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不是隔绝封

闭式的空间模式， 而是把建筑与周边环境和人

建立联系， 使空间赋予文化、 记忆、 社会性和

城市性。 公众在这里体验的塑造不是来自文化

建筑的设计经验， 而是对具体场地、 环境与人

的关系的把握。 建筑在二层及以上空间的公共

廊道被建筑幕墙体系包裹， 为了减弱建筑在四

个不同朝向日照对室内温度的影响， 设计了三

重的玻璃幕墙体系， 且每一重玻璃幕墙都由双

层玻璃构成。 外侧的幕墙上采用了印刷玻璃遮

蔽强光， 同时在外侧幕墙和中间层之间的幕墙

空气隔层设有感温探头， 通过温度联通空调系

统调节空气隔层内部的温度， 进而保证内侧玻

璃与室内环境形成较小的温度差， 使环形廊道

在不同朝向的室内温度基本一致， 为观览者带

来如同在一条 “街道” 上行走漫步的体验感。

建筑中占据三层通高空间的城市模型展示

厅设置了一面 32 米宽 18 米高 （16∶9） 的超大

展墙， 用于呈现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互动展示

模型。 这面墙壁在垂直向空间的延展面积超过

了一块标准篮球场大小， 同时基于超大尺度的

展墙充分考虑了声音的反射距离以及人在视域

可见范围下的最大化观看体验， 不仅可以呈现

模型实物， 同时为互动多媒体展示提供一种近

乎极致大小的沉浸式视觉感官体验。 建筑三层

与城市模型展示厅相邻的是多功能厅 ， 这个

1600 平方米的无柱空间， 可以满足举办大型会

议、 论坛和艺术展， 顶部有自然采光， 建筑的

室内半弧面内饰墙面， 既增加了空间氛围和韵

律感， 同时更有效控制了声学反射和声音干扰。

这种将建筑室内空间细部与人性化的空间

技术巧妙融于一体的设计， 可以在浦东城市规

划和公共艺术中心建筑中的很多细节上被不断

体现， 真正做到从细部艺术中激发人在空间内

的感知体验。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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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艺术、 文化展览和科学论坛在全

球范围内显著地推动了城市更新与建筑的进

步。 公共艺术可以推动各个区域的公众参与,不

仅是展览， 也是城市广场、 城市公共空间、 建

筑和城市雕塑的发展契机， 其超越了传统展示

方式， 超越了建筑、 空间和艺术成为了城市的

文化地标。

缘起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公共艺术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美城市兴起的 “城市

美化运动”， 最著名的城市事件如 1893年美国芝

加哥世界博览会， 当时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通过

城市美化来建设一个梦想的城市。 20 世纪 60 年

代之后， 受到城市规划、 艺术政策和消费文化的

刺激， 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公共艺术基金或公共

艺术机构来开展和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与文化艺术

环境。 早期的公共艺术如 20世纪 60年代开始的

大型抽象雕塑， 之后在 1990 年代又逐渐兴起了

的 “新类型公共艺术” 等， 公共艺术品具有多元

化和开放的表现形式， 既满足了城市对美的需

求， 同时向公众开放的公众场所使各阶层的民众

都能享受自然与身心愉悦。

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坐落在锦绣文

化公园的边缘， 与公园其中一个主入口相邻。 建

筑的西边接邻河道并朝向新的城市空间， 与轨道

交通 7号线锦绣路站的 2号出口、 一个小汽车落

客区和公共汽车站相邻。 建筑地理方位充分考虑

游客和行人进入公园的人流路径， 为此提供了绝

佳的空间体验方式。 建筑首层被设计为开放性公

共空间， 行人在流线上经过广场、 建筑和公园，

新建筑在此流线上形成开放性过渡。

建筑入口采用向内推进式的设计 ， 创造

可供举办开放式展览的半室外空间 ， 让市民

生活与艺术氛围紧密相连 。 大型的公共广场

引导人流进入建筑 ， 人们可于此会面 ， 休闲

畅谈 ， 亦可参观展览 ,了解城市发展动态 。 建

筑被文化景观所环绕 ， 内部功能除了能满足

城市规划模型展示和公共艺术展 ， 同时可为

文化活动 ， 国际研讨 、 甚至教育服务等提供

场所和空间 。 上部围合式的建筑体量传达通

透的概念 ， 在提高周

围城市广场空间的渗

透感之余 ， 再现了建

筑开放性空间理念。

浦东城市规划与

公共艺术中心建筑的

首层室内吊顶采用了

整 体 式 的 漫 反 射 系

统 ， 这样有助于将自

然光线通过反射引入

室内 ， 形成自然与室

内光环境的过渡 。 建

筑师通过首层的内部

气温调节 ， 平衡室内

外的温度差 ， 当人步

入首层与 “室外 ” 形

成体验的连续性和一

致性 。 为了强化这种

体验感受 ， 建筑联系

上层空间在四个转角

方向布置的楼梯 、 电

梯和自动扶梯都在这

个巨大空间中被刻意

遮蔽 ， 起引导作用的

是位于空间中心处的

旋转楼梯 ， 预示经过

旋转楼梯进入二层才

是 真 正 建 筑 的 “内

部” 体验。

建筑是社会、 城市空间和场所的艺术。 浦东城

市规划与公共艺术中心， 从空间理性和抽象中发掘

影响城市空间的未来性； 在环境和文化语境中， 诠

释城市、 建筑和公共艺术的内生关系， 探索更加适

应未来城市生活的空间品质；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

把建筑与艺术的关联和融合作为推动城市空间结

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的一项具体实践与文化策略。

建筑本身往往也是艺术展示的重要组成 。

世界知名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建筑， 如纽约现代

艺术博物馆 （MoMA） ,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 ，

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等建筑与艺术保持以统一

和多元的关系。 还有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展，

如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米兰三年展、 卡塞尔文

献展等也都把建筑作为重要的展览内容之一 。

可以说建筑既是艺术的载体， 同时也孕育了城

市文化， 塑造了人文情怀与场所精神。

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最具灵魂的交通

空间是位于底层平面中心的巨大旋转楼梯。 这座

起主要公共交通作用的楼梯， 被用艺术化的手法

夸大了比例和尺度， 使得游人的空间感受被放大，

功能上垂直交通好比是建筑的中枢系统， 成为联

系空间上下、 内外、 开敞和私密、 明亮和幽闭的

流线核心。 经过首层的中央旋转楼梯参观者抵达

建筑的二层， 主要功能是公共艺术的室内展区。 不

同分展厅各有独立的出入口， 所有分展厅空间整体

被建筑公共环廊包裹， 这样参观者在体验不同展厅

后可以重新回到公共环廊。 建筑的三层是城市浮雕

厅和多功能厅， 这是两个在剖面上分别占据了建

筑三层高度和两层高度的两个巨大空间腔体， 同

样也被公共环廊系统所围绕。 二层和三层之间的

环形路线为参观者提供了最大化的灵活性流线，

中央旋转楼梯与两侧自动扶梯、 垂直电梯三者和

谐运作， 保证了建筑内部垂直方向上的流动性。

位于二层和三层的接待大厅作为不同展览区域的

过渡地带， 同时也增强了内部流线的灵活度。

设计该中心的英国建筑师戴卫·奇普菲尔德

为了说明公共环廊在空间组织上如何融入历史与

文化 ， 借用了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创作于

1510年代的 《雅典学院》 壁画， 再现了宏大空间

叙述中类型空间的历史价值。 开放的公共环廊可

以体现兼容并蓄、 自由开放的思想， 打破时空界

限， 目的是将不同的人齐聚一堂， 就像 《雅典学

院》 中看到的哲学家、 诗人、 数学家、 建筑师、

雕塑家一样。 这种空间创新从思维的起源上还可

以在历史早期的美术馆建筑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例如意大利画家、 建筑师及艺术史学家乔尔吉

奥·瓦萨里， 他在 1560年为美第奇家族改造设计

的乌菲齐宫建筑中， 通过三面 “环廊” 形成 U形

的连廊空间。 乌菲齐宫狭长的公共连廊空间不仅

重新定义出建筑外部围合的广场空间， 同时在内

部起到了流线组织作用， 以此将当时已建成的办

公建筑连贯并统一在了一起。 乌菲齐宫里的艺术

品不仅在展厅空间陈列， 在公共连廊上也有展

示， 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因此， 与其说浦东城市规划与公共艺术中

心在传递一种文化空间模式， 不如说是建筑在

同历史和文化对话。

上海自 2016 年以来开启了一系列重大文化

设施国际建筑设计项目， 形成并带动起一大批

文化与公共建筑设施。 其中就有今年新建成的

位于浦东新区锦绣路的浦东城市规划与公共艺

术中心。

该中心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锦绣路与高科西路

的交叉口， 北邻浦东图书馆和浦东新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 ， 东面毗邻锦绣文化公园 。 建筑用地

15000 平方米， 主体建筑的东西长 127 米， 南北

宽 69 米， 地上建筑面积 30706 平方米， 总建筑

面积 49997 平方米， 同时包含了地下两层总计

217 个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建筑共有四层， 其中

首层为开放式展厅， 二层是公共艺术展厅， 三层

融合了城市规划展示厅和多功能厅， 四层作为研

究和办公区域， 屋顶设置有景观绿化和观览步

道。 建筑的外围护体系采用了印刷玻璃的建筑双

层幕墙， 总体外形宛如一个 “水晶盒子”。

这个建筑在功能上集成了城市的公共艺术

体验、 文化空间、 艺术教育、 知识普及、 规划

展示、 研讨会议等于一体。 用艺术的主题介入

建筑和城市， 使艺术成为建筑与城市空间的纽

带， 将成为浦东新区城市模型与公共艺术展示

的新居所和 “城市会客厅”。

通过阅读浦东城市规划与公共艺术中心建

筑作品， 看到的不仅是简洁而理性化的空间表

达形式， 同时是设计之外对艺术、 文化、 社会

与人在氛围关系中细腻的记忆与情感处置。 建

筑历史与理论家戴维·莱瑟巴罗与理查德·韦斯

利在 《三种文化生态学》 一书中提到： “文化

生态已经成为现代建筑的日常概念， 环境与文

化具有互惠和完整统一的关系， 文化样态无法

以概念化的方式适应不同生态类型， 而是在自

然科学基础下不断整合历史叙事、 文化规范以

及个人表达从而具有整体意义。”

作为有温度的城市， 文化和艺术的力量是

不可忽视的， 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非常

重视艺术与建筑的关系 ， 艺术与城市的融合 。

公共艺术和户外装置艺术进入城市街道、 滨水

空间， 不仅蔓延到广场和公共场所， 也进入建

筑内部， 把认识建筑空间转变为认识城市与艺

术。 艺术成为人与人， 人与空间环境的媒介。

上海 “2035 城市总体发展规划” 确定了上

海作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及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

展目标， 新落成的文化设施逐步推动上海建设

成为 “人文之城”， 培育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和

富有创意的城市文化空间。 建筑、 空间与公共

艺术成为带动城市更新、 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

质、 塑造上海整体形象、 促进公众参与和体验

的新城市文化策略。 用艺术更新城市， 通过文

化建筑诠释城市更新的艺术， 进而认识上海城

市更新与文化发展的内因基质。

浦东城市规划与公共艺术中心：

艺术成为建筑与城市空间的纽带

让城市成为包容文化、场所和空间的艺术

公共艺术与城市：

当代建筑成为日益融合的空间实践艺术

公共艺术与建筑： 建筑与城市空间：

公共空间激发场所创新与社区活力

“上海 ·建筑可阅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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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最具灵魂的交通空间是位于底层

平面中心的巨大旋转楼梯 ， 功能上垂直

交通好比是建筑的中枢系统 ， 成为联系

空间上下、 内外、 开敞和私密 、 明亮和

幽闭的流线核心。

茛建筑三层与城市模型展示厅相邻

的是多功能厅， 这个 1600 平方米的无柱

空间， 可以满足举办大型会议 、 论坛和

艺术展。

设计亮点

建筑的外围护体系采用了
印刷玻璃的建筑双层幕墙 ，总
体外形宛如一个“水晶盒子”。

建筑入口采用向内推进式
的设计， 创造可供举办开放式
展览的半室外空间， 让市民生
活与艺术氛围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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