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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可阅读

在上海近代的优秀历史建筑中，教

育类建筑因其一般不对外开放而颇显神

秘。对于在其中读书的一代代学生来

说，它们则承载着特别的集体回忆。在

近代教育类建筑中，位于上海交通大学

徐汇校区的工程馆以及位于虹口区东长

治路的雷士德工学院旧址是两栋杰出的

工学院建筑，它们分别由建筑师邬达克

与德和洋行建筑师鲍斯威尔设计。

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与雷士德工

学院建筑并置讨论，除了其接近的建筑

年代、建筑风格与建造体系上的可比性

之外，我们也可以藉以一探作为“工学院

建筑”这一特定功能类别的建筑与文化

价值。

一方面，工学院建筑作为介于教育

建筑与工业建筑之间的建筑类型，它们

既要满足其作为校园建筑一般教学、办

公的需求，又要为各种工学实验室提供

宽阔灵活的空间。因此，工学院在建

筑结构、空间与功能的整合以及建造技

术方面对建筑师与建造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另一方面，工学院作为中国近代综

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建筑的外观形象也需要体现当

时社会所期待的以工学兴国的愿景。在

1930年代，盛行的现代派装饰艺术风格

与当时世界知名院校所特别热衷的哥特

复兴风格学院式的建筑语汇，为建筑师

提供了呈现工学院建筑形象的理想素

材。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1932年初在

华界建成的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以及

1934年前公共租界建成的雷士德工学

院，虽然它们的平面布局随各自基地条

件与学校的功能需求布置而截然不同，

两栋建筑的外立面则不约而同地采用了

近似的立面风格。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两座建筑，如

果说宏大的交通大学工程馆体现的是工

程学院与发展国家工业事业之间的关

系，那么雷士德工学院则体现了这座城

市的侨民将国际先进的职业化工学教育

体系引入中国的努力。它们以当时最先

进的设计理念与建造技术，成为上海城

市多元现代性的一种表达。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
反映邬达克兼顾

宏大叙事与经济理性
的两种诉求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的建造缘起，

是1928年交通部内铁道处独立扩建成

铁道部。交通大学长期以最能够体现先

进交通技术的铁道专业为重，被划归新

设铁道部。1929年1月，交通大学成立

扩充设计委员会，制订学科课程、设备经

费、校舍建筑等具体方案，开始协同铁道

部全面实施扩建规划。

在部校合作的背景下，建筑师邬达

克应邀为交通大学制定总体规划。规划

范围包括对既有的校园更新与新获取的

土地的布局。与此同时，邬达克也展开

了校园内铁木工厂和工程馆两处建筑的

具体设计。

目前，邬达克的交大校园规划资料

仅见于一张总图，藏于维多利亚大学图

书馆的邬达克档案。在这版规划中，我

们看到邬达克强化了校园空间的秩序

感与纪念性。在校园规划中，邬达克重

新整理了围绕校园建校之初标志性的

中心方院，将其运动场功能，转移到校园

西面新辟的土地上。这样方院就成为了

大草坪，新老建筑体量则围绕中心方院

展开。

在中心方院南侧，邬达克在当时虹

桥路（今广元西路）上规划了校园新的主

入口，并规划大会堂建筑成为校园建筑

的主立面，使校园的空间在南北轴线上

形成更具有纪念性的序列空间。在方院

西侧，邬达克将原有的体育馆建筑整合

入更具中轴对称体量的建筑。而中心方

院北侧的零散的校园工厂建筑，邬达克

则将之整合为了一处带有宽达60米的

方形内院的建筑，即工程馆。

交大校园的方院原型可追溯到中世

纪的修道院。这种方院建筑在牛津、剑

桥大学中的中世纪学院建筑中得到广泛

采用。而20世纪早期，这种“学院哥特

式”（collegiate）的方院建筑形态在美国

得到了复兴。邬达克在工程馆所做的这

一方院建筑可在此哥特复兴思潮的背景

下理解。

而改扩建更新设计策略在以往对邬

达克的建筑设计分析中，是一个忽视的

点。其实，这一类型的项目更能表达邬

达克将因地制宜的设计策略。事实上，

邬达克的校园规划，即可看做为一次校

园更新设计。邬达克开始设计之初，工

程馆的基地上原有机械工厂、锅炉房、电

子实验室、木工厂等若干处建筑。邬达

克针对工程馆的布局策略是保留原有结

构较好的机械工厂，拆除原有锅炉房、电

子实验室、木工厂，以及机械工厂的水

塔，同时新建二层体量，与原有机械工厂

合成160米见方的方院建筑，并在东北

角设置锅炉房。这一改扩建布局策略在

满足了校园建筑宏大格局的同时，也兼

顾了经济性。

在布局策略之外，工程馆的立面策

略也反映了邬达克兼顾了宏大叙事与经

济理性的两种诉求。邬达克在工程馆

中，在面向校园中心方院西侧轴线的位

置，设置工程馆主入口，并以此确定工程

馆的中轴。主入口立面以密集的竖向混

凝土仿石束柱作为装饰，并高出两侧立

面的水平檐口。同时入口以叠涩凹砖加

以强调。整个南立面立面做出对称布

局，同时强调垂直性。穿过主入口门厅，

则进入宁静的内院。门厅面向内院的一

面，以三个哥特式尖券装饰。内院其余

位置的立面则十分俭朴，注重功能性，具

有工业建筑的特征。

1930年4月，由黎照寰校长呈准铁

道部拨发建筑专款 45万元建设工程

馆。1930年8月，邬达克打样行完成施

工图纸。同年11月由馥记营造厂中标

工程馆的工程。1932年1月10日，工程

馆竣工，总建筑面积8700多平方米，成

为当时校园最大体量的建筑。

工程馆建成之初设有机械、水力、金

工、材料、电气、标本等各种实验室，上层

设有教室、绘图室、演讲厅、仪器室、模型

室、教授憩息室，集中包含了工程教学的

各种需求，称得上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

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

应黎照寰校长之邀，老校长唐文治

为本校工程馆落成撰写《上海交通大学

工程馆记》。唐校长在文中说：“维余平

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

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唯愿诸生朝于

斯，夕于斯，钚规镕钧、锲而不舍，蔚成吾

国奇才异能。”而交大的莘莘学子们没

有辜负前辈们的厚望：1934届机械系学

生钱学森正是在工程馆落成之后第一批

“朝于斯，夕于斯”的有志学子之一。

1930年代的工程馆不仅成为交大

师生教读的主要场所，也是中外工程教

育交流的重要基地。1933年12月8日，

无线电发明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 ·马

可尼勋爵夫妇到访交大，与交大的教育

者们一起，在工程馆前竖立起一根象征

开创无线电课程的铜柱——马可尼铜

柱，以资纪念并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向

上。1937年5月20日，丹麦物理学家、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玻尔来交大讲学，在

工程馆发表了关于原子模型理论的前沿

学术演讲。

在交大校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

到关于工程馆的感受聚焦在“雄伟”“宽

敞”“先进”“幸福”等关键词上。当时在

工程馆读书的著名机车设计专家傅景常

在《交大求学记》中谈到：“交大的工程

馆，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气象雄伟，富

丽堂皇。馆成U字形，U字开口处是大

门，入门有一庭院，院中有马可尼铜柱。

那时无线电是很时髦的东西，所以无线

电的鼻祖受人尊敬。楼上阶梯教室舒适

宽敞，长又大的石质黑板几乎与教室同

宽。楼下实验室中有当时先进的各种机

械、电机、电报、电话、传真等设备，还有

汞光实验室，光芒耀目，至今如在眼前。

初入此馆，真是大开眼界，似乎已进入科

学殿堂，颇有幸福自豪之感。”

雷士德工学院：
鲍斯威尔设计的

飞机型平面布局十分
令人瞩目

在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落成的同

时，公共租界中的虹口区域也正在酝酿

一所对标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的学

校：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及雷士德工艺

专科学校，简称雷士德工学院(LesterIn 

stituteofTechnicalEducation)。它的建

设资金源自于亨利 ·雷士德的遗产。

青年雷士德于1860年代年来到上

海，初为工部局工程师，之后创立德和洋

行，逐渐发展为当时上海建筑与房地产

业的巨掣。他终生未娶，生前立下遗嘱，

全部遗产设立“雷士德基金”，并指定用

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如建造仁

济医院、建立雷士德工学院与医学院，扩

建和改造同仁医院、中国盲人院（今上海

盲童学校）等。值得一提的是，雷士德基

金会目前依然在伦敦运作，其资助对象

为在留学英国的从事建筑学、医药学、计

算机发展和机械科学领域的中国公民，

基金会对申请人还有着学成后须返回中

国，以及其所学的知识与技术将有益于

中国人民等要求。

1933年，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李

赉博（BertramLillie）被任命为未来雷士

德工学院院长。1934年2月，学校奠基，

久泰锦记营造厂承造。同年10月竣工

开学。

雷士德工学院下设建筑、土木工程、

机械、电器工程等课程，以孟子的“苦心

志，劳筋骨”为校训。招生虽以华人学生

为主，但与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一样，以

全英文授课。

雷士德工学院以伦敦大学的培养标

准为范本，凭借充裕的资金、严格的规章

制度与高效的管理架构以及紧密的校企

合作模式，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土木、建

筑、机械工程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和部分

学科的领军人物，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值

得铭记的一段历史。它的校友被称为

LesterBoy，代表人物包括城市规划专家

陈占祥、船舶工程专家顾懋祥、光学专家

董太和、主持港澳工作的鲁平以及翻译

家草婴等。

雷士德工学院独特的飞机型平面布

局十分令人瞩目。其实，这一布局源自

建筑师综合基地条件与平面功能的设计

策略。根据1934年《字林西报 · 雷校奠

基增刊》记载，“为了使相关工场的位置

相邻，建筑主体的长度至少要达到280

英尺（85米），但校舍基地的总宽度有

限。德和洋行的建筑师鲍斯威尔先生的

设计克服了这一难题：即将两翼按一定

角度倾斜，形成更为紧凑的布局，并有倾

斜的两翼与街角相对，形成广场。”

就立面风格而言，雷士德工学院延

续了当时理工学院的“标配”形象，将哥

特复兴与装饰艺术相结合。比较特别的

是在檐口及水平饰带配以风格化的天

平、角尺、齿轮等机械图案。

雷士德工学院的建筑平面一如其学

校管理制度，十分紧凑高效。建筑一层

中轴后翼设置礼堂，两侧分设木工车间、

工程车间、材料实验室、金属加工车间等

教学用房。二层中间设办公室等。两翼

设置机械实验室、电气实验室、物理实验

室等专业教室。三层中轴线设图书馆，

后翼为带北向天光采光的制图室。两翼

为教室及学生公共休息室、食堂等。四

层则为教职工的公寓套房。其标志性的

圆形拱券塔楼内部则为锅炉房。

雷士德工学院作为雷士德先生留给

上海的一个公共馈赠，见证了国际友人

参与上海教育发展的历史。雷校当年的

办学模式特别是扁平管理架构、国际合

作办学，与注重实践的人才培养方式，对

于今天的国际化学院教育亦有所启示。

同时，这座建筑在建造结构、采暖隔声隔

振排风技术上都代表了当时上海建筑业

的先进水平，是上海近代教育建筑的重

要实例。

历史的交集：
这两座建筑以当

时最先进的设计理念
与建造技术，成为上海
城市多元现代性的一
种表达

考察这两座建筑的建筑师邬达克

与捐赠人雷士德，可以看到，他们从青年

时期就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其事业的发

展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也都为今

天的上海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经典建

筑。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做出卓越

贡献的同时，其本人也同样留下了深深

的上海烙印。雷士德把上海作为自己

的家，还将其遗产捐献以助力于这座城

市的工学与医学事业。在遗嘱中他这样

说到：“60年来我主要居住地是中国的

上海，上海过去是，将来也是我的永久居

住地。”

在雷士德去世的11年后，抗日战争

的爆发也让这两所工学院的命运产生了

意外的交集。在战争时期，上海交通大

学与雷士德工学院历经磨难。1937年

末，日本宪兵侵占交大徐汇校园，交大师

生则在此之前已撤离至法租界继续办

学。1938年，日本军部和日本外交部将

交大校园一部分交给日方兴办的东亚同

文书院使用。1930年代末，雷士德工学

院校长李赉博因日兵制造车祸而惨死。

1942年12月，雷士德工学院被东亚同文

书院接管，成为其下属学院“东亚工业学

院”，以日语教学取代英语。1945年战

争末期，校舍被日本海军征用，学校正式

关闭。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国立上

海临时大学补习班”成立。“补习班”设立

在上海交大校舍，学生以交大沪校近

700名学生为主体，也包括之前雷士德

工学院就读的学生。1946年6月，“补习

班”期满，原雷士德工学院的学生正式转

入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就读。

虽然雷士德工学院只有十余年办学

历史，它的建筑却长久地留存下来。

1953年以后，雷士德工学院旧址长期作

为海员医院使用。1994年，雷士德工学

院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

建筑。今年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将完成修

缮，其建筑将作为虹口北外滩一所崭新

的设计创新学院的校舍得到再生。

相比之下，上海交通大学工程馆则

一直延续其校园教学功能，时至今日仍

是交大徐汇校区单体面积最大的教学

楼。2017年，工程馆作为上海交通大学

早期建筑的重要代表，列入了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座承载深厚

历史记忆的建筑，也将续写其时代的新

篇章。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
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设计总监）

筑学院建筑：
值定功能类别建筑与其承载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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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身于北外滩的雷士德

工学院旧址（摄影：杨伯荣）
 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呈飞

机型平面布局（摄影：杨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