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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可阅读

马鹏飞

上京路上“大大”：驱国近代商业建筑先驱

20世纪初，由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

快速发展以及西方现代商业的引入，综

合性的商业模式开始在中国出现，随之

而来的是新型的商业建筑类型——经销

各种商品的百货大楼。这种大规模综合

性的商业大楼最早是在上海出现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先后建起了多

栋高达六七层乃至十几层的商业建筑，

这些建筑名为百货大楼，实际上是多功

能的综合性大楼，通常是底下几层经营

百货，上面几层设餐馆、舞厅、旅馆以及

游乐场等。

这些大楼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南京

路上先后建造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

“四大公司”，在当年也被称为“中国四大

百货公司”，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

百货大楼，甚至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

建筑的先河，形成了独特的“海派”商业建

筑特征。作为中国近代商业的先驱，南

京路“四大”历经风雨，开创了无数个中

国乃至亚洲百货业先河，见证并记录了

上海与中国近现代民族商业的兴盛。新

中国的成立，让这些曾经风光又沧桑的

建筑重新绽放生机，它们的重修、重启、

重振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上海这座东方魅

力之都的勃勃生机。

先施公司
大量采用西方传统柱式和

装饰元素，将百货大楼这一新式
商业建筑形式植入百姓记忆中

先施公司位于今南京东路、浙江中路

交叉口的西北侧，在四大公司中开办最

早，也是上海近代首家由华人开办的大型

综合性百货商店，享有“搜罗环球百货”的

盛誉。

1914年，在澳洲淘得第一桶金并在

香港创办先施百货公司的广东华侨马应

彪来到上海，开始筹建上海先施百货公

司。经过前期的仔细考察，他确定将先施

上海公司建在南京路日升楼地段的易安

茶社旁。这里地处十字路口，北面直通火

车站，可以引来外埠旅客；南面则紧靠富

人居住区，周边居民具有很强的消费能

力。后来四大公司均建于南京路，而南京

路也成了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由此可见

其独到精准的商业眼光。

先施百货大楼由马应彪委托英商雷

士德的德和洋行进行设计，于1914年开

始兴建，1917年10月20日建成并正式开

张。大楼主要入口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一

至四层为商场，经营世界各地的百货，五

层为办公区，六七层设先施游乐场，并利

用屋顶建造以娱乐业为主的屋顶花园。

同时，公司在整幢楼的北部设先施茶室，

利用南部开设“东亚饭店”。另外，公司还

设有保险部，独立经营人寿、水火保险及

房地产业务。作为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

和经营的现代化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一举

成为当时上海名副其实的首家环球百货

公司。

先施百货大楼为七层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建筑风格总体属于折衷主义。

大楼主体采用西洋古典建筑装饰手法，

其六层立面作横向处理，底层沿街有骑

楼式外廊，有券洞通向街道。立面处理

形式大致为三个不同区段。沿南京东路

东侧一段较长，立面上形成三条极为明

显的横线条：二层和四层楼面处分别挑

出统长的铸铁花饰阳台，屋檐处挑出挑

檐。三层楼面则逐个挑出阳台，也用铸

铁花饰栏杆，并作为二层阳台的顶篷，挑

出的阳台都用柱子上有花饰的小牛腿来

支承。大楼沿浙江中路一段也采用相同

处理手法，但长度较短。在两条路转角

处则是另外独立的一段，这部分一层开

大门设置入口，并用爱奥尼式柱支托弧

形断檐山花装饰，形成一段以竖线条为

主的立面，此处在七层顶部女儿墙至东

南转角处作弧形凸起，上部特地升高建

有三层空心塔楼，取名摩星塔，三层塔楼

自方至圆，均支以塔斯干柱，塔下部装有

自鸣钟。沿南京东路西侧还有一小段与

主体不同的特殊立面，此处部分也为三

段，两边墙面为直线条无水平装饰，中间

部分则在三四层之间挑出一条有装饰的

水平线条，下部从二层楼面开始伸出两

根大圆柱直通四层楼面。

先施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

和装饰元素实际上将引入上海的新型商

业模式与西方文化建立起了直接的联

系，同时也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

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

当地人的集体记忆之中。需要指出的

是，今天屹立在南京路上的原先施百货

大楼已经不完全是当年建造时的样子

了。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8月23日，

日机轰炸上海市区，一颗重磅炸弹投中

了先施公司东南角，大楼东南大门及二

三层楼部分建筑被炸毁，炸死炸伤职员、

顾客和行人近千人，公司损失惨重。

1949年，先施在风雨飘摇中驶进了新中

国的港湾。1956年，先施公司公私合营，

以后又改为上海服装公司。先施大楼的

部分楼层，分别被东亚大酒家、黄浦区文

化馆等单位使用，从此先施的旗号悄悄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现在的先施大楼

为上海时装商店和锦江之星酒店。

永安公司
两栋大楼之间以天桥相

连，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综合建
筑体的典范

永安百货位于南京路和浙江路路口

西南角处，是四大公司中唯一至今仍在

营业的。1916年，正当马应彪建造先施

公司大楼之时，马应彪的老同乡、老对手

也是老伙伴的郭乐、郭泉兄弟也跟到了

上海滩、并跟进了南京路。两兄弟就在

先施的对面租下地皮，建造了上海永安

公司，经过两年施工如期建成。

1918年9月5日正式开幕之日，公司

门前挤满人群，十分热闹。大楼一至四

楼都是商场，五楼为写字间、会客室、样

子货间和食堂，在二至五楼还分别设有

大东旅馆、大东酒楼、大东舞厅、咖啡座

和茶室。六楼的倚云阁遍设座位，并有

演出，会场可容纳几百人。屋顶开辟了

“天韵楼”,用于游乐场，演出宁波滩簧、

魔术、滑稽等。

永安大楼由公和洋行设计，辛和记营

造厂承包建造，主楼高六层，部分为七

层。相较于先施大楼的折衷主义风格，永

安大楼的立面和装饰呈现出更加明显的

欧洲古典建筑特征。大楼平面为长方形，

东北部外沿呈弧形，沿南京路有三座用古

典圆柱装饰的拱形大门和大片橱窗，沿浙

江路和金华路共有侧门五道，南面九江路

有后门一道，立面二层及六层楼面各挑出

长廊一条，饰有铸铁栏杆，东北角大门上

方每层都挑有带铸铁栏杆的大阳台作为

重点装饰，长廊和阳台都用柱子上的双牛

腿支承。外墙采用汰石子饰面，底层为马

赛克地坪，陈列橱窗采用进口玻璃。整个

建筑外形用圆柱与贴壁方柱礅等作装饰。

永安大楼开始动工之际，先施公司正

处紧张施工期，先施一听永安正式上马，

便派人暗暗“侦察”，当了解到永安的楼层

比先施高一层后，就连忙将原来设计的五

层改为七层。而郭乐对先施的工程也是

非常关心，同样是天天派人打听，当听说

先施加层后，就决定在大楼顶部加一座塔

亭，高耸的塔尖远远地超过先施的楼顶，

这座由柱式和券拱构成西洋古典建筑造

型，呈现出永恒的庄严与和谐之美，并有

着同样美轮美奂的名字：“绮云阁”。

永安派人直接赴英美日等国采办货

物，而且注重商品的品牌和质量，既要质

量好，同时又要紧跟时尚。因此，永安的

商品即使比先施的略贵一点，也依然销

量惊人。永安在当时的上海俨然成为品

位与时尚的代名词，上海的名流都知道

要想购买时尚物品或高档次商品，必须

去永安。永安开业以后营业额很快就超

过了先施，成为南京路上的新时尚坐标，

并于1932年购入天蟾舞台旧址地基筹

建新的百货大楼。1933年永安新楼落

成，总高92米，对当时的南京路来说，称

得上是“摩天大楼”了。永安新楼由哈沙

德洋行进行设计，因基地是三角形，所以

整个大楼也是一个三角形的体形。大楼

采用钢框架结构，还设有地下室。从南

京路看去永安新楼是一个由三段柱体组

成的塔形建筑，七层以下呈梯形，第八层

以上为正方形，外墙用釉面砖饰面。这

座沿街有大片玻璃橱窗，下部用绿色花

岗石铺砌的新永安大厦，除六楼作为其

他用处外，一至五层全部作为营业厅，第

七层设有“七重天”酒楼，备有火车座位，

弹簧椅子，每张桌子上有红色台灯，并有

一个小小的舞池，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

酒楼之一。建筑内设备比较新颖，装有

冷暖气及快速电梯。由于此处地势较

低，为便于

排除阴沟积

水，还特地设地下水池，用马达抽水。

与此同时，为了与原永安公司大楼

联系方便，新永安别出心裁地做了两座

天桥，跨过浙江中路。这两座天桥都采

用钢筋混凝土，室内有人行天桥。天桥

底板离街的高度，一座为15米，另一座

约为20米。两座天桥的跨度均为12米，

宽度为2.5米，其中南端的一座为单层，

高3.65米;北端的一座为双层，高6.10

米。在每层的两侧上部均开有高窗，外

墙面贴浅米色面砖，与新永安大楼的外

墙面处理保持一致。新老永安四五层楼

面的商场及新永安“七重天”与老永安

“天韵楼”等游乐设施之间，取得密切联

系，形成一个有人行交通相互连通的整

体。该天桥也是上海第一座大楼之间的

天桥，因此永安公司的两栋大楼也成为

近代中国早期综合建筑体的典范。

1950年代，郭氏后人郭琳爽主动申

请公私合营，建立上海永安百货。1966

年后上海永安百货更名为国营东方红百

货商店，随后再次更名为上海十百，1988

年改为华联商厦。1992年5月，商厦转制

为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2月，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2005年，华联商厦南京东路店正式

翻牌为永安百货，“永安”两个金碧辉煌的

大字再次挂上永安大楼，这个消失半个世

纪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上海滩。

新新公司
无论比例、尺度都堪称完

美，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特别
强调水平檐部

如今上海南京东路

贵州路口的上海市第一

食品商店，就是彼时被

称为上海“四大公司”之

一的新新公司当年所建

之原物。上世纪20年

代，先施公司开业(1917)

之后的第五年，公司内

部矛盾越来越甚，经理

刘锡基拉拢了一些高级

职员并找到广东银行总

经理李煌棠，共同集资

300万元，选定先施公司

之西贵州路口的一块地

皮将其租下，开办新公

司。1923年，位于先施公

司旁边（今南京东路720

号）的新公司大楼开工。

刘锡基等为新公司取名

“新新”，源自我国古书

《汤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新新百货大楼总共

六层(包括地下在内共七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正中上部还加建亭式建

筑。大楼于 1926年建

成，同年11月20日正式开业。公司大楼

下面三层为商场，底层经营烟酒、罐头食

品、参燕、西药等，还有服装、毛巾、化妆

品、五金、文具等商品，二层经营绸缎、

呢绒、布匹、皮革、鞋帽、成衣等，三层经

营首饰、乐器、运动器械及光学仪器等，

四层为管理用房，五层为商品库房，六

层以游乐场为主，结合屋顶花园。另

外，为经营需要，新新公司还开设了许

多游乐、休闲的场所，如新新茶室、新新

饭店、新都饭店、万象厅(粤菜馆)及新新美

发厅等。

新新百货大楼外形简洁无华，无论

比例、尺度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完美，具

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特别强调水平檐

部。下面一层铺面层特别高，从而使其

外形比例颇为协调。沿南京东路处做成

廊式骑楼形式，不但使建筑造型增加层

次感和虚实感，同时也符合功能需求，这

条廊跨在人行道上，正是招徕顾客的做

法。建筑的顶部，中间做了亭式的方形

塔楼，且在其上面再做两层空塔，使建筑

物主体突出。但由于南京东路街道不

宽，因此作用不大，不同于先施公司的摩

星塔和大世界的空塔，能在很远处就能

看见，作用显著。

新新一改先施、永安主要经营国外货

物的做法，打出倡用国货的旗号，将公司

的经营宗旨定位在推销国货精品上，并且

在内地政府注册，这也是当时第一家在内

地政府注册的大型百货公司（永安、先施、

大新都在香港注册）。在公司的楼层布局

上，新新公司汲取先施、永安的长处，无论

外形设计、内部布局都更为美观合理。令

人叫绝的是，新新创南京路商业营销之先

河，在六楼设立了一个“玻璃电台”，电台四

周都是玻璃墙，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一边购

物，一边观看播音和演出的情形。这个电

台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及其商品大做

广告，就如同人们早已谙熟的“消费指南”，

更像是近年来兴起的“直播带货”。这一招

果然管用，喜欢新奇的上海人一传十，十传

百，纷纷相邀前来光顾，公司人气指数直线

上升。同时新新公司还首创夏季冷气开

放的先例，成为第一家装有空调的百货商

店。通过采取这些措施，生意逐渐兴隆起

来，在南京路站稳了脚跟，并且同永安、先

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解放后新新公司

歇业，底层商场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

大新公司
外形为装饰艺术派风格，

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
计奖

大新公司位于今南京东路西藏中路

交叉处的东北角上，为南京东路830号，

现在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上海大新

公司由广东人蔡昌创立。蔡昌之前在先

施公司工作十年，学会了先施公司全套

崭新的百货经营理念，当同为广东香山

同乡的马应彪等人的“先施”“永安”“新

新”等大百货公司纷纷登陆上海滩，并且

很快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后，一向不落人

后的蔡昌便策划北上创业，准备在上海

一展拳脚。1934年蔡昌筹齐巨资600万

港元，创立了上海大新公司。

大新公司的基址，原来是一家英美

烟草公司的代销及批发店——荣昌祥烟

店，蔡昌看中这一块地，便毅然用巨资买

下。后来他请了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工程硕士王毓蕃为工程顾问，由中国

工程师组织的基泰工程公司负责设计，

设计师有关颂声、朱彬、杨廷宝及杨宽

麟。1934年11月19日大新公司始建，一

年多后落成，1936年1月10日正式开

业。作为综合性的百货大楼，大新公司

一至四层及地下室是商场，五层设舞厅，

还有名为“五层楼酒家”的餐厅，其大厅

是当时上海酒家中最大的。五层以上还

有大新游乐场。

大新百货大楼高十层，雄伟壮观，为

四大百货之冠，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

建筑设计奖。大新公司大楼的外形是装

饰艺术派风格，平面呈方形。公司大门

设在南京东路西藏中路的转角处，这个

转角略呈弧形。底层外墙用的是青岛产

的黑色大理石贴面，上面各层贴奶黄色

釉面砖。底层与二层交接处用统长的水

平遮阳板分隔处理，室内柱距较大，所以

商场空间显得较为宽敞。钢窗形式新颖，

屋顶上的栏杆、花架等，用中国传统形

式。大楼有三面环绕的18扇大橱窗，室内

设计采光明亮，通风良好，并有冷暖气设

备，可调节室内温度，四季如春，是上海最

早全天候空调开放的百货公司。公司地

面商场共有4个出入口，楼内垂直交通便

捷，设有8部美国奥的斯新出品的自平式

快速电梯。从地下室至顶层还设有电动

运货机。这些设施对当时上海来说是相

当先进的了。

大新公司设有两部自动扶手电梯，

是东亚首家使用自动扶手电梯的百货公

司。当时很多上海人扶老携幼来大新公

司乘坐自动扶梯。这部自动扶梯既是上

海也是远东最早的一部，还是我国解放

前唯一的一部。直至1980年代初，上海

市第一百货商店为捐款修建长城，重新

开放这条自动扶梯，乘梯者每人收取2

角钱，顾客还是排队争乘。今天在第一

百货公司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部曾经创

造神话的自动扶梯。

抗战时期上海大新公司历经战时

货币贬值、银行催债、日军强行管制、美

国商品对华倾销等绝境，终日经营惨

淡，蔡昌逐渐将上海大新公司的资金转

移至香港。1953年国营上海市第一百

货商店迁入上海大新大楼，成为全国最

大的百货商店，之后上海一百与华联集

团合并成立的百联集团，延续着大新百

货的辉煌。

（作者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博士，同济大学博士后，建筑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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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摄影师镜头

下，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

 曾经的大新公司

现在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商

店（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