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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上海市组织了浦东美术馆建筑设计

的国际竞赛。 彼时站在外滩一侧望去，对岸陆家嘴

的天际线已基本成形， 代表着上海的城市形象，因

此在这个地段做出任何细小改变， 都非常敏感。

2016年，浦东美术馆国际方案征集经过几轮评选，

法国建筑设计大师让·努维尔提出了“为了上海、为

了外滩，为了浦东；来自一个领地，一种材料，一些

屏幕”的设计理念，这个方案最终脱颖而出。 关于

“领地”概念，让·努维尔的解释是：城市中从不缺少

标志性建筑物，经常被镜头捕捉的它们，当然有其

存在的价值，但浦东美术馆这座建筑应该从属于它

所在的领地、从属于黄浦江，而非参与到上海城市

天际线的竞争中去。浦东美术馆可以激活一整片区

域，可以成为一张邀请函，给每个对艺术感兴趣的

人多一个理由来到上海。

俯瞰陆家嘴， 浦东美术馆确实如同一片白色

的“领地”。除了白色建筑本身外，连接到滨江的廊

桥与美术馆后方的花园都是领地的一部分。 二层

这座 53 米长的廊桥，直接延伸到滨江观景亲水平

台，将美术馆与滨江景观无缝衔接。 从花园漫步，

到进入美术馆参观，再到江边观景，既体现了建筑

师的完整理念，也形成了浦东美术馆的独特氛围。

建筑是时代的缩影， 观众的参观之旅始于踏入建

筑周边场景的那一刻， 建筑师希望浦东美术馆像

是沉静融合在广袤大地上的一方雕塑， 人们看过

去的时候不会认为这是个独立的建筑，而是和地、

景和空间小品搭配延续， 自然而然连贯在一起。

“这种模糊性是我刻意想要营造的，我是在和黄浦

江、和周边空间玩一场互动游戏。 ”

这种融合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自建筑师对于这

块区域的熟悉。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90年代，让·努

维尔就参加过浦东陆家嘴的蓝图规划，当时他作为

国际专家，看过整个陆家嘴场地，知道陆家嘴对于

黄浦江、对于整个上海意味着什么，在他眼里陆家

嘴将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一道当代天际线。

“诗意的维度”在浦东美术馆的表达中尤为重

要，建筑与艺术在对话中永存，艺术与诗性在建筑

中不断打磨彼此的意义。 这个设计理念贯穿在建

筑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空间、每一个细节中。 比

如， 浦东美术馆的外立面和地面主要使用了山东

白麻大理石材质，通过不同的打磨工艺，构建出不

同的质感，营造出建筑与周边地景的和谐统一感。

细看外墙石材，间或会有些看似随机的斜线条，它

们隐喻着中国汉字里的“雨”。 “雨”在中国传统的

文化里也有孕育、繁衍、富足的引申意义，可以将

它理解为生命的延续。

浦东美术馆与外滩建筑群隔江相望， 如何反

映景观、传承上海历史，并且用展示当代艺术来展

现上海今天的活力， 是美术馆在设计时需要考虑

的关键。 为了满足浦东美术馆“景观、观景和地标

性”的要求，也为了诠释“为了外滩，为了浦东”，建

筑师从杜尚的作品《大玻璃》中获得灵感，用时间

这一第四维度设计了两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镜

厅”，并使之成为浦东美术馆的最大亮点和最醒目

的标识。 镜厅分别位于 2 楼和 3 楼，宽 55 米、深 5

米， 在浦东美术馆面向黄浦江和外滩的外立面立

起两块高度分别为 12 米和 6 米的大玻璃，玻璃后

装有高精度镜面显示屏 ，LED 点间距达到 P3 屏

幕的品质，为艺术家留出了很多创作的可能性。两

层、 两道巨型玻璃构成了美术馆标志性的两个特

殊展示空间，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件作品将呈

现出不同的效果。

镜厅本身构成了两方狭长的展示空间，可以安

放装置艺术、展示多媒体艺术作品，而高透的镜面

也能完美倒映出黄浦江对岸外滩的景象。而其本身

作为一件艺术品，又可以成为传播现代当代艺术的

载体。大玻璃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不同的景

观，白天是艺术装置或表演的场所，夜晚则成为播

放影像的空间。 当显示屏整体播放时，如同巨型高

清露天电影屏幕，对图像、装置艺术、尤其是喜欢大

空间创作的艺术家而言，是件不可思议的工具。 显

示屏也可以部分点亮，更可以拉上幕布，成为一个

全黑的空间，给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作品的展示带

来各种可能性。 可以说，镜厅是一台看外滩的双重

全景机，根据光线强度不同，反射出双重全景，也将

对美术馆艺术品的反射片段叠印到外滩的映像上，

从而给作品附上多重纬度。 走在其中，叠加镜面反

射出静态的外滩万国建筑、黄浦江上缓缓移动的船

只，以及展厅中人的活动。它是现实版的杜尚“大玻

璃”，是 21世纪艺术的见证，像一处伏笔，以层出不

穷的新影像与上海和外滩对话，令人着迷。

更让人欣喜的是， 镜厅还成为了 “无界美术

馆”向全世界演绎它的空间，民众不用买门票，在

外滩、黄浦江和陆家嘴滨江，就能欣赏到镜厅大屏

幕的艺术作品；如果在显示屏上播放影片，从浦西

看过来就仿佛观看一场高清电影； 它还会与上海

灯光秀配合， 成为市民与游客能够无偿享受节日

盛宴的一部分。

在空间诠释上，浦东美术馆亦有着堪比世界

一流美术馆品质和水准的建筑和展览空间，设计

充满巧思。 美术馆在 4 万平方米的空间内，包含

了 13 个大小不一的展厅， 除了 2 个面向外滩的

“镜厅”外，“X 展厅”也是特色之一。 中央展厅 X

位于美术馆馆体中央区域，贯通地下一层至地上

四层，基底为 17 米×17 米的正方形，将常规的展

厅竖立起来，形成一个通高 34 米的展厅空间。从

X 展厅底部抬头望去，看到的是直至天边的无限

空间，也让人联想到泰特现代美术馆最具代表性

的涡轮大厅。 这样一个堪称“巨型”的展厅，对于

任何一位将要参展的装置或画作艺术家而言，都

是极大的机遇与挑战。 最特别的是，X 展厅为观

众提供了独特的观展体验，观众可在不同楼层获

得同一件艺术作品的不同视角和观赏体验。

在展厅之间的公共区域，每个展厅出口都连

接一个公共空间，这样的处理便于观众有互相交

流和讨论的空间， 可小憩后再进入另一个展厅。

这些链接处，特地安放着不同视频，是为了便于

观者了解更多内容， 可谓一个很特别的展览设

计， 让观众可以在密集欣赏作品后总有喘息、停

歇和相互交流空间，从而实现饱满、舒适的观展。

浦东美术馆的室内光设计采用自然光与人

工光相结合的方式，当人们走在展厅和公共空间

中，感受到的都是自然流动的斑驳的光点，这里

没有一处直射光 ，全部都是 “几经周折 ”的漫反

射。 展厅外公共空间的视觉设计，其人工光源的

布置以几何抽象派艺术家马列维奇的经典几何

线条为灵感母题，不断灵活叠加，看似随意，却同

时满足照明和几何阵列美感的体现。 “至上主义”

贯穿始终，白色墙面如纸，搭出纯粹的几何形体、

黑色的直线、斜线、交叉线如笔，在美术馆天花板

上呈现出一幅幅马列维奇式的作品。除了人工的

灯光，设计师更结合自然光，打造出全暗息、全天

光和部分遮挡滤光三种模式，光线可根据展览的

不同要求而设定，以此为策展人和艺术家们的创

作和展示提供各种可能。

浦东美术馆还大量采用了建筑师标志性的

“框景”手法。 在建筑外立面的开窗设计上，选点

精到而准确，让建筑外立面呈现出节奏感。 在建

筑内部， 观众可借由不多的开窗从不同视角看

见室外景致，比如美术馆内某些狭长型的开窗，

由于能将东方明珠完美框入其中， 便成为绝佳

的打卡之处。 而在窗户的某些角度，观众还常能

获得窥视建筑内部空间人与景的乐趣。 建筑外

立面的玻璃也并不相同，从外观看，带着些许雨

纹，让人想起上海季节性的多雨天气；从内向外

看，玻璃似滤镜，横竖之间将对岸的万国建筑做

了艺术的解构。

走出馆厅 ， 回看浦东美术馆 ， 其顶部的

“MAP”三个字母尤为醒目。 这高耸的外墙标识，

风格简洁有力，分别采用阴刻和阳刻，十分亮眼。

“MAP” 含义众多， 首先是浦东美术馆的英译缩

写———“Museum of Art Pudong”； 其次 ，“MAP”

有地图的意思，代表着浦东美术馆在参与描绘世

界艺术版图的雄心壮志 ；同时 ，“MAP”谐音 “美

普”，引出浦东美术馆的口号“美普西东，艺径方

至”，意为规划你的艺术之旅，想向观众传达这样

一种理念———来到浦东美术馆就是参与一场艺

术之旅。

浦东美术馆除了完美解释了建筑就是艺术

本身，其地理位置更是一个亮点。 它地处东方明

珠的前方、滨江第一线，国际会议中心在美术馆

的北侧，对岸就是外滩历史建筑群，被昵称为陆

家嘴 1 排 1 座。从浦西看浦东，能看到高楼大厦，

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代表着现代化；从浦东看

浦西，能看到具有历史沧桑感的万国建筑群。 浦

东美术馆的地理位置代表着穿越时代、 连接时

代。 在这个小陆家嘴最后的黄金宝地，去建一座

全体市民共享的美术馆， 就是要在高楼林立、寸

土寸金的陆家嘴金融城里，为百姓提供一个诗意

栖居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直面东方明珠、黄浦

江以及浦西建筑群的无敌景色。 从外滩看浦东，

除了高楼林立，在最瞩目的位置便能看到文化的

标志；在浦东，走入美术馆，就是进入美的殿堂，

在这里拥有了人文和艺术的享受。 由此，浦东美

术馆联动了浦西与浦东，以艺术为媒介，再建一

座外滩与浦东的桥梁。

如果说古代艺术博物馆代表了一种文化上

的沉淀，那么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则代表着突破与

创新的能量。 放眼世界顶尖城市，几乎每一个城

市都有一座市中心的代表性当代艺术馆，纽约有

MoMA， 伦敦有泰特……小陆家嘴地区的文旅地

标中，东方明珠是一枝独秀，另外还有吴昌硕纪

念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里的云间美术馆、上海

中心里的观复博物馆等， 但是从艺术地标角度

看，浦东美术馆无论是地理位置、资金投入，还是

运营规格和展览级别，都是陆家嘴地区乃至浦东

新区甚至整个上海的文化艺术重量级地标，它的

出现将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老百姓不仅

需要城市提供便捷的衣食住行，更渴望诗意地栖

居其中。 陆家嘴不缺高楼大厦，缺的就是这样的

公共文化地标。

美术馆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对上海来说，现

在的目标是要把美术馆的群体做得更大，而在策

划自身定位时，浦东美术馆也考虑到与周边的美

术馆联动、并规划一个良性的、与其他馆有不同

侧重的定位：一个“以国际艺术展示交流为主，兼

顾国内艺术展示”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作为新

一代的展示型美术馆的范例，馆内所有的设施都

达到一流，既可去迎接全世界的展品，也服务于

本地的各种展览。未来的浦东美术馆所展示的艺

术作品，不只限于现当代领域，而是将古典、现当

代、甚至新媒体、装置艺术等都包含其中，“海纳

百川”将成为浦东美术馆的特点。与此同时，它还

将具备艺术街区效应，是一座有着宽广边界的街

区式美术馆，用来激活一整片区域。 它服务的对

象除了整个上海市的市民，受众更是来自世界各

地的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和不同层次的参观者，

他们将在这里切身地感受到艺术之美。

而这份艺术之美中的一部分，就是浦东美术

馆本身。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留一片白色“领地”：

给每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多一个理由来到上海

补位陆家嘴公共文化地标：为城市提供一个诗意栖居的场所

设计的巧思：“至上主义”贯穿始终，大量采用“框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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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人们看过去的时候不会认为这是

个独立的建筑，而是和地、景和空间小

品搭配延续，自然而然连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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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由浦东美术馆提供 陈颢摄）

浦东美术馆：

艺术与诗性在此打磨彼此的意义
2021年 7月， 地处上海小陆家嘴滨江核心区

的浦东美术馆历时近四年规划建设，正式向公众开

放，为上海筑起又一座高水准文化地标。

浦东美术馆总建筑面积 40590平方米，建筑地

下 2 层， 地上 4 层 ， 甫一开馆便收获了无数好

评———普利兹克奖得主让·努维尔的设计、 英国泰

特美术馆的助力、诗歌级的位置、魔都文艺新地标、

黄浦江畔的大玻璃屋、 诗意的维度、 至上主义、领

地、框景、光……这些关键词的出现，将浦东美术馆

的外延无限延伸。这座地理位置卓绝的美术馆在静

静地讲述着这个地区的故事，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演

进步伐，也阐述着艺术的历史和进程。

◆ “镜厅”———建筑师从杜尚的作品《大玻璃》中获得灵感，设计了两座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镜厅”，并使之成为浦东美术馆的最大亮点和最醒目的标识。

◆ “中央展厅 X”———中央展厅 X 位于美术馆馆体中央区域，贯通地下一
层至地上四层，基底为 17 米×17 米的正方形，将常规的展厅竖立起来，形成
一个通高 34 米的展厅空间。

◆ “马列维奇”———展厅人工光源的布置以几何抽象派艺术家马列维奇的
经典几何线条为灵感母题，纯粹的几何形体、黑色的直线、斜线、交叉线如笔，

在美术馆天花板上呈现出一幅幅马列维奇式的作品。

◆ “框景”———浦东美术馆大量采用了建筑师标志性的“框景”手法。 在建
筑外立面的开窗设计上，选点精到而准确，让建筑外立面呈现出节奏感。

设计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