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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忠雄:改建是址建筑重生
安藤血犧已校不只是 小連串H章汁:k噸，他的非苛甘k1fJi!‘他趴著 f 自己莎想前i挑越積目的時念足以注他成方-

4、λ生偶像位于且在湘江畔的~~ 1I.M物做是他在巾悶第-1'完成的改建 ì!Hr研 t] .“批iIi哥哥的娃.既有的ffi研隊 rL~傑存，

他i且

聲曉弗 現在國1)通泣頓筒的抖立面塑 但現在軍費覽中早一切都在改

遍 ，注它里借更加摩壺 ，也和 壁，中固和剔的地古巴鐘沒什

2月 1 7 日是賀浦江畔的 j，'! 周間的建筑招呼盒。 也E別。而且中固的積木畫展

旦博物館或卉放軍一天 ， 連氣 重'"坪龍， M.一且券公梭 特別快。

怖量藤忠雄在致級高 ， 在帶報 到-1'傳物館，內部宣闊的改 中國有↑特 ~I) 好的地芳

ìè者且一接到五懼 .!À里到卦 主立元拉是最圈，拉的部分。義好 就是決定很快 ， 每l'項固定下

地#現完自己的述一作品后 ， 會位是M.呻方面7t她如入這 車直走耳上去傲。在中固1~乎非

安萬車接接受7(車ñ早報.主 行改汁的? 常簡摯 ，送小草也做?就遠也

來1平挖〉的青渝。 '1<.華車誰 做任何廷說， 做 l 然后說卉蛤切ll:對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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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軍錄 :

"再追摔下查 ， 上海也吃本

到:*;闕. 7"

重'"坪拾﹒蟑甘經4且連j{

押;f. J!1 i畫-1i做善耗的三件，
而要有昔祖吳蜀于自己倒進

積 ø ，J，且在有什么項間是略特

第'1 揖委主劫去做的么 ?

故及自己在中圍內地的 功能是要非常清楚的。封面 行。但是在日本的淆，進↑現 - E藤車雄 什么都可以去

揮令改造世計項目，他ö! 是抖蟻 ， 毅軍~1車要軍祥這用 目要車也祥，那可能某芳百需 做去挑蝕。但接下來將是一小

不掩愉其特蜂的地理位置帶 聾的建策和遠令那境做 l' 要好好想 想， 就注 7 三令 E洲的肘侖，作站司令亞洲人

學自己的店里感 ， 甚至透露 時眩 ， 直是現首先考量的部 月 ， 旦有 小地芳需要想一 曲何用這神E洲特有的文化、

對此研究7 包括揖片障學在 分。胡果只有送些店里的東 想，可能說又泣7三小月。進 司性、元華東做出一些新的建

向那些﹒不能忘近的防史"。 菌，你也金囂 ，你也需要有放 就是商迪的基鼻。 筑是按們需要考慮的。

另一芳苗 ， 近年果越果越多 松的部分。 11::來坪~.土次蟬來上海 重'"坪唔，拉下令月帶來

地推到中醋，貴跟車撞切身 我在20事苦的肘候就已 介紹在海南島的半 山半島項 L海做甘次的方人，并潰，主超

感覺到 7 中居室E銳的規模和 畫畫是 ↑室肉裝潰吐計師了 ， 窩 ， 其命 t見到中圓的"主往往 是“豆豆制的時代

速度。 所以討聾章說 ， 內部世汁是發 希望是傲的建革舵句吸引 很 這+主趙么?

i!I!改建:
非常熟鑄的 項工作。車肉的 ~A朱君 ， 而且連盧特別訣 。 安藤車陸 聾們都個道

“連線可以JJ..留存、留縷土
華溫度i車非常細致 ， 比如咖啡 這-&、合材起造成閻拉傘 ， 現在地球的人口越來鐘書

丹窗口的柱子頭部外國有一 安E軍忠雄 ;全有什么問 7 ，載的進↑哈拉是特單大
想IJJ.遠"

國白色 ，權梯的秩柱杆的耳 題 ，只要我能移跟得土遠令速 車一起來思考到鹿草祥錯地

董木坪龍和L海建j{丈 度，直是似的遠些比制都鎧泣非 直就好。海南韓非常重魏韋伯 球作貢獻，持有 15000人在

化中心、保刮大蚓脆不闕 ，位 嘗試耳的計算。因丹就是直些 的那小項目 ， 而且進展快車。 葫游盒上一起草思考進小活

于浦來的:It旦博物館是學在 姐帶的車西姐告成宜冉的裝 現在在北京，祖怕也在做新的 題，思考地璋的未奈。到鹿聾

中回傲的軍-1-'先建項目。是 備，而遠些就在你眼前 ，所以 項目 ， 園子單酒店 ， 也同輯推 們能嘗過泣什'"祥的先武車

仲么吸引起 最峙迫勞4鑫手;t <!;.須特別注軍細智。博物憶里 道得非常快。 可言鉤能譚勻是不是可以通泣

1'，*-建 Z賀 詞 ? 的軍具，進λ展斤肘我們過道 重木坪站: 這些牟，起時 一些技求的手段，比姐用一

實ïi li!!雄. 最早究對這是 的凳子，也是草誼汁的。 中國建成的印車如何， i}抖的油鼓可以跑上一兩百

l'非常因車的東西，因均已 現在 ，你坐在這里{竄旦 安路車鐘， 在這十年中 ， i}里，址詛們的咆鵲只用現

通有建$t物 7 . 挂有亦量照我 博物億五摟咖啡斤 1 . 看百年 中固連說的晶盾猩升7很多 ， 在用咆E的十分立一也能傳

想要的去做完聾的世汁。所以 的抖班的店里 ，然后你越到自.十年前 ， 當 我果到中菌的肘 很好地工作 ， 不要再去破杯

剛卉始的肘候，聲井不是非常 己活在這~-1'~昌下 ， 述是非 候， ì車里几乎沒有什么可以 地球。這都是需要大軍用非

想接連小車于 ， 后果這是:lI<主 當薩德的←軒体墟。聾希盟接 密的 II氣 ， 但現在就事事 7 。 常大的 2良心去思考的 l司題。

的熟識打劫7聾 ， 當肘混外現 下果全有很宰人家迪里喝咖 我可能拳不出具棒的建$t帥 ， 不這桿做的淆，地球迅早金

可以故 ， 肉都也可以故，遠神 啡。我甚至覺得這里G'ì在整垃 但是只要看我們旁迪的陪軍 完宜。再追#破揮下去，以后

自由度也址發覺得可以接手 種都是咖啡筒。 嘴 ， 以上海中心、金茂大廈、凱 上海也吃不到大兩盤 7 。這

7。另抖 ，博物憶里可以居到 當來坪控 ;t巳錢不是起 做到那一坡緣地的波計 . ì主是 財致*，且也是很麻煩的事

那些具有間里感的器物 Y而往 的第-1-改造博物館領國 T 在世界其他地背很少能若到

外看則可以若到問祥具有民 此看rh且f已3軒的海美博物館也非 的。它的tt且不釵但在于直汁 苦木坪控.我起得起 2010

史感的外埠 ，連祥的肉件最幸 常成功 ，改汁方韋打敗 1 ;L哈 漂亮，也在于人能略在車片E 年在同濟大學的斜坡合上就

也很打劫聾。 哈迪拉。 4是注意 "1 也在海美博 爐里自由地走劫。 t且述，均 1 ;1<且.11'保 ， 唔，乎始

重木坪站. 唾甘經吐:It旦 物館的內部組入 1 1>有龍丹、人 重'"坪~ 喬方建星星星始 在家韋造林，且在嘻的 A掉進

傳物館項 a 的特釗之徒在于 民裕的清水流社主手，放璃絢 卅中國當代建統的幫咱較大。 再如何了，

它的地理位E一-Õ1朝浦'" 邊 ， 當時是皂么考島的， 比如，!f.吟歇 ，他說4人均超級大 安班車峰 在京的那片轟

的外祿、背靠高梅林正的踏車 安草草雄.最重要的就是， 織布是非常混孔元序的 ，而走 輯 l 是直在 l'古力之夫球場大

骨 。 這祥的位置給起什么祥的 既有的在西耳噩址它保存右， 2克釗且當地得Æ修文、且侈炫 小的塌地土的。那片嗡地原單

足惑， 思量不要去破嚀。因對遠也學 目才能建立新的秩序，也就是 是堆琪垃圾的，接剖想在上面

安商直雄 最主要的是一 i!P割草草保的 i可題。改lJl有意思 義的常妮的#品性組鈍。 生財 宜林。進l'項目己娃完成一半

神田里感。車肘聾研究7很事 的地芳在于你可以址一直連說 ;t神槍述皂么看? 7。資金也是通泣載的演唱主

民史責面的在商 $甚至包括鴉 宜生，用一些可以循耳利用的 E鼓思鐘 聲不覺得超級 束縛幕的， 5方λ一人 1000 日

片緝令，在人垂直直量的前史 材料避苦地告完善它 ， 址它 大都市全有混亂的感覺。每l' 元 ，通泣遮祥的方式去路囂的，

中，有些是不能被忘氾的。 聖縛E美好更有意思。建筑可 城市都有自己的脈絡和特息 ， 已是募m完成7。所以我的演

苦'"坪悟. ，。仲 ..合想到 以不!À破耳卉始，而以留存、國 每l'連氣倆也有每小聽說師 ì1l舍，如果你不付攝的活就不

去研克的片棧令? 鎮上想亦浩，做出畫好的車西 ， 的特東和令性，但壘所有的建 草草昕7。就是要有這輯的決

安路車雄 3句7考量遠百 是非常好的小敏章。 說荷華和自然、王軍境相融合 ， 心 ，才能>>m到足場的款項。

年的局史，所M必須以各f角
i!I!中外忍鏡現根:

在連小基磁止再做出連說姆 贊賞梅下車也直混在上

度去避行現石、研究。草書片磁有許 想要塑造的祥子。 海做這祥的事情 ，其其所有的

也只是~古肘研究的一部分。
“中圖好坐在于決定很缺"

美鍵是到底怎么祥注人 團卑鄙需要進祥傲。有糙的企

宮'"坪唔，均仲么起合進 莒木坪撞，起在中闋的研 感覺你做出的建氛是美的 ， 址 :lI<也底改一起看參加 ， 0益事宜
每周教問朴才會的風格吾先進芷 自越來越多 1.在中固傲是現 λ感劫，注λ有章程福感。載體 直讓每令人都聲力奎傲。

旦縛物館?在起#傘，這是最 和其他因車相比有何不間， ~們現在看到的送些抖泄的 ll:1if.上 ，發伯做這令樽

必合達4乎 -1-i\l 目的地單位 安路車矗: 現在是亞洲的 11能物 ， 當闊的那些建氧師做 物情是不金融錢的，但遠↑

E的么? 肘代:. ~)I.前是華燭的肘忙。或許 的建氣1日0年后誼1n果眉 ，逐 博物信是:lI<主出賣向公余提

安麗忠雄.接們就若罔囝 也可以混混在壘中闊的肘快 ， 是覺得很壘 ，發們要做的就是 供主化服膏 ，遠是1'- 00並性

的至不境好 7.在陪章:單周圍的 但鐘韓5鞋帶仍然是一小亞、洲的 這掉一科1日0年后來看起是很 的事情。 ~ln現在在大達和
建$t吾有晶的特色。有非常簡 肘代。所以追韓東右 ，都市的農 革的R$t。而要做到達一處， 深制做音*斤 ， 也是因均有

鍾的 ， 也有稍微盟象 些的。 展都是在神聖劫蜀中。 可能需要更喜地去7辭中間 企虫的贊助 ， 也是i}益項目。
而此前的廷說有居大理石的 剛好緒 ，聾封中圓的情祖 的文化。中圍的情說起錢和自 接下車 ， 亞運是想撞鑄在公

外立苗，相用來說直前古典 ， 不太熟悉 1 金覺得比較困雄。 '"相 tt要眛上更加大『。 益述一快好好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