的格局。

当年已经颇具影响力的肯尼思·弗

兰普顿为其撰写了评论文章， 并出版

于 1999 年的第一本专辑。

从图纸中不难看出， 该方案拓展

了老建筑的空间， 避让了两棵需要保

护的树木， 并且在街角创造了充分服

务于地基但又不失自身独立性格的新

建筑。 对于专业工作者， 建筑师对于

天光和承重柱的细部处理也同样精彩。

在这个早期作品里， 我们看到了建筑

师肯于放弃艺术表现欲望， 充分解决

环境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又不惧怕技

术挑战的专业性格。

2008 年， 格拉夫顿完成了到目前

为止最著名的作品： 米兰博科尼大学

主楼。 这个作品最大的特征是 “对城

市开放”， 伊冯曾不无感性地说她能想

象一个小女孩儿从大街上直接走进大

学校园。 而这种叙述其实也非常符合

欧洲文科大学喜欢用开放和亲民来展

示校园精神的习惯性做法。 因为无论

是接受私人捐赠还是纳税人拨款， 这

都是一个正确的与城市相处的态度。

从建筑与城市关系的专业角度 ，

对城市开放可谓老生常谈 ， 真正的难

度在于如何说服投资者和使用者让

出部分空间使用权 。 可即便并不高

深 ， 所有其他竞赛方案仍然选择只

在对齐关系上呼应周边 ， 而从未将

城市空间使用权作为探讨的重点 。

当年的竞赛评委弗兰普顿除了对格拉

夫顿的城市处理赞赏有加之外， 这几

乎成了中标的关键。

回到建筑层面， 博科尼大学主楼

的设计品质也非常扎实， 可谓集现代

主义设计手法之大成。 人们在报告厅

的等候处再次看到了科林罗的 “现象

透明”， 在报告厅天光处再次看到了保

罗·鲁道夫式的剖面操作， 在首层城市

空间中再次看到了丽娜·柏·巴蒂式的

底层架空。 另外建筑师还特地采用了

伦巴第当地的灰色石材。

正是由于突出的专业品质， 2009

年的欧洲建筑最高奖———密斯凡德罗

奖 （授予项目而非个人） 授予了米兰

博科尼大学主楼。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就是一个完美的项目。 建筑沿街巨大

而封闭的立面让人失去尺度感， 这也

让其在视觉上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

正是因为博科尼大学主楼在评论

界和设计界的成功 ， 伊冯和谢瑞获得

了 2010 年哈佛大学丹下健三教席 （哈

佛大学设计学院的丹下健三教席用于

短期邀请优秀建筑师教授设计 ， 是美

国最重要的设计类教席之一）， 2011 年

的耶鲁大学路易斯康教席， 2010-2011

年洛桑联邦理工的客座教席 ， 以及

2014 年的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终

身教席 （终身教席是非常高的荣誉 ，

尤其在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这样的顶

级建筑教育机构里）。

这些教学和研究大概可以分为这

样几个方向 ： 1、 走心的设计局部 ，

专业上叫设计与身体感知 。 2、 以英

伦视角审视经典设计 ， 比如从剖面角

度去重新解读经典案例 。 3、 跳出既

有框架去理解历史建筑 ， 比如从水 ，

阳光， 地质的角度来解构僵化的艺术

史叙述 。 4、 建筑作为人造地形和基

础设施的潜力。

对于格拉夫顿这一阶段学术思

考的最好体现是 2012年的威尼斯双

年展 。 她们与巴西建筑师保罗·门德

斯·达·罗查 （2006年普奖获得者 ）合

作再现了巴西建筑的经典局部 ，马

丘比丘的人造地景 ， 以及她们在利

马的项目模型 。 “建筑作为地形 ”这

个题目很好地概括了建筑塑造城市

地形 （从专业角度 ，平面上的传统操

作往往被归为形态 ， 而剖面上的处

理会被非正式地称为地形或地景 ）

的潜力 。

“建筑作为地形”， 这句看似中立

的口号实则充满学术雄心 ， 因为这意

味着建筑师在一定条件下要忽视现有

的城市格局， 并使用强有力的建筑形

式去对其重塑 。 重塑一座高台去迎接

阳光？ 重塑一座高墙去对抗海风 ？ 重

塑一堵音障去阻隔公路 ？ 是的 ， 这就

是格拉夫顿于 2015 年在利马工程技术

大学项目中的策略———建造有力的人

造地景。

2012 年以后 ， 格拉夫顿事务所

赢得了一系列大学项目 ， 这其中包

括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医学院 （2013

年建成 ）， 伦敦政经学院 （2016 年中

标 ） ， 巴黎矿业电信学院 （ 2019 建

成 ） ， 图卢兹经济学院 （ 2019 年建

成 ） ， 伦敦金士顿大学 （ 2019 年建

成 ）。 格拉夫顿事务所在所有这些项

目中都一如既往地平衡着 “甲方利

益 、 城市文脉 、 学术追求 ” 这三个

难以兼顾的方面 。 但如果出现能够

全然实现学术追求的项目 ， 建筑师

的学术积累就会爆发 。 在利马大学

项目里 ， 建筑师有了一个用建筑思

维去回应城市环境问题的难得机会 。

对于自我意识过强的建筑师这可能

是城市的灾难 ， 但对于有良好职业

修养的建筑师这则是城市的福祉 。

我至今都觉得 2015 年建成的利马

大学是最能体现格拉夫顿本真一面的

作品， 因为它让弗兰普顿的文化学说，

让欧洲城市的文脉牵绊 ， 让得房率等

技术标准都统统失语 。 建筑师以最粗

糙的混凝土形式去对抗外部环境的侵

扰 ， 并且让建筑回到与阳光 、 雨水 、

巨石和植被相处的原始状态 。 但去过

现场的人也不禁会问 ， 在强势的回应

过自然之后，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这样粗野的材料感 。 相比之下 ， 格拉

夫顿在法国、 英国 、 爱尔兰等地的作

品的材料感要柔和得多。

时间拉回到 1978 年， 当伊冯和谢

瑞第一次拜访博塔的成名作莫比奥学

校时， 谢瑞说当时她们找到了在欧洲

文化边缘地区做建筑的信念 （当时的

爱尔兰受英美建筑界的影响 ， 无论对

于美国还是欧洲都属于文化边缘地区。

这与博塔所在的提契诺属于意大利与

瑞士德语区双重边疆的文化定位非常

接近。 而两者也都符合弗兰普顿批判

性地域主义中对于文化之 “中心与边

缘” 的论述）。

我不知道她找到的是秩序， 是光，

还是静谧。 但 40 年后， 当默里克大学

医学院的深窗记录下雨水的痕迹 ， 当

利马大学的混凝土对抗着海风 ， 当金

士顿大学的外廊致敬罗马剧场废墟之

时， 我肯定她们体会过比其他英美壮

游者更加深刻的东西———来欧洲大陆

壮游是英国传统， 对建筑界也不例外。

英语文化区的建筑师往往会在欧洲大

陆找到建筑设计的本源 。 比如格拉夫

顿的前辈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就在意

大利中部进行了长期的考察 ， 并著有

《意大利思考》 一书。 她们的欧洲建筑

旅行， 尤其是意大利旅行成为英语文

化建筑师的范本。

如果我们以获奖历程的视角去回

看两位建筑师的从业经历， 那是否更

容易看懂她们获奖的原因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1974 年从都

柏林大学本科毕业的伊冯和谢瑞接受

的是经典的现代主义设计教育。也就说

她们看的仍然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

罗、 阿尔瓦·阿尔托这些最经典的现代

主义大师，当然这其中也一定包括阿尔

瓦罗·西扎、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这些

活跃于当时的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界

来说， 她们的专业视野未必比 1980 年

代后期毕业的国内名校建筑师丰富，但

区别在于不列颠和爱尔兰建筑师误读

的概率更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爱尔兰设计界，

斯科特·塔隆·沃克事务所和德·布拉卡

姆和梅格建筑事务所几乎垄断了爱尔

兰的优质项目。 在经济繁荣时期， 年

轻事务所尚能通过中小项目生存。 可

到了经济停滞的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 小事务所连基本运营都成问

题。 而这正是 1991 年 91 建筑师成立

之时的专业和经济背景： 小组的成立

不仅仅是为了学术 ， 也是为了生存 。

但这场经济危机让人庆幸的是： 危机

中能抱团以游击战方式生存下来的建

筑师， 无疑都是经过考验， 相信并且

也热爱建筑的人。

从 1995 年开始， 经济情况逐渐好

转， 格拉夫顿也开始稳定地承接到各

类项目。 到了 1999 年， 她们终于出版

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专辑。 虽然只是

薄薄的一本， 但也已经引起了当时建

筑界重要推手弗兰普顿的注意。 所以

在 2002 年博科尼大学设计竞赛筹办之

时， 弗兰普顿和其著作的意大利版译

者、 建筑师希尔维亚·米列西拟订了竞

赛邀请名单 （部分非公开的设计竞赛

采用邀请 、 而非报名来决定参赛名

单）， 而这其中格拉夫顿则赫然在列。

到了 2008 年项目竣工之时， 希尔维亚

则再次推动格拉夫顿成为瑞士门德里

西奥建筑学院的访问教授 （ 2008 -

2010）。 而刚才这些只是国际建筑师间

相互交往的冰山一角， 评委与建筑师

实际一直通过 “熟人社会” 与 “旋转

门” 等模式来塑造专业交往格局。

当 2009 年凭借博科尼大学主楼获

得密斯凡德罗奖之后， 格拉夫顿实际

上已经具备了问鼎普奖的专业实力 。

但还在活跃期的建筑师问鼎普奖不仅

需要让专业界接受自己的某些学术标

签， 也最好有一个足够有艺术说服力

的作品。 于是在 2012 年的威尼斯双年

展上， 格拉夫顿通过展示项目模型和

南美建筑， 客观上为利马大学项目做

了非常精彩的学术背书。 所以当 2015

年利马大学建成之时， 格拉夫顿实际

上已经具备了问鼎普奖的所有必要条

件 （同样获得过普奖的中国建筑师王

澍也经历了类似历程。 2006 年通过威

尼斯双年展介绍瓦这种材料， 从而为

瓦爿墙做法背书。 2008 年建成的宁波

博物馆大面积采用瓦爿墙， 产生了惊

人的艺术效果。 于是到 2008 年王澍也

基本完成了冲击普奖的学术准备）。

2016 年， 扎哈的意外离世让国际

建筑界失去了地位最高的女建筑师 。

这个不幸的事件客观上加速了女建筑

师获得普奖的进程。 而环顾世界， 在

列的女建筑师就只有格拉夫顿。 所以

当 2020 年 3 月 3 日普奖公布之时， 可

能唯一的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才给？

（作者为瑞士建筑师与工程师协
会 SIA 注册建筑师 ， 建筑评论人 ，

2020 年普利策克建筑奖获得者格拉夫
顿是其毕设导师）

“对城市开放” 的米兰博科尼大学主楼

【最著名的作品】

默里克大学医学院、 利马大学和金士顿大学

【设计的进阶】

为什么现在才轮到她们拿普奖？

【唯一的问题】

荨▲博科尼大学主楼设计， 部分空间既属于城市， 又属于建筑， 室内外统

一的石材， 大面积无框单薄也强化了科林罗所说的 “现象透明” 的体验

襌2020 年普利策克建筑奖获得者伊冯·法瑞尔 （左 ） 谢瑞·麦克纳马拉

（右）

▲建筑师阿尔瓦罗·西

扎的现代主义建筑是

格拉夫顿推崇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