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院初，下院暮，饮水思

源处，最美上交。”有网友这样

形容交大的美。

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总

共有老图书馆、新中院、中院、

新上院、工程馆、科学馆、北四

楼、执信西斋、文治堂、总办公

厅、体育馆、新建楼、盛宅、华山

路校门、史穆烈士墓、五卅纪念

柱，共计16处文物本体。

记者从文保专家处获悉，

上海交大早期建筑历史悠久，

是近代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

两所大学之一。与此同时，学

校校址从未改变，是目前国内

惟一一所跨越三个世纪、保留

发源地与办学地不变的高校。

与此同时，上海交大具有

独特的、中西结合的校园布局

与建筑，并集中展示了邬达克

等近现代建筑大师的作品，而

这也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建筑思

想。很多建筑都采用了当时最

先进的建造材料和技术手段，

表现出在技术上的勇于尝试。

交大早期建筑的一大独

特性还来自交大校友对母校

的热情和帮助，有一些建筑是

由校友捐助建成的，如图书

馆、校门、工程馆等，也有些是

由交大校友主持修建的，如体

育馆和文治堂。

史穆烈士墓、五卅纪念柱

等建筑则承载着国家记忆，传

承着红色基因，这里已成为上

海市革命先烈缅怀基地，每年

都会有很多人前来瞻仰，这亦

是其他高校所少见的。

上理工档案
馆馆长孔娜说起
上海理工大学的

建筑，脸上总有着小小的骄傲和自
豪。“‘浦江之滨，花木扶疏，红楼三
五，矗立其间，沪江大学在焉。’沪
江大学有着36幢哥特式建筑，具
有独特的让人沉迷的魅力。你会
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大学。”

这些建筑是上理工的独特记
忆，见证了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
和时代的变迁，如果建筑会说话，
会有多少故事啊。在孔娜看来，
它们见证百年风雨，蕴藏着深厚
的历史意蕴。就这样，很多个午
后，孔娜漫步在沪江国际文化园
里，感受花香隐隐和红砖坡屋顶
的小洋楼里的悠悠琴声。有时
候，会有青春的笑声传出来，笑声

很近，但恍惚间，又会觉得来自于
遥远的过去。

2018年6月，学校提出“校园
可漫步，建筑可阅读，文化可触
摸”。很快，学校的优秀历史建筑
前都陆续贴上了二维码，扫一扫
就能看到每幢建筑的历史照片、
建筑特色和人文故事，而这些工
作，都离不开学校档案馆的整理
挖掘。

孔娜说，建筑的魅力不仅仅
在建筑本身，还在于它们背后隐藏
的人文意蕴、历史价值和社会意
义。例如，沪江大学第一幢也是最
重要的大建筑思晏堂，地基垫高
1.98米，打地基又耗时8个月之
久，1908年年底竣工，郑章成、吴
经熊、徐志摩等人都曾在思晏堂留
下为求国家富强而刻苦攻读的身

影。1917年建成的麦氏医院，徐
志摩曾写文章记录建造过程，还捐
款50银元，在当时算作一笔不小
的“巨款”了。1928年竣工的图书
馆，胡适、王云五、王正廷在开馆典
礼上都曾发表演讲，尤其胡适的演
讲幽默风趣。“看着这些建筑，我们
仿佛穿越了时光，和它们一起见证
时代变迁和百年风雨。”

“如今沪江大学建筑群列入
国保单位，我们将继续挖掘背后
的故事，进一步解读它们背后的
人文意义。将继续搜集档案史料
尤其海外史料，把每一幢建筑的
前世今生讲透。还将借助新科
技，探寻更合适的‘阅读’方式，以
更符合师生和观众的需求。‘建筑
可阅读’，建筑永恒，阅读无限。”
孔娜期许说。

98 级华政校
友、上海星瀚律师
事务所主任卫新

笑言，自己与华政结缘之初多少还
是受了建筑之美的影响。

“当时我在金山区读高中，每
次来市区，都是坐着终点站位于
中山公园的小火车而来，终点站
之前的最后一处风景就是华东政
法大学了。”建筑太美了，这么宏
大而神圣，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如此感叹让他对华政心生向
往，也因为对公平、正义法律精神
的追求，让卫新决定在高三毕业

时报考华政。
直到真正来到古朴的校园求

学，卫新才知道，几乎每一栋老建
筑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原
来，精致的校园里有1949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
毅指挥淞沪战役时进驻上海的第
一宿营地，发生过学生集会声援反
帝斗争，向“五卅”惨案死难者志哀
事件的“六三楼”，孙中山先生曾经
来校演讲，在此提出“民主国家，教
育为本”的“40号楼”等等。这对
学子而言，就是活脱脱的“建筑会
说话”。

卫新注意到，此后华政松江校
区的布局和建设，其实就是一定程
度向校园老建筑的一种传承和对
岁月的致敬。

求学年代，那些踩上楼板便一
直相伴着的吱吱呀呀声，从玻璃窗
缝隙里吹来的西北风，懵懂少年时
抱怨过的“老旧”场景，不承想，在
过后的岁月里，却越发让人想念和
回味。卫新说，正是心中的那份深
爱，也促使他一定要把家也安到校
园边上。如今的双休日，卫新就常
常带着一双儿女，浸泡在这优雅而
有故事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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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等三所校园建筑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过百年沧桑，从现在起请叫我们“国保校园”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古老教学楼120岁，老图书馆100岁，体育馆94岁……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园
里，有一批早期建筑，它们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历史的变迁。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上周日正式揭牌。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在内，上海市总共有
12处文物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校园建筑方面，此次
共同入选的还有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和沪江大学近代建筑。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老图书馆
清水红砖、

白色浮雕，精致
典雅，脉脉书香萦古楼。映衬在
树木的绿荫之下，交大老图书馆
自1919年落成以来，便以其独有
的建筑艺术与魅力，成为高雅文
化的象征。

老图书馆位于校园的草坪东
侧，由1916级毕业班同学为纪念
建校20周年发起社会各界及师
生共同捐资建造而成，馆名由李
梅庵先生题写。

上世纪三十年代，图书馆内的
藏书规模在当时国内的高校中名
列前茅，交大的一代代学子如钱学
森、吴文俊、王安、王之卓等都曾在
这里饱览先进的科学与文化。老
图书馆既是藏书看书之地，也曾是
上海乃至全国各种工业展览会的
重要展馆，见证了重要的人文历史
事件。这栋建筑也多次出现在不
同的影视、摄影作品之中。

工程馆
1931年底落成的工程馆是

由著名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的经
典建筑，这是邬达克在大学校园
的唯一作品。

工程馆的外立面为深褐色，
突出白色壁柱的竖线条。从建筑
艺术价值看它在上海近代建筑史
上有显著地位，是艺术装饰风格
的早期代表。可以说，这栋建筑
集中包含了工程教学的各种需
求，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现代
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成为
专家教授、学术团体举办学术报
告、讲座的重要场所。

解放战争时期，工程馆的许多
教室变成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的
基地。1960年，交大将原本
两层的工程馆加盖为三
层。工程馆二楼有叶恭
绰半身铜像，馆内草坪上
有马可尼天线铜柱，激
励交大学子奋发向上。

上海交通大学

“90 后”的安
康是交大校园管
理办公室一名青

年教师，作为交大建筑学系毕业
的一名学子，他毕业后就留校工
作。特别是从此次申报“国保单
位”开始，他也作为一分子参与
其中，那时开始，安康更是时时
刻刻被校园厚重的历史所感染，
并深深觉得学以致用有一种特
别的幸福感。

“如今，超过百年历史的徐
汇校区已经成为了‘国保校园’，
作为在其中学习生活的师生中
的一员，心情很激动，也很自
豪。”安康谈到，根据学校的后续

安排，“文物保护科”有望将办公
室设立在徐汇校区，从而可以更
好地去挖掘和守护徐汇校区那
些早期建筑的珍贵价值。

“如何在保护文物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文物建筑的合理利
用、有序开放和有效管理，让文
物活起来，让建筑可阅读，我们
将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在他眼中，徐汇校区是一个
步行优先的行人友好型校园。
上海交大建筑遗产保护中心也
已在每幢历史建筑设好了二维
码，参观者扫描即可看到详细介
绍内容。当风吹过，仿佛旧时故
事瞬间就翩然而至。

黄浦江畔百年来的见证者

都说上理风光无限好，迁客

游人，慕名而来。此次，位于上

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区内的沪

江大学近代建筑亦是榜上有名。

沪江大学近代建筑包括馥赉

堂、音乐堂、思孟堂、思雷堂、思晏

堂、思裴堂、怀德堂、思伊堂、思伊

堂、思福堂等，共计 35 处文物本

体。这些，不仅是黄浦江畔百年

来的见证者，更是上理人心中的

独特回忆。

漫步校园，仿若置身于童话

森林，历史建筑多为清水红砖砌

筑、两坡红瓦屋面，风格统一，或

处于绿树浓荫之中，或与现代建

筑相晖映，成为上海理工大学一

道靓丽的景观。

沪江大学原名上海浸会大学，

1906年创办，1914年正式定名为沪

江大学。沪江大学于1906年至1949

年间共建有校舍、教职员工住宅和

各种辅助用房近60幢（所），大部分

建于1937年前。1952年改为上海工

业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

后因学校发展和基建的需

要，陆续拆除了部分建筑物，但仍

保留了35幢沪江大学时期主要建

筑，是目前上海保存较为完好的

历史建筑群。

格致堂
格致堂原为

科学馆，1921 年
开始建造，1922年4月竣工。这
是由沪江大学化学系梅佩礼教授
规划，沪江大学最有价值的建筑物
之一。当时，建筑费20万洋元，美
国商人厥特夫妇（Mr. and Mrs.
Treat）匿名捐资建造。

建筑为混合结构建筑，学院哥
特式风格，建筑面积2737平方米。
外立面是红色清水砖墙，墙面上装
点白色锯齿形窗框线脚。主入口面
向宽敞的院落，尖券门洞的门廊突
出于建筑主体之外，通向主入口。

原为假四层坡顶，且原四层
窗户墙面外形为尖拱状。1965年
大修，改假四层坡顶为四层平
顶。外墙面光滑无尖拱，第四层
窗改造依然保留白色锯齿形窗框
线脚特点。

这栋建筑原用作实验室、科

学演讲厅、陈列室、办公室。机械
学院时期为理化馆，设有化学和
物理实验室，后成为理学院楼。
现为职能部处办公楼（格致堂）。

湛恩图书馆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1928

年竣工。为纪念原沪江大学校
长、烈士刘湛恩，于1991年11月
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现为
学校公共服务中心。

虽然现在的湛恩图书馆看起
来非常的气派，但是湛恩图书馆
的发展历程却非常的曲折，在沪
江大学创办之时，图书馆只是从
思晏堂中挤出了四间房作为当时
的图书馆。

1928年，当时沪江大学的学
生已经增加至900余人，仅次于金
陵大学和燕京大学，成为当时最大
的教会学校之一，即便学校又腾出
来两间屋子作为图书馆，还是满足

不了学生们的需求。晚饭后，经常
能看到学生们在图书馆排起长长
的队伍，这种情况困扰着当时的沪
江大学，1928年2月25日下午，刘
湛恩校长在其就职典礼后，随即举
办了沪江大学专门的图书馆大楼
奠基礼。沪江大学终于要拥有自
己独立的图书馆了，这背后倾注了
刘校长大量的心血。

抗战期间，学校迁至市区租
界内，图书也分散保存，略有损
失，抗战胜利后，逐渐恢复。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
停办后，图书馆藏书随各专业院
系调拨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
等大学图书馆。

建筑可阅读。漫步校园的时
候，记得放慢脚步，看看这些别具
一格的建筑，扫扫门前的小铜牌，
听听小故事，成为别具一格的人
文记趣。

徐志摩曾记录建筑过程并捐款

苏州河畔的中西合璧建筑群

位于华东政法大学长

宁校区内的圣约翰大学近

代建筑此次也成功入选国

务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

括了交谊楼、韬奋楼、格致

楼、四号楼、红楼图书馆等

多栋建筑。

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

公会创建于 1879 年，是最

早采用中华古典复兴式建

筑尝试的教会大学，其现代

的力学结构与中式的外貌

结合完美，是当时上海乃至

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也是最早使用英语作为教

学用语的学校之一，培育出

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校友，

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古朴的华政园究竟有

多美？华政 1979 级校友、

校徽设计者俞峰还为彼时

的华政园绘制出一张张油

画，美出了天际线。

韬奋楼
原名怀施堂。

清 光 绪 二 十 年
（1894年）1月，圣约翰为扩建校
舍，拆除清光绪五年（1879年）建
的四方形一层校舍，在原基地上用
原隅石奠基，以示新旧不绝之意。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
月19日举行新的两层校舍落成典
礼，命名怀施堂，以纪念圣约翰书
院创始人施约瑟。1951年3月更
名为韬奋楼，以纪念1921年文学
院毕业生邹恩润（韬奋）。

该楼的建筑图纸，是在美
国绘就的，其设计有意保留
中国传统建筑特点，两层砖
木结构，墙体以青砖为主，
配以局部红砖线条和拱

券，歇山屋顶上配以传统的蝴蝶
瓦，口字形或四合院平面布局，墙
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
屋顶四角皆为曲线形（1959年大
修时改为直线形）。

在当时，该楼是教会大学中最
早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也是中西建筑
文化交融的一次开创性尝试。基地
面积3242平方米，建筑面积5061平
方米，计61个房间。落成之初，楼下
设课室、膳堂和图书馆，楼上为学生
宿舍，可容学生250人。1979年复
校后，该楼二层亦逐步改为教室。

为纪念邹韬奋百年诞辰，
1995年11月15日，韬奋楼中央
空地举行了邹韬奋半身铜像揭幕
典礼。韬奋楼目前是学校的标志
性建筑。

格致楼
格致楼的历史跨越了3个世

纪，是“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中
的一枚瑰宝。

格致楼原名格致室、科学馆，落
成于1899年7月19日，砖木结构的
3层房屋，建筑面积约1898平方米；
1994年，被列入第二批优秀历史建
筑。2014年4月，与校园内一批优
秀建筑一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
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
群”首例完全按照文物保护法“不
改变文物原状”原则进行修缮复原
的典型实例，在历时 10 个月“匠
心”文保标准修缮后，格致楼于
2018年初重拾原貌，焕发出历史
感的往昔风采。

华东政法大学

校园建筑跨越三个世纪
上海理工大学

孙中山先生曾经来校演讲

“文物保护科”有望设在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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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图书馆

交大中院

交大体育馆

华政格致楼

上理格致堂 上理湛恩图书馆，现为公共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