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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联合国大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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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6 年，梁思成受当局委派赴美考察美国战后的建筑教育，期间梁思成代表中国建筑师积极参与了诸多国际
建筑事务，是我国首位参与国际事务的现代建筑师。本文梳理梁思成第二次访问美国期间（1946.11—1947.7）所参与
的国际事务，着重讲述梁思成参与联合国大厦过程中所提出的方案和建议，探究梁思成在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过程
中映射出的现代主义思想，以完善国内对梁学的研究史料。
关键词：梁思成、二次访美、国际事务、联合国大厦设计

Abstract：In 1946，LIANG Ssu-ch’eng was appoint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American post-wa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LIANG Ssu-ch’e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 behalf
of Chinese architects，and was the first modern architect in my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article combs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at LIANG Ssu-ch’eng participated in during his second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1946.11—1947.7），focuses on the plans and suggestions made by LIANG Ssu-ch’eng dur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and explores the modernist ideas reflected by LIANG Ssu-ch’eng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of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To improve the historical data on the study of Liang in the country.
Keywords：LIANG Ssu-ch’eng，Second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design

一、引言

理念新潮、视野宽阔的建筑师。他们吸收借鉴前
人及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来的设计思想和建筑实

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著名的建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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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对时下潮流有着敏锐的感知，对建筑界和与

学家 ，他的学术思想始终与国际接轨，国际视

之匹配的建筑学界革新不断提出系统的实践探索

野的历练让其能力、格局和视野进一步拓宽，无

和理论研讨 [2]，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彼时建筑教育

论是学术的感观，亦或是教育层面的交流，都与

的变革。此时的中国，尚在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

其思想提升有着莫大的关联，也规约了他对于中

刚刚停歇和接踵而来的内乱未平，重构和新建远

国现代建筑学发展方向设想的路径，尤其是对国

未进入大众视野，学界无暇进行更大格局的深入

际理念和制度的借鉴，使得中国建筑学能立足于

思考和参照学习，对大洋彼岸的新兴思潮灵敏度

一个较高的起点，并在数十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

不够，观念和实践各个方面都与世界主流脱节。

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百废

几所设有建筑学专业的高校，还沿用着古典的布

待兴，城市化浪潮逐渐兴起，现代化思潮渐成主

扎体系。此时的梁思成等一众国内建筑学界的先

流，工业制造水平大幅提高，种种契机引发西方

驱，对于这一过于注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的教

建筑界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涌现出一批思维活跃、

学模式已深怀隐忧，一方面坚信中华大地新景即

084

舟航柱梁——纪念建筑先贤，再思建筑的继承与创新

将来临 ；另一方面思虑眼下建筑学界现状
及储备的陈旧和贫瘠，难以培养出富有创

In Memory of Sages，Pondering Ove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e

期盼 [7]。

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张 [12]。为系统地进行

对于梁思成个人来说，多项国际事务

联合国大厦的设计，第一任联合国秘书

、
的 参 与 以 及 与 赖 特（Frank Lloyd Wright）

长 —— 特 里 格 韦· 赖 伊（Trygve Lie） 决

、 马 修· 诺 维 奇
沙 里 宁（Eero Saarinen）

定设置一个国际设计委员会（The Board

1946 年，教育部委派梁思成赴美考察

（Matthew Nowiciki）等建筑大师的深度交

of Design Consultants），任命哈里森为规

“战后的美国教育”
，但略微昂贵的考察经

流，促进了其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开拓

划主任和国际设计委员会主席。② [13]1946

费让他左右为难。恰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

了其对建筑学的定义，为其美国之行画上

年，在耶鲁大学讲学的梁思成，受到国

大学向梁思成发来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

了完美的句号。对于民智初启的中国来说，

民政府的推荐与哈里森（Wallace Kirman

他担任 1946—1947 学年的客座教授，到

西方的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方法、

Harrison） 的 邀 请， 担 任 设 计 委 员 会 成

康州纽黑文（New Haven）讲授中国建筑

学科开拓建设等方面更加前沿与实用，容

员， 积 极 参 与 联 合 国 大 厦 的 设 计 工 作。

和艺术 ；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 1947

易被中国当时的教育界以及其他各界所接

结合各国提名人选及哈里森的起草名单

年 4 月举办的“远东与文化会议”国际研

受学习，也为我国战后重建提出了可实现

（图 1），最终确定了委员会的 10 名成员 ：

讨会主席。困难迎刃而解，经费不再成为

的设计方法及扎实的理论基础。

造力的实用人才，对于不能适应此后中国
[3]

的发展需要感到忧心 。

[4]

梁 思 成、 勒· 柯 布 西 耶（Le Corbusier）、

因此，二次访美的经历是研究梁思成

巴 索 夫（Nikolai D.Bassov）、 霍 华 德· 罗

1946—1947 年访美期间，梁思成参与

学术思想变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随

伯 逊（Howard Robertson）、 奥 斯 卡· 尼

了多项国际事务，如出席普林斯顿大学“远

着学者们对史料的不断挖掘，梁思成二次

迈耶（Oscar Niemeyer）、斯文·马凯利乌

东文化与社会会议”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访美的经历逐渐清晰。有学者从建筑教育

斯（Sven Markelius）、恩尼斯特· 考米尔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的角度出发，探讨梁思成“体形环境论” （Ernest Cormier）、G.A. 苏 里 乌 克 斯（G.

，梁思成在其中作了“唐宋雕
and Society）

的起源、在教学上的应用及发展 [8][9] ；有

A. Soilleux）、盖斯顿· 布鲁法特（Gaston

塑”
（Tang and Sung Sculptures）与“建筑发

学者通过对比梳理国外学者的城市规划思

Brunfaut）、Julio Vilamajo（图 2~ 图 4）。

现”
（Architectural Discoveries） 两 场 学 术 演

想，或结合其归国后发表的文献，探讨梁

从 1947 年 2 月 17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到

其出国考察的绊脚石 。

[5]

[10][11]

但

1947 年 6 月 9 日最后一次会议召开，为

席“人类体形环境规划会议”
（Conference

是，有关梁思成在联合国大厦设计中的经

期 93 天共举行 45 次会议，形成了 75 个草

on Planning Man’s Physical Environment），

历至今没有得到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讨

。围绕方案的会议讨论非常激烈，
案（图 5）

会议共涉及 8 个主题 ：设计的社会基础

论。其中较为具体的内容在清华大学纪念

设计委员对联合国大厦设计观点各不相同，

、限 制 与 机 遇
（The social basis of design）

梁思成诞辰 120 周年文献展上展出的一段

关注内容包括建筑与场地周边环境的关系、

、形 式（Form）
、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音频资料中有所显示 ：

讲，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建筑与艺术

；出

思成城市规划思想的转变、发展。

、规划（Planning）
、空 间
教 育（Education）

“我们应该把这栋大楼放在冬天能够

使 用（Space use）
、启 发与应 用（Inspiration

获得最多阳光的方位上，让它较长的一边

、印象与结论（Impressions
and pragmatism）

朝南。
”①

，不同学科的融合交流
and conclusions）
为梁思成体形环境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
支持

[6]

；与此同时，梁思成还担任了联

本文梳理梁思成参与联合国大厦设
计的详细经历，包括其提出的 Scheme24、
对其他方案、图书馆、大会厅、秘书处的

合国总部（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建议，结合其归国后的多项改革、实践、

的设计顾问。

理论，探讨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对梁思成

访美闲暇之余梁思成实地考察了当时
美国的重要工程项目。 梁思成在好友斯

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完善国内对梁学
的研究史料。

坦因（Clarence Stein）的引荐下参观了雷
朋（Radburn）新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二、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设计

、
的 水 坝（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

实践

洛 杉 矶 鲍 德 温 山（Baldwin Hills） 的 住 宅
区、芝加哥住宅管理局（Chicago Housing

1943 年 10 月 40 日， 苏、 美、 英、

Authority）等重要项目，观后其感触颇多，

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共同发表了

并表达了希望“中国拥有数百个 TVA”的

《普遍安全宣言》，表达了建立一个战后

图1：哈里森起草任命国际设计委员会主席成员的建筑
师和国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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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梁思成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师讨论联合国大
厦的设计方案，左一戴眼镜者为勒·柯布西耶，左五
穿浅灰色西装者为尼迈耶

图 3：从左往右看分别为魏斯曼、博迪安斯基、勒·柯
布西耶、安东尼亚德斯、哈里森、梁思成、科米尔、劳
伦斯（勒·柯布西耶的翻译）

图 5：大会形成的全部 75 个草案，o 表示给方案分配了编号，* 表示对方案的开发、演示、讨论

图4：左边为尼茨克，鲍勃·肯尼
（联合国新闻官员）；右边
为梁思成，
安东尼德斯；后面墙上的方案包括 Scheme20、
22A 和其他早期会议中看到的方案

不同人群的交通流线、建筑形式等。最终
国际设计委员会从城市及场地关系上考虑，
最终选取了 Scheme 42G 作为向总部规划委
员会提交的最后实施方案。该方案源于尼
迈耶的 Scheme 32 和柯布的 Scheme 23，由
于二者对会议厅与秘书处的处理方式不同，
第 37 次会议两人共同提交了 Scheme23/32，
会后由博迪安斯基（Bodiansky）进行深化

图 6：Scheme 42G 从东河看联合国大厦的效果图，出现在总部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

形出 Scheme 42 系列，第 44 次会议阿布拉
莫维茨（Abramovitz）在此基础上深化形成
③ [13]

的最终方案

（图 6）
。

三、人文性——梁思成对联合国大

考虑，如柯布认为应考虑场地中以下四点

厦的整体规划

限制条件 ：场地的流线组织 ：城市快速交

梁思成作为十名设计委员会中唯一中
国代表，在秘书处的朝向、会议厅的形式

通与人行交通；周边商业（餐馆、集市等）；
关于联合国大厦整体规划的讨论中，

场地地形（竖向高差、场地尺寸、周边环

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提供了

梁思成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秘书处的朝向与

境的使用）；建筑功能布局。由此，柯布提

具体的设计方案——Scheme 24。本文根据

位置上。在第一次会议中，设计委员们对

出将秘书处放置于场地中央的初步设想。

乔治·杜德利（George A. Dudley）的会议

联合国大厦设计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

而巴索夫认为影响大厦设计的因素有三点 ：

记录对梁思成所作出的贡献总结如下 ：

大多数委员是从场地的整体规划及布局上

基地尺寸 ；联合国的未来可发展性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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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从左至右图片内容分别为：梁思成演讲 Scheme 24；东北方向鸟瞰图；东南方向鸟瞰图

的朝向方位 ：东河的景观面以及建筑的巨
大阴影。据此，巴索夫提出将东河的景观
引入建筑中，且最大限度避免建筑物处于
阴影中。梁思成则从日照对使用者的影响
上考虑布局。他认为在冬季，应该最大限
度地获取日照，夏季则应有所区别，需要
重点考虑严重的西晒问题。因此，布局上
建筑向东西向延伸，可最大限度地利用阳
光。既可以营造舒适的室内环境，还可提

图 8：Scheme 17鸟瞰图手绘

图 9：梁思成研究 Scheme17场地模型，他自己的
方案张贴在身后的墙上；左边是索伦森

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可节省安装空调
等其他设备的费用，节约建筑费用。④ [13]
第 14 次会议中，委员们考虑到秘书

思成利用大楼的垂直交通，将会议室竖向
⑥ [13]

划分。

可是他事先没有想到，大厦选

忙，东河下游的群众、游客来讲，河上的
风景也是很重要的。从任何角度看，联合

处的周边环境、电梯摆放位置等因素，对

址在东河之滨，那四十层大厦最好坐落在

国都必须与它的背景有所区别。从北面看，

其位置进行了重新讨论。部分委员认为应

地基的四十二街那一头，这样多数公务人

梁思成的方案确实隐藏了爱迪生联合公司

该拆除基地旁边的住房管理大楼，也有意

员可以直接进来，若按此设计，就意味着

和通风塔。⑦ [13] 在与 Scheme 20 进行比较

见将住房管理大楼收购以扩大基地。梁思

北面整个地区都要长年笼罩在阴影之中。[4]

时，沃克补充道梁思成将第 43 街作为西

成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应改变秘书处

对于梁思成的方案，设计委员进行

边重要的行人入口的做法有利于区分不同

e[13]

的位置，向东南方向移动。

随后的几次会议中梁思成与其他顾问

了激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这与总部对
所有人开放的概念背道而驰，相比之下，

的人流。⑧ [13]
至此，大部分委员同意秘书处沿南北

对联合国大厦的前期规划和各项细节进行

Scheme 17 更加开放、简洁（虽然尼迈耶否

向放置。在第 27 次、29 次、32 次会议上，

了深化。在第 26 次会议上，梁思成提出了

认有此功劳，但仍被归属为尼迈耶提出的

梁思成再次强调了秘书处的朝向，他认为

自己完整的方案——Scheme24，也被称为

⑥ [13]

方案）
（图 8、图 9）

。并且南北向的秘

无论是从采光还是从热辐射的角度来说，

（图 7）：方案整体
“the Two Court Scheme”

书处会对周边建筑产生遮挡。巴索夫提出

南北向的建筑不太有利，以东西为轴线可

布局采用中国经典的回廊式。他建议联合

了四个建议 ：长条形建筑应平行于基地长

以更好地看到曼哈顿和东河。⑨ [13] 并且强

国秘书处大厦位于基地南端，一如历代重

边放置，避免将基地分割成两部分 ；对于

调板式建筑有利于光线的射入和职员办公。

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向，长长的前厅

使用者来说，河边的风景更具有观赏价值，

第 34 次会议，他看到西卡（Syska）的检测

入口朝向温暖的南面，与会议室形成 90°

因此秘书处南北向放置更有利于使用者观

报告后，发现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相差不

；会议室沿场地的长边放置，靠近

赏风景 ；秘书处南北向放置能够将游客的

多，欣然同意了秘书处采用南北轴线。⑩ [13]

东河一侧 ；图书馆位于基地的东北角 ；三

视线聚焦于联合国大厦上，减少其他建筑

虽然梁思成的方案与所提出的建议在

栋建筑围合形成两个内向的庭院——中心

物对游客的视线干扰 ；相较于南侧，办公

当时并未被整体采纳，但对最终方案与后

夹角

[4]

庭院和休息广场。与此同时，会议室和秘

⑥ [13]

人员更适合在秘书处的西侧办公。

续方案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首先梁思成

书处大楼围合形成中心庭院，且高耸的秘

一些委员认为该方案是很有创意和可

的方案为 Scheme 19、Scheme25 的生成提

书处大楼为中心庭院提供遮阳 ；此外，梁

取的，譬如沃克提到东河上的交通十分繁

供了灵感 ；其次，梁思成在 43 街设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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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口的方式有所保留，即联合国工作人

长幅度与梁思成最初预估的每年 3.5 万本

员可以从第 43 号街东侧进入秘书处，起

基本相符。梁思成对于图书馆的建议初步

到了人群分流的作用 ；最后设计人员在综

体现了其有机生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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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了周边的交通系统后，把秘书处大
厦的位置安排在基地的南端，但出于对建

五、功能性与象征性——梁思成对

筑物的美观以及秘书处阴影投射面积的综

会议大楼的思考

合考量后，将秘书处设置为南北走向。
梁思成对于秘书处南北向的坚持源于

会议厅大楼作为联合国大厦的标志性

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其

建筑物，委员们对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为整个设计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方案或几条

讨论内容涉及周边场地和建筑的联系，会

建议，还包含了对建筑本身历史性、经济

议厅的形式、内部布局，桌椅尺寸等。由

性、人文性的考量。

于对会议厅的讨论较多，且较为分散，穿
插于不同的会议之中，因此本文仅研究梁

四、有机性——梁思成对图书馆的
规划

思成所提出的建议。
会议厅模块尺寸 ：第 7 次会议讨论场
地整体规划之后，委员们对会议室模块的

图10：梁思成批注的埃利尔·沙里宁著《城市》（The
City ）

尺寸进行了讨论。阿布拉莫维茨认为每人 3

图 11）：公众座位在媒体座位上方，媒体

在其是否成为独立建筑物。第 1 次会议上，

英尺的办公空间足够了，且办公桌的尺寸

座位在代表席上方 ；媒体的座位在代表席

巴索夫认为图书馆应建设成为综合体，哈

最好为 100 英尺 ×70 英尺的椭圆形，这可

上方，代表座位在公众座位上方 ；公众座

里森认为图书馆应与秘书处结合，柯布则

以最大限度节省会议室的空间。柯布则坚

位在代表座位上方，代表席位在媒体座位

认为图书馆在整组建筑中的重要性不亚于

持采用 1.5 米作为基本单元，他认为每个

上方。l[13] 随后哈里森提出了三个问题 ：

秘书处，且在未来还可能在其中举行研讨

单元都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体块，有其

公众座位是否应该和代表席位设置同一房

活动。梁思成提出图书馆的藏书量会不断

自己的生物特性。并且每个单元内都有新

间？若设置在同一房间，公众席位是设置

增多，其增长速度大约为每年 3.5 万本。

闻、广博、公众、秘书、代表、顾问、服

在会议桌旁边，还是在公众与代表之间加

因此为适应其可生长性，应将图书馆单独

务人员等。梁思成从经济实用的角度出发，

设玻璃，将二者的座位分开？除此外，哈

建造。在第 34 次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一

提出圆形的桌子并不经济，并且还应考虑

里森还提出在会议室中，公众的座位可以

主张。梁思成将图书馆比作一个可持续生

同声翻译的空间。经过多次讨论，本次会

设置在会议室内任何地方，但不应该围绕

长的有机生命体，对未来发展进行规划的

议最终的讨论结果为采用 100 英尺 ×70 英

代表席设置，这种做法会让代表感觉自己

方法，与沙里宁有机疏散论中将城市与生

尺的模块，每个模块包括大小为 10 平方英

身处剧院中，不够庄重。l[13] 梁思成则从

物体类比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如梁

尺，用于同声翻译、媒体等其他功能的空间。

公众和代表相对关系提出思考问题 ：是将

对于图书馆的设计，委员们的关注点

思成在阅读《城市 ：其生长、衰败及未来》

会议厅布局 ：设计委员对于会议厅布

公众席置于代表席后方，让公众单方面看

一书时写道 ：
“建筑必须表现时代的需要，

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公众、代表、媒体三

到代表好 ；或者让代表席与公众席对立设

必须与环境联系。
”
（图 10）

者之间的分布关系上 ：三者是否处于同一

置，让联合国代表面向公众更好。m[13] 巴索

根据数据显示，建设完成后的联合国

空间？若处于同一个空间是将三者竖向布

夫认为可以采用圆桌会议的原则，公众围

图书馆每年通过购买和赠送大约可收集到

置，或水平布置？若竖向布置，三者的座

绕着代表落座，这样代表就可以看到大多

图书 1.3 万册、报刊 11 万份、政府出版

位又将如何安排？

数公众的面孔。m[13] 柯布同意巴索夫的观

物 11 万件、联合国出版物 13 万件、地图

第 9 次会议上，阿布拉莫维茨首先

1300 件，共 3.63 万本藏书。k 藏书的增

总结了目前已有的三种竖向分布方式（如

图11：阿布拉莫维茨总结的目前已知的公众、代表、媒体三者三种竖向分布方式

点。m[13] 大会堂最后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形式，
且每个单元都配备了同声传译的功能。

088

舟航柱梁——纪念建筑先贤，再思建筑的继承与创新

In Memory of Sages，Pondering Ove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e

圆顶仅仅是一种设计手法，我们应减少这
q[13]

阿

与会议厅分开，通过坡道、走廊等交通空间

布拉莫维茨认为大会厅与秘书处有三种不

将二者连接。会议厅延伸到河边，加强了与

同的处理方式 ：作为一个单独的体量和秘

群众之间的联系，节约了内部场地空间。同

书处分开设置 ；部分体量穿插在秘书处内 ；

时低矮的会议厅与秘书处形成鲜明的对比，

全部包含在秘书处内。因此，选择哪种处

将秘书处凸显出来，游客、群众可以将视线

种突现政府地位的设计手法的使用。

q[13]

图12：马凯利乌斯的 Scheme29从东北方向看：大会厅
采用圆顶；秘书处面向东西；南面为代表大楼

案——Scheme 32（图 13）：该方案将秘书处

理方式是会议厅最终表达形式的关键。

聚焦于此，办公人员可以与获得良好的景观。

魏斯曼（Ernest Weissmann）提出将座位集

此次会议中，梁思成对尼迈耶从北到南高层

中在会议厅穹顶下正中心给使用者体验感

平板的建筑方案表现出了极大认同和大力支

q[13]

觉不好。

梁思成从会议厅的国际性和

持。从与会人员的反应来看，尼迈耶的方案

会议室等房间平面布局 ：第 18 次会

不朽性角度出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建筑

议，梁思成建议将会议室、委员室的房间

本身是否应该具有不朽性。q[13] 柯布认为

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众人对已保

放置在东河一侧，他认为窗户到走廊的距

好的建筑本身是不朽的。会议厅的设计必

留的 Scheme 8 及尼迈耶新提出 Scheme 32

第 23 次

须尊重会议使用者，询问他们的意见，不

进行进一步深化。

n[13]

离过深不利于房间的采光。

获得了大多数设计人员的支持。t[13]

尼迈

第 36 次会议，形成了两个关键深化

耶认为圆顶的形式并不重要，但合适的空

方案 ：以柯布、尼迈耶、博迪安斯基、魏

30 次会议上提出将会议室、委员会、理事

间将会给人美的感受。第 31 次会议开始时，

斯曼为中心的 ：Scheme23/32（Scheme23、

会放置在不同楼层上可以获得更加开敞的

对于会议厅形式的问题，众人再次重申了

Scheme32 的融合）
（图 14）
，以安东尼德

自己的观点，巴索夫认为时代会变，当下

、 苏 里 乌 克 斯、 哈
斯（John Antoniades）

总体来看，无论是从采光，还是从空

的象征符号并不一定适用于明天，因此建

夫利切克（Havlicek）为中心的 Scheme 43

间、结构的角度，梁思成更倾向于建筑竖

筑上的象征主义并不必要。尼迈耶提出联

（Scheme 41、Scheme 42 的融合）
（图 15）
。

向发展。

合国是需要给予世界安全感的有机体。他

会议上，他提出利用第一大道的自然光线
o[13]

进行会议室的采光照明更为有利。

第

p[13]

空间。

会议厅大楼的建筑形式 ：会议厅大楼

q[13]

朽性并非一个建筑层面的问题。

认为这是建筑精神，很难将其转化为钢铁、

后续会议围绕两个方案进行讨论。
第 37 次会议中，博迪安斯基以 Scheme

作为整个建筑群重要的单体建筑，既要体

石头等材料。但是，如果我们设计出联合

23/32 为基础，综合设计人员提出的意见进

现政府的形象，又要融于基地，因此合适

国大厦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那么设计

行深化，
形成 Scheme 42 系列。后续会议中，

的建筑形式尤为关键。部分人赞同采用圆

本身的力量将使它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众人对 Scheme 42 系列进行了讨论和发展，

顶的形式以象征联合国大厦作为政府中心

梁思成再次强调，简洁是一种美德，联合

衍 生 出 Scheme 42A、Scheme 42B、Scheme

的地位，这种做法既符合当地政府的认

国大厦是代表世界的并非某一个国家的，

42C、Scheme 42E、Scheme 42F、Scheme

知，也便于获得国会的资金支持 ；部分人
持反对意见，认为好的建筑本身就是不朽

42G 六个方案。本文对梁思成针对几个方

r[13]

理应具有国际性。

大会堂最后依然采用了圆屋顶，同时

的，自身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此同

在大会堂的南端设计了一扇巨大的玻璃窗，

时，良好的功能布置还能给使用者带来美

与会人员可以透过玻璃窗俯瞰秘书处大厦
s

案提出的建议进行总结 ：
Scheme 42A ：梁思成认为其忽略了北
半部场地的使用，建议将平面修改成十字

感，形式、功能、美观三者和谐统一。第

广场，
整个设计既有不朽性又兼具艺术性 ，

形，以降低建筑物的高度和宽度，获得更

30 次会议，与会代表结合马凯利乌斯的

与梁思成所倡导的现代性、人文性相符。

好的水平和竖向交通，并且有利于提供风

Scheme 29（图 12）
，对会议大厅采用何种
形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力支撑。u[13]

六、梁思成对其他方案的建议

在 Scheme 29 中，马凯利乌斯采用了

Scheme 42B ：外部的整体性被打断，
会产生歪斜和一些不利的夹角。

政府为象征权威常用的圆形，他认为联合

经过多次探讨，在第 31 次会议上，委

国大厦作为整个地区，甚至纽约地区重要

员会对已提出的完整的 20 个方案进行初

的中心地标，应有别于其他商业建筑，突

步筛选，综合与会人员意见，保留 Scheme

现其本身的权威性。巴索夫认为虽然很多

9、Scheme 17、Scheme 23、Scheme 25 、

42C 并非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二者选

项目的大会厅都会独立设置，并且采用圆

Scheme 27A、Scheme 28、Scheme 29、

择有一个是较为正确的。梁思成本人更注

顶的形状，这种方式有一个优势，即会议

Scheme 30 共 8 个方案进行下一步的深化。

重建筑的艺术性，因此他认为 Scheme42C

厅的上层不设置餐厅。此外，巴索夫认为

第 32 次会议上，尼迈耶又提出了新的方

比 Scheme42B 更为美观。v[13]

Scheme 42C（图 16）：该方案增加了
第五会议室、影院和额外的大型会议室。
梁 思 成 认 为 Scheme 42B 与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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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展现了其能在建筑学界领跑文明
发展的底蕴和功力。
在具体的方案探讨中，深具西方建筑
学素养的梁思成与西方建筑师在人本主义
层面有所共识，设计中注重人的日常使用
需求，但与西方建筑师过于侧重建筑物的
功能与形式不同，梁思成坚持将传统的庭
院融入设计要素中，为整个场地带来了更
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深重的历史感。正如
他自己所说，相较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设
计师，自己更像一个史学家。w[13]
在设计主张中，梁思成增加了对历史
文化等精神层面的考量，将建筑物视为承
载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涵的艺术品，融入其
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精进，在设
计实践中，将中国元素融于规划之中，并
追求建筑物结构技术的合理性，达到技术
和艺术结合、理性与感性交融，在穿越历

图13：尼迈耶 Scheme 32 的模型，从上至下依次为： 图14：Scheme 23、Scheme 32、Scheme 23/32
从场地西北角向东看；从西边看鸟瞰图；从东南方
向看鸟瞰图

1947 年 6 月 9 日，联合国设计顾问委
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召开，梁思成在联合国

史中彰显永恒。

耶的直接历史感——他坚持远离布扎艺术

七、结语

[14]

风，对文化变迁倒没什么反应。
”

[13]

给这些外国建筑家留下深刻印象，属

第二次赴美考察经历为梁思成提供了

彼时，对于与会的设计人员来讲，梁

于梁思成标签的“历史感”
，在方案设计

新鲜的血液和养分，实现了自己学术思想

思成并没有柯布、尼迈耶等著名建筑师为

与研究讨论，及至最终的方案成形中，都

的再次突破，为国内带来了新的现代主义

世人所熟知，对于这一来自有着悠远历史

呈现出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建筑理念、教学素材，[15] 其中对后世影响

设计委员会担任顾问的任务也就此结束。

较为深远的有四点 ：

东方国度的建筑家，大家在此前听闻更多

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深远厚重的中

的是其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学

国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梁思成

1.“纵有千古”的历史逻辑，作为首

术成就。

本人孜孜数十年对中国传统建筑理念的理

位参与国际事务的现代中国建筑师，既有

乔治·杜德利在对梁思成先生的回忆

解与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博大深

对中国建筑史继往开来的开拓，也有对中

中写道 ：
“他的加入对联合国大厦设计委

邃“历史感”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时势

西方建筑文化交流中兼收并蓄的创新，更

员会是一件大好事，尽管我们很少有人知

变化、格局扩大、认识提升，其内涵也在

有将中国建筑独特的艺术性和人文性积极

道他或他的成就。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的

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在中西方的高层

融入世界潮流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比任何人更多的历史感，远超勒·柯布西

次专业交流中实现了跨国别的认同，在一

图15：Scheme 41、Scheme 42、Scheme 43

2. 以“横有八荒”的时空逻辑，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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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浇灌中国现代设计这棵大树，新芽岁岁
破枝、枝干年年伸展。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需要深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大
变局之中，既有困局之难，也有破局之机，

p 同② p220。
q 同② p222。
r 同② p224。
s 摘自联合国对大会堂的介绍，参见：https：//www.
un.org/zh/aboutun/history/hq6.shtml
t 同② p252。
u 同② p285。

如何对待历史机遇和风险挑战，如何正确

v 同② p294。

处理中与西、新与旧的关系，如何趋利避

w 同② p224。

害、扬长避短，增强持久力，如何在这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开拓性、

参考文献

创造性地做好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这是
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纵观梁思成一生，他始终保持着一颗
赤子之心，无论是最初从美国留学归来引
进的布扎教育体系，还是赴美考察归国后
图16：从三个视角看 Scheme 42C

华大学营建学系的改革，不仅创建了我国
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雏形 [9]，也为我国建
筑学教育提供了范式。
3. 以“融汇东西”的理论逻辑，提出
分区、邻里单位、环形辐射道路网、人口
面积有限度的自给自足市区 4 种体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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