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新工作室位于上海五原路居民片区内。

该片区建于 20 世纪初，有着典型的法租界形制，地块被切分为

小尺度的各色小院，院内林落着两三层高的洋房。偶有几栋红

砖外墙的小高层公寓楼，也是那个年代盛行的“装饰艺术”(art 

deco) 风格。临街虽有大小商铺食肆，在街道两旁梧桐树的笼罩

下并不显吵闹。这里曾是达官显贵的住区，也受到张乐平等艺

术家的青睐。时光荏苒，如今的住民组成已不似当年，不过岁

月的沉淀没有被都市的喧嚣盖过，凝固在树木与老屋交织出的

住区里。

从五原路主干道转入一处僻静的弄堂，在小道轻微转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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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型的银色金属围墙怀抱出一片前院，背后升起一面白墙，屋檐下

大扇横窗玻璃映照出邻里和树木。这栋白色的老屋便是新工作室。

回到本体的减法作为改造的基础

建筑师 2011 年便钟情于这里，因种种原因，当年未能租下。2014

年工作室再次迁址时，老屋仍处于空置状态，建筑师便决定租下进行

改造。由于空置多年，房子欠缺维护，与旁侧的植物共同散发出一丝

废墟的气质。“当我们遇到它时，就好像发现了丑小鸭”，建筑师刘宇

扬如此形容。

然而“丑小鸭”的现状是复杂的，过时的表皮、过小的空间分隔、

欠佳的光照环境等问题都亟待改善。改造首先从整体空间格局开始。

入口处的门廊和二层露台这两处梯形半室外空间，在改造后被纳入室

内；南向背面的阳台同样被包裹成为室内过廊，下方地面抬高后则围

合出一处阳光房。从大的格局上，各处零散的半室外空间被收归整合

进室内，建筑的气候边界变得完整，整体轮廓更加饱满。这几处原半

室外空间虽然被墙体在气候上划入室内，但大面积的玻璃开窗使得这

些边界上的内空间反倒在视感知上拉近了与室外的距离。 

内部空间和结构的改造延续着这一思路。老屋的平面轴网得到保

留，内部的部分墙体则被取消，重整了原有小房间为主的格局，一二

层的中央空间成为工作室主要的办公空间。贯通的大空间以及外界面

大面积的玻璃开窗，极大改善了室内的自然采光。

在常见的“内装改造”项目中，设计多关注覆面以及视觉呈现的

效果，具体的物理性能和空间品质往往退居其后成为第二位的考虑，

“改造”也就停留在表面，更多成为了非建筑学意义上的“装饰”“装修”。

与此不同，新工作室的改造显然以减法作为基础：装饰性的过时表皮

被拿掉，换以白色外墙漆；内部限制空间使用的墙体也被减去，整体

的中央空间得以突显；几处纳入室内的原半室外空间虽增加了室内面

积，看似加法，但零碎的空间片段收纳进整体后，建筑轮廓的复杂度

降低，可视为整合性的减法处理。这样的操作关注空间与结构的重组，

保留了老屋自身核心的固有属性，因时代和功能转变而不再适用的部

分则进行了重整。改造后的老屋剥去了陈旧的外衣，显露出原有的骨

骼。改造思路并非以预设的视觉效果作为目标去反推设计，而是充分

聚焦于改善建筑的核心性能，并将改造工作诚实地呈现出来成为最终

的视觉结果。改造后的老屋，空间、结构、气候和光照等核心性能全

面提升，可以更有力、灵活地面对当下和未来，满足当代办公空间对

功能和舒适度的要求，成为多重意义上更可持续的建筑。

“半自宅”属性中交织的日常

相比其他项目，建筑师在工作室的设计中身兼设计方和业主的双

重角色，这无疑给项目投射了更多的日常属性。如彼得 · 卒姆托等不

少建筑师，甚至将自宅与工作室设计在一起，如此一来，生活化的具

体场景便自然地进入了工作空间。新工作室虽然并未设计有可供居住

的房间，但老屋固有的空间和结构尺度都更接近于住宅，而社区的生

活化气息浓厚，事务所员工间的同事关系也较为亲密，这一切都为新

工作室平添了几分“建筑师自宅”的色彩。

“它既是放松的也是有压力的。放松在于我可以决定一切，包括

工程预算、工期，当然还是有时间的要求，但不像一般项目在设计阶

段上会有时间或汇报的压力，这个项目上没有，是真实的要面对自己

内心的一种状态，但同时它的压力在于我们是真真实实要使用它，而

且不是我一个人使用，是事务所的全体同事。”建筑师刘宇扬上一刻

还在计算工期和预算，下一刻也许就在推敲具体的材质和构造设计。

这样的工作节奏，要求建筑师在工程控制到设计推敲之间平滑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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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控制预算时更要诚实地面对自我“真实的内心”。 

这种“真实的内心”中对于新生活的追求具体反映在改造的用材、

构造等各个层面。在剥离原有外衣之后，新的覆材和构造做法进入到

老屋中来。从前院走入，左侧是由卫生所车库改造而来的会议室。门

前的台地使用了水刷石铺地，露出的骨料细小而圆润，若非穿着厚硬

底鞋，站于其上可感觉到石粒微妙的凹凸。走入室内，地面采用了同

样的材料，工艺做法则由强调凹凸的水刷石改为找平的水磨石，肌理

与室外做法保持了微妙的距离，提示着进入日常属性空间的边界。

进入室内，大面积的白墙构成了空间的主要背景。与充满细节的

水磨石铺地不同，纯白色的墙面显得较为抽象。然而，行走在现场，

白色的墙面并非处于彻底抽象的状态，周边植物映衬下的光影渐变以

及家具的陈设都让这道纯白的背景多出了一些温度。此外，所有人能

触摸到的墙角转角都打磨处理成圆角，原本墙面明暗转换的硬边界在

此成为了柔和的退晕色边框，同时也提示着行走时身体与建筑的关系，

让人下意识地伸手去触摸。在接近地面 30cm 的部分，墙边则保留了

原有的直角，这一作法源于对水磨石压条构造的退让，却同时意外地

在视觉上暗示了现场并不存在的踢脚线。在此，观者对于踢脚线的感

知徘徊于有与无之间，在构造细部的微妙暗示下，陌生的体验也在潜

意识里往日常经验靠拢。

若我们重新回到室外入口处，会发现老屋西北角原有的室外圆柱

也得到了保留，似乎与室内墙角倒角的做法形成了某种回应；而里弄

弯折的边界和工作室院门、入口两处斜向的大门，也形成了某种具有

深意的同构。这类暧昧的暗示试图将观者的陌生感与日常经验编织在

一起，并在新工作室的细部设计中反复地出现。

从邻居的视点回望新工作室，可以看到所有门扇和窗框只使用了

钢和木材两种材料。T 字形剖面钢框架边缘纤细而挺立，配合中灰色

用色，使得钢框在日间消融在暗色的窗洞中。相反地，可开启的门窗

则包裹了粗木框，与消隐的钢边框形成戏剧化的对比，视知觉与触觉

在此通过材料和尺寸的反差处理产生了微妙的通感。粗木框提示着门

窗可开启的属性，木材的触感似也在邀请着观者伸手触摸，日常的经

验由视觉和触觉的通感进入到观者的认知。

这种非常规做法的金属和木框显然是定制的，而黄铜制的门窗把

手和插销也经过了精心挑选。为此，建筑师甚至在首层洗手间入口处

设计了小型的五金件展览，这处室内唯一的黑色墙面上展示着定制的

不锈钢框架局部和黄铜插销件。在灯光下，金属反射出细腻的光泽。

在这处私密空间的入口，人的感知无疑变得更加敏感，而这些充满质

感的构件则再一次放大了观者对于日常触觉的感知。

自我和对外持续对话中的试验与调整

新工作室的设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地修改和使用中迭代

而来。“半自宅”的属性除了在设计前期定义了建筑师的双重角色，

也在建成之后给予了建筑师对材料、构造、空间等各方面更多调整的

余地。从 2014 年 1 月开始设计，3 月开始施工，6 月搬入，传统意

义上的设计和施工周期只有短短半年。然而，在搬入使用的同时，建

筑师也一直在经营它。第二年，入口和图书室进行了改造，成为了如

今的模样。带有试验性质的水磨石铺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问题，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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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不如预期，卵石也易于崩裂。会议室地面在后期加入了混凝土固

化剂，加固后耐磨性增强，色泽也更为理想。因效果良好，2016 年

5 月室内铺地进行了全面加固处理。可以说，新工作室事实上真正的

硬装完工要算到 2016 年。

除了在硬件施工上的调整，另一方面，设计前期也为空间上的软

性布置留有了较大弹性。去除了部分内部墙体后，新工作室除在周边

留有小房间，中间大空间基本处于开敞状态，家具的摆放可因人员数

量和功能需求作出修改，部分门洞更直接留空，只作为空间分隔的暗

示而非实体隔断，而多个须作隔断处也采用了半透明玻璃推拉门和折

叠门。功能分布的调整在工作室搬入后具体地发生着：一层南侧的阳

光房原为会议室，而随着储物需求的增长，最终转化成为材料室；因

协作团队的加入，二层的办公空间则划分出来一半，作为协作团队的

工作空间。

“使用，并非由既有的功能分区来界定，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

通过我们实际的行动而产生。”正是建筑师这些具体的调整，建筑的

功能分布就不再只是图纸上标注的“会议室”“工作室”“图书室”等

冷冰冰的文字，而是还原为容纳真实生活和使用体验的有温度的场景。

在作为“半自宅”的新工作室改造中，建筑师在项目的时间和空间上

都有条件持续地与自我对话，而不断迭代的设计调整也成为了自我意

识和经验与物质世界综合对接的接口。

另一方面，正如水磨石地面所经历的调整，新工作室在内外也遇

到了其他问题。对内，因为缺乏对风压的正确预估，非常规的木窗框

做法使得南侧的几面外窗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建筑师以此作为教训，

做出了散水的修改处理，完善了这套钢框和木窗系统。恰恰是在这样

的后续使用中，建筑师的角色从设计者转换成为使用者，得以真正地

在具体的使用中去检测试验的结果并作出修正， 并非以建成作为工作

的终点，而是以一种渐进式的迭代去不断改良。

对外，新工作室的施工也与邻里发生了一次摩擦。在 2014 年的

第一稿设计中，首层西北角的室内空间直接推到了里弄的折墙处，通

过在外墙上设置巨大的飘窗，里弄和新工作室入口处的微展览空间在

视线上得以对话，以期在居民区里重现原社区卫生所所拥有的公共性。

一如众多城市居民区施工普遍面临的投诉问题一样，新工作室的施工

带来的噪音、粉尘、人员进出引起了居民的不满。在外墙的飘窗施工

成形之后，居民以此为缘由将其举报了。建筑师很快作出反应，拆除

飘窗，将入口大门和院墙的钢板延伸至已拆除的院墙，成为了现在的

状态。“这个 ( 飘窗的 ) 对话关系并不是居民所认可的，而实际上在我

后来的体会中他们更多地把这个弄堂当作一个半私密空间，这里半私

密和半公共有很微妙的差别……发现在上海这些弄堂里，其实墙还是

维持一个连续界面，可能从二、三层可以看下来，但是毕竟是有一个

距离和角度的，所以人们在这个空间里还能够保有自己的私密感。这

一点跟我们专业人士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刘宇扬总结道。

作为改造的一例小型综合样本

在过去 20 年间，中国城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潮。作为参

与过库哈斯主笔《Great Leap Forward》的刘宇扬建筑师无疑对这一

时期的建设是熟悉的。在大建设逐渐降温之后，建筑师在未来将迎来

越来越多城市内的改造项目。众多在 1970、1980 甚至 1990 年代建

成的建筑，它们身处城市核心地带，但在结构、空间、物理性能上却

难以满足当今的使用需求。除去大规模的拆迁重建，那些本身形制

良好、承载着集体回忆的老屋、老厂房，能否在时代所迫的泯灭外寻

找到一条改造重生的道路呢？而怎样的改造才能不流于单纯视觉上追

求，能从本体上为老建筑赋予新生呢？

如果认为建筑学是建立在知识和理性之上的一门具有部分科学属

性的学科，那么改造项目也许可以被视为综合了学科多方面要素的

一类项目：它要求建筑师既对现有建筑的历史、文脉、物理属性有

理性的分析判断，又要以此为基础，在创作中加入经验去面对未来的

需求和迎接对新生活的想象。这样的要求，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

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中提出的 “先天综合判断”(synthetische 

Urteile a priori)，才能让建筑学回到学科本源，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康

德意义上的“先天”(a priori)，要求我们抛开经验去考察事物本体并

作出“分析判断”(analytische Urteile) ；而“综合”(synthetisch)，并

非指机械地将各项要素合并增加成为整体，而是试图统合不同的“后

天”(a posteriori) 经验要素并将其压缩合成。那么，“先天综合”则要

求我们首先对“素材”考察，对建筑的“先天”属性进行判断，从结构、

构造、材料、功能、社会等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发现问题；进而，

在经验进入之后提出自己“综合判断”的预想，并不断作出修正。

新工作室的改造中虽然对于表皮和隔墙做了减法，在细部构造和

材料上也作了再造和添加，但这些操作都可认为是“综合”的一部分，

因为它们统一地指向同一个目标，试图将老屋与新生活以“综合”的

设计压缩成为一个整体。新工作室源于老屋改造，天生便具有丰满的

可供分析的素材；而又因“半自宅”的特殊属性，需要建筑师投射更

多的生活经验；同时，时间和经济上的自主，也为建筑师提供了从容

回答上述问题的空间。以此，新工作室的改造设计也许可视为“先天

综合判断”一个不一定完美的类比。对于未来建筑师将面临的大量的

城市建筑改造工作，刘宇扬新工作室改造规模虽小，却试图综合地去

回答学科的各项基本问题，那么，它也许可以作为改造设计的一例可

供参考的小型“综合”样本。

围墙变化过程 1 : 50 模型 ( 摄影：车进 )

由于居民投诉，最终修改后围墙：钢板 ( 无顶 )建成后围墙：钢板 + 玻璃窗 ( 有顶 )原围墙：土建

二层办公空间 ( 摄影：陈颢 ) 二层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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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阳光房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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