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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可阅读

张晓春

影院建筑在近代上海的公共娱乐

空间中举足轻重。据笔者粗略统计，自

1908年西班牙人安东尼奥 ·雷玛斯在乍

浦路滑冰场设立虹口活动影戏院，1909

年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设立了维多

利亚大戏院，1930年代达到影院建筑的

建造高峰，至1942年，约有70余座独立

的影院建筑在上海建造。不同时期、不

同风格的影院建筑，丰富了城市的面

貌。看电影，也逐渐成为近代上海一种

新的日常娱乐活动。

在闭关5年后，2016年美琪大戏院

重新开门迎客。

让我们将时针拨回80年前。

抗战期间的上海，各项建设处于低

潮。但1941年建成于戈登路（今江宁

路）和麦边路（今奉贤路）的美琪大戏院

（江宁路66号），不论从建筑风格、形式

还是室内空间、影院设施乃至建造质量

来考量，均不失为近代上海现代主义建

筑的佳作，在战乱的动荡不安中，为人

们提供了一处暂时逃离现实的、影像虚

拟世界。

美琪的观影空间序列

美琪大戏院是在原大华饭店的基

址上建造的，由联怡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联怡股份有限公司彼时已在上海兴

建了北京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

美琪大戏院坐落于两条街道相交

处，街角的圆柱形体量、圆柱体两侧的

矩形体量及其简洁立面，使其在所处街

区中极具识别性。建筑的主要入口即

位于圆形体量，圆柱体开启竖向长窗，

长窗宽度与窗间墙的宽度相仿，两者交

叉分隔形成垂直线条，长窗与窗间墙面

通过收分的线脚进行交接，弱化了圆柱

体的实体感，增加了通透感。沿街展开

的矩形体量则相反，立面上点缀着几组

面积不大的小窗，几何构图十分舒服，

体积感十足，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虚实关

系。建筑檐部和窗户的装饰图案可以

看到中国传统建筑的语言特点。白天，

感受到的是建筑的体量感，圆形门厅的

竖向长窗将自然光线引入室内空间，静

谧而温暖；夜晚，建筑氛围发生了反转，

内部灯光和室内场景透出来，矩形体量

好像“消失”在街道，而圆形体量脱颖而

出成为统领街道的“灯塔”，向城市展示

它华丽的高敞门厅。

早期近代影院建筑中门厅很小，在

后续发展中，门厅逐渐扩大并出现了单

独的休息厅，形成入口门厅—休息厅—

观演厅的空间序列。

美琪大戏院对这一序列又做了新的

发挥，在组织入口门厅、休息厅和观演厅

的空间关系时，做了充分利用转角地形

和基于功能主义的考虑。观众厅沿地块

长向布置，东南侧布置管理办公用房；入

口圆形门厅布置于街道转角处，分别向

两侧延伸出两个通向观演厅的休息厅，

一侧连接首层观演厅，另一侧休息厅通

过弧形楼梯可达楼座层的观演厅。在满

足各功能空间使用需求的同时，休息厅

面积达到最大化——几乎是观演厅面积

的三分之二，这在当时上海的影院建筑

中较为突出，并成为空间设计的重点。

圆形的入口门厅与两个矩形的休息厅均

采用两层通高的开敞方式，使整个公共

空间连为一体。连接二楼观演厅的弧线

楼梯与圆形门厅形成呼应，成为空间中

着力刻画的另一处重点，弧线的元素也

用在了建筑其它细部的处理之中。建筑

地面采用水磨石，十分简洁。为了保证

休息厅的布局和面积，影院建筑临街常

设置的店铺也被大幅缩减，休息厅的重

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方面是出于

快速疏散观众的功能需求；另一方面，丰

富了观影者进入观演厅前的空间体验，

强化了看电影的仪式感。

在处理当时戏院设计章程中的观演

厅地平须高于街道地平的规定（《关于戏院

等之特别章程》中规定“底层或厅座之水平

——此类房屋中，底层地板至少在近公路

路冠水平十二寸以上”）时，美琪大戏院的

做法是：将入口门厅与城市街道的地平设

为同一标高，而在入口门厅与观众休息厅

之间设置踏步，实现观演厅标高与街道标

高的高差要求。这一看似室内外之间不设

高差的做法将城市街道伸入建筑，使建筑

的门厅与城市的街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融

为一体，暗示影院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延

伸。入口上方设置雨篷，下方被几堵片墙

分隔出几道大门，片墙均指向门厅圆心，方

向感明确，营造门厅与街道间空间的层次，

加强人们进入影院的空间体验。

观演厅采用钟形平面，上下两层，一

层设一千余座位，楼座层设500余座位，

共计座位超过1500个，高度19米。观众

厅内采用了奢华的色调，与室外的简洁

色调形成强烈对比。近代上海的不少影

院建筑，为保有经营的灵活性，并未将电

影放映和戏剧演出完全分开，常是在观

演厅中同时设有舞台和银幕，美琪大戏

院也不例外。银幕被悬挂在舞台后方，

舞台下部未设其他功能性的空间。当银

幕逐渐成为观众厅设计的重要控制因素

时，观演厅室内和舞台的设计得到了简

化，同时受装饰艺术和现代主义的影响，

逐渐摒弃了繁复的古典主义装饰语言，

观演厅的天花采用流线型，结合灯光设

计，将观众视线引向舞台。

观演厅观众席的设计同时考虑了

舞台演出和电影放映的要求，坐席按中

间和两侧分成三大块：中间部分观众席

与银幕平行，宽度大致与银幕齐宽，两

侧部分的观众席排布略微倾斜与舞台

的弧形边缘相呼应；前后排座位间相互

错开，一楼地坪从靠近舞台到远离舞台

逐渐起坡，从而保证后排观众的视线不

被前排观众遮挡。从当时的施工图中

可以看到，观众厅纵向的距离是通过台

口的位置来进行控制的。

美琪大戏院在影院公共空间和观

影序列的设计和重组中，室内外高差的

处理，对外体现了对城市空间的参与，

强调了一种公共性；门厅与侧厅的分

离，对内进一步增强了观影的社交性与

仪式性。

美琪的现代主义设计

美琪大戏院是近代上海为数不多

的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同时具有现代

主义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影院建筑，它的

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师范文照，结构工程

师为杨宽麟，由陶桂林创办的馥记营造

厂营建。范文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

学，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中

国第一代留学归国的建筑师。1930年

范文照和赵深合作设计了古典主义风

格的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

如果将南京大戏院和美琪大戏院

稍作比较，在建筑风格、影院建筑功能

流线的安排方面，不难找到一些相似

的线索、延续的思考和整体的反思。

两座建筑均占据街道转角，观演厅都

采 用 钟 形 平 面 ，

都在观演厅长边

一侧布置有休息

厅。在南京大戏

院 中 ，建 筑 在 街

道转角处切去一

个角，设置商店，

主入口在沿爱多

亚 路（今 延 安 东

路）一 侧 居 中 布

置 ，使 其 可 以 从

容地完成对称的古典主义构图，并保

持建筑从入口门厅到观演厅基本在同

一轴线上。出于功能的考虑，在街道

转角商店和观演厅长边一侧的休息厅

之间设置了一个圆形空间来衔接。在

美琪大戏院中，受现代主义建筑的影

响，摆脱了古典主义建筑对平面布局

和立面构图的束缚，南京大戏院中的

圆形过渡空间被独立的圆形门厅取代

了，圆形门厅和方形侧厅的组合使平

面布局更加灵活，侧厅与圆形门厅之

间的环廊，使门厅和侧厅隔而不断，功

能分工更加合理，空间关系更加明确，

又表现出现代主义建筑强调的空间的

流动性；在外形上，以圆柱形体量统领

建筑街角空间，凸显建筑的体量关系。

从南京大戏院到美琪大戏院，体现

了范文照不同时期的设计理念，也成为

他不同设计理念的代表作品之一。在

其他一些设计实践中，也可以看到范文

照设计理念逐渐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

义的转变。

范文照在他1933年的文章《中国建

筑之魅力》中指出：建筑艺术就存在于

我们身边，却常被忽略，阅读建筑可以

从中阅读历史，从中体会美好；中国传

统建筑的艺术特色无与伦比；设计中应

充分认识中西、古典或现代风格的调和

问题，“建筑的构思应当从内向外，而不

是从外向内”……

1934年范文照完成了从当时的北

京大戏院改建为丽都大戏院的工作，

1939年设计了跑马场南侧、位于爱多亚

路、嵩山路的沪光电影院。在丽都和沪

光中已可以看到建筑师尝试现代主义

的建筑语言，不论是丽都的弧形墙面还

是沪光的平直墙面，配以简洁的连续方

窗，没有过多线脚，没有严谨对称、繁复

柱式、三段式的构图，取而代之的是较

为自由的现代几何构图以及忠实反映

功能的开窗设计。同时，一些经过抽象

的中国传统建筑语言作为装饰出现在

立面的窗框、檐口、雨棚等细部，也使建

筑表现出些许装饰艺术风格。在南京

大戏院之后，范文照设计了协发公寓

(1934年)，在美琪大戏院之后，他设计了

集雅公寓(1942年)，这两处公寓建筑也

是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

美琪的演出记忆

独具特色的现代主义气息、灵活舒

适的空间布局和一流的观演设施，使美

琪大戏院跻身当时上海放映西片的首

轮影院，号称“亚洲第一”的影剧院。英

文majestic有壮丽、雄伟、高贵之意，原

大华饭店的英文名为MajesticHall；虽

然剧院的英文名字沿用了majestic，但

中文使用的“美琪”二字，来自影院收到

的2000余份社会征名，表达“美轮美奂，

琪玉无瑕”的含义，又与英文majestic发

音相近。1941年10月15日首映日的美

国歌舞片《MoonOverMiami》被翻译为

《美月琪花》，与影院名称呼应。这样的

营销手段在当时应该也算独树一帜的

“现代”做法吧。

作为观看电影和戏剧演出的圣地，

美琪大戏院的舞台还曾保持着不同寻

常的“纪录”：1942年9月第一次放映国

产电影《春》；它是抗战胜利后京剧大师

梅兰芳息声8年后重返舞台的表演场

地，1945年11月梅兰芳演出了《断桥》

《游园惊梦》等选段，并连演多日；1954

年8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美

琪大戏院举行；1966年9月更名为北京

影剧院；1979年5月庆祝上海解放30周

年，上海歌剧院在这里演出歌剧《蝴蝶夫

人》；1985年初恢复原名；1988年1月北

京人艺演出话剧《茶馆》……美琪大戏院

在近代上海众多的影院建筑中独具一

格，在上海近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占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记录着中国第一代建

筑师的近代建筑实践；也在上海市民的

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能替

代的角色，见证着上海的都市化进程。

所有这些都已走入上海城市集体

记忆的深处。

1989年，美琪大戏院被公布为上海

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1月24日，入

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名录。

美琪的修缮和改造

已经80岁的美琪大戏院经历过数

次设备更新和改扩建，比较成规模的有

1994年7月至次年5月对舞台设施做过

技术改造；1999年3—10月，美琪大戏

院对舞台、后台进行了改扩建，占地面

积和建筑面积均有大幅增加。

2011—2016年，美琪大戏院再次

闭门谢客，完成了建成以来规模最大

的修缮改造工程，著名建筑师章明是

这次工程的总负责人。章明先生主持

完成了上海多座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

工程，其中也包括范文照参与设计的

南京大戏院的改建平移工程。美琪大

戏院的修缮和改造，完成了对整体结

构的加固、为适应当代功能而进行的

内部空间与设施的更新改造以及为恢

复历史风貌进行的修缮。章明教授及

其团队不仅研究了美琪大戏院建造时

的图纸，也对戏院经历的几次改造做

了研究，制定修缮和改造的方案。增

加和改善观众和演职人员所需的功能

空间；更新观演设备，例如音响、灯光、

空调系统，为适应戏剧演出的灯光安

排，观演厅的吊顶改变较大，由原来指

向舞台的整体流线型，改为品字形；增

加座椅间距，在座椅下增加空调送风

口，提升舒适度；将前几次改造中覆盖

在门厅、休息厅的地面和墙面的大理

石材料进行更换，地面和墙壁恢复原

来的奶油色水磨石材料，去掉了不符

合原貌风格的装饰，代之以克制的装

饰艺术风格的花纹；圆形门厅地面中

心漂亮的图案，也被设计团队按照当

年的配料、工艺进行了修复，得以再

现；圆形门厅高悬的吊灯颇具建筑感，

与门厅空间颇为契合……

从首轮影院到“精选剧场”，修缮后

的美琪大戏院以历史大剧《商鞅》重新

回归观众的视线，回归上海的街道，回

归上海的城市生活，期待她开启又一段

“美轮美奂，琪玉无瑕”的历程。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教授）

院琪大戏院：
计越八十载的现代设计

▼沿街展开的矩形体量，立面上点缀着几组面积不大的小窗，几何构图十分舒服，体积

感十足。建筑檐部和窗户的装饰图案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建筑的语言特点。（张晓春摄）

▲圆形门厅

高悬的吊灯颇具

建筑感，与门厅空

间颇为契合。

（本 报 记 者

叶辰亮摄）

▲美琪大戏院历史图片（作者提供）
 2011—2016年，美琪大戏院完成了建成以

来规模最大的修缮改造工程，由著名建筑师章明

先生主持。为适应戏剧演出的灯光安排，观演厅

的吊顶改变较大，由原来指向舞台的整体流线型，

改为品字形；增加座椅间距，在座椅下增加空调送

风口，提升舒适度等。（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美琪大戏院坐落于两条街道相交处，街

角的圆柱形体量、圆柱体两侧的矩形体量及其

简洁立面，使其在所处街区中极具识别性。建

筑的主要入口即位于圆形体量，圆柱体开启竖

向长窗，长窗宽度与窗间墙的宽度相仿，两者

交叉分隔形成垂直线条，长窗与窗间墙面通过

收分的线脚进行交接，弱化了圆柱体的实体

感，增加了通透感。（图片由美琪大戏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