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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全球之中

Walking around 
the World

自从踏上建筑设计之路，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戴锦辉一直在不同国度和多元文化间游
走。从亚太到欧洲，从单体建筑到城市规划，作为绿舍都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SURE 
Architecture）的全球董事兼首席建筑师，他带领着一支国际化队伍投身于各个国家、
各类项目的开发设计之中，并致力于在本地化与国际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文 / 七月  人像摄影 / 骆通 
图片由戴锦辉提供 

戴锦辉对“建筑师”这个词最初的认识

来源于两个人：梁思成和贝聿铭。作为广东

新会人，他最出名的一位同乡便是建筑大师

梁思成。而全家搬到澳门之后，他亲身经历

的另一个大新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贝聿铭第

一次受邀来到香港，这成为当时港澳媒体争

相报道的热门。看着香港和澳门这两座城市

不断涌现的新潮建筑，高中毕业的戴锦辉在

选择专业时想：建筑原来能够改变一个城市

的面貌及生存环境，这应该挺有意义的。由

此，建筑学成为了他的专业方向。

1996年戴锦辉上大学的时候，澳门当

地几所大学都没有开设建筑学专业，而与澳

门相邻的香港尽管拥有开设了建筑系的高

校，但有着与澳门不尽相同的升学制度。面

临如此有限的选择，他将眼光投向了内地，

并最终选择了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一方面

是因为北京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另

一方面是身为“建筑老八校”之一的清华大

学在国际国内都享有盛誉，是中国很多建筑

系学生在国内的首选之地。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了五年之后，戴

锦辉萌生了去西方国家留学的想法。

“
”

在英国求学的第一年，戴锦辉还来不及消化
异国他乡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就感受到了国
内外教育机制的巨大差异。

当时与戴锦辉有同样想法的同学大多选

择了有很多知名院校且设立奖学金的美国，

而在他看来，欧洲其实才是西方文化的发源

地。“可惜的是，欧洲其他地方不讲英文，

而我又不懂其他语言，所以只能去英国。同

时，澳门与香港一衣带水，而香港的媒体会

报道很多与英国有关的消息和文化，因此自

然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且，英国建筑师诺

曼·福斯特的高技派理念也引领了一定时期

的潮流，影响甚广。”正是这些原因，让戴

锦辉觉着英国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在英国求学的第一年，戴锦辉还来不及

消化异国他乡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就感受到

了国内外教育机制的巨大差异。“在国内，

老师会交给所有的学生一套任务书，上面会

对建筑项目作出具体的说明和要求，之后学

生才开始构想设计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建

筑造型和室内布局，最终以画图或者电脑作

图的方式来进行表现。”戴锦辉说。而谢菲

尔德大学的学习方式则与此截然不同。

“在第一年，导师带我们去学校旁边的

一块区域，说要在这里做项目。当时我的第

一反应就是任务书是什么。其实是没有任务

书的，导师只是让我们去做研究。当时我跟

着其他同学一起拍了很多照片，但将资料收

集整理之后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到了第

三个星期，戴锦辉与导师见面，询问任务书

的事情，导师说没有任务书。戴锦辉就自己

来构想任务书，并依此做设计，两个星期之

后把建筑的平立剖和效果图全部做了出来。

“但是老师压根不看，他问为什么做这些东

西，我回答不出来。”戴锦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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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学交流之后，他才知道了自

己原来做的都是错的。入学的开始并不需要

对项目作具体的设计，而只需进行一些基础

的调查和研究并将资料整理后上交，由此形

成第一学期的第一个分数评定。而有意思的

是，整个小组的组员并没有严格的专业划分

或统一的要求，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项目

的情况来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设定，有的同学

对于当地区域的房子拆除感兴趣，而有的

同学则会做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或区域规划

等，不一而论。

第二年与第一年的教学方式不同，由

导师教给学生一些方法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

题，而具体的项目设计则是做毕业设计时的

任务。“做毕设时，每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成

果都会包含毕业论文、设计说明、设计理

论、技术报告、项目管理报告和设计图纸。

毕业论文是对于学生在理论和学术层面的判

定；设计说明包含项目文字解说以及设计理

论的相关内容；项目管理报告包括如何与政

府和投资方进行沟通、如何进行施工管理、

如何选择并运输材料等；设计图纸和技术报

告则涉及技术层面，比如施工图的重要节

点、材料及做法等。”戴锦辉说。

特及合伙人事务所（Forster + Partners）

和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工作。

“它们虽然都是国际性的大公司，但也有不

一样的地方。”戴锦辉说道。

“Aedas对于新人的培养体系非常完

整。”戴锦辉说。2003年，他大学毕业后

进入Aedas，在两年的时间里，不仅学习

了如何做设计，也负责了很多设计之外的工

作，包括做项目报价、做会议纪要以及与客

户沟通相关文件的管理等。清华的基本功和

谢菲尔德的设计方法令他很快在工作中成长

为相对多面的专业负责人。而对于福斯特及

合伙人事务所，戴锦辉则对其提供的部门支

持印象深刻。“事务所设有专门的模型组、

材料组以及数据组等，因此不管是管理人

员、设计人员，还是技术人员，都能够得到

很多支持。”

在世界知名建筑事务所工作的经历不仅

让戴锦辉得到了迅速的成长，也使得他有机

会接触到诸多国际性项目，包括伦敦威利斯

大厦（The Willis Bulding）、希斯罗机场

（Heathrow Airport）T3航站楼扩建、中

央电视台新址办公楼（CCTV）及央视电视

文化中心（TVCC）等。

希斯罗机场T3航站楼的扩建项目包括

对于南广场和室内的重新调整。这个项目并

没有非常高深的设计理念，而是在实用基础

上将整体外观进行修整，把有用的东西做好

同时避免张扬。尽管与其他项目相比，它的

发挥空间并不是很大，然而设计团队依然在

细节之处给予了诸多考虑。比如针对不同的

方位作出了不同的节点，并在计算机技术的

辅助下作出实体模型，依此对项目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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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伦敦有机摩天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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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世 界 知 名 建 筑 事 务 所 工
作 的 经 历 不 仅 让 戴 锦 辉 得
到了迅速的成长，也使得他
有 机 会 接 触 到 诸 多国 际 性
项目。

从谢菲尔德大学毕业之后，拥有建筑学

职业深造文凭和建筑学硕士学位的戴锦辉先

后进入英国Aedas建筑师事务所、英国福斯



69consonance
建筑师

的分析；比如针对幕墙背后的T型钢结构尺

寸进行了多次实验；比如对于材料的谨慎考

虑。“当时我所在的设计事务所拥有专门的

材料小组和材料供应商，他们会对各种材料

的特性进行对比并作出最合适、最具创意的

选择。”

在OMA，作为项目建筑师，戴锦辉也

负责了CCTV和TVCC的外立面以及CCTV

所有演播室的室内设计。CCTV的外立面与

室内紧密相连，除了美观的要求之外还需要

考虑技术的因素。而对于演播室来说，声学

的考虑则是第一位的。设计团队采用了“房

中房”的结构，在此基础上进行隔音处理，

包括对于内饰面材料的选择、节点的安装和

室内空间的优化等等。

“

”

建筑是城市及社会此时此刻的记录，也是承前
启后的‘瞬间’。建 筑的三 维空间在 结合人的
活动的四维空间基础上还考虑使用者或参与
者的记忆及经历。——这是戴锦辉对于建筑的
理解，被称为‘五维建筑理论’。

戴锦辉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室内设

计和幕墙设计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创新的设计理念，而自2010年担任绿舍都

会全球董事兼首席建筑师以来，他也带领着

一支国际化队伍积极投身于各类项目的开发

设计，并荣获伦敦摩天大楼竞赛第一名、上

海海派艺术馆竞赛中标（项目正在施工中）

和银川规划展览馆竞赛中标等。

作为一座当代建筑，上海海派艺术馆不

仿效任何特定的建筑形式或风格，绿舍都会

的设计团队及合作伙伴捕捉、借鉴有关“上

海记忆”的历史元素并以全新的方式诠释它

们，以此唤起人们对于上海往昔丰富历史的

回忆。而在银川城市展览馆项目上，外立面

采用了伊斯兰图案的设计，而此图案是以宁

夏五宝之首的贺兰石为原料、运用中国传统

技艺雕刻而成，由此建筑融合了银川历史、

中国石雕技艺和穆斯林文化等元素，这也是

该项目“贺兰石雕”名字的来源。

不管是上海海派艺术馆，还是银川城市

规划展览馆，都充分体现出戴锦辉对于建筑

的独特理解。“建筑的三维空间在结合人的

活动的四维空间基础上还考虑使用者或参与

者的记忆及经历。”这也被称为“五维建筑

理论”。

在他看来，五维建筑理论与人有关，

包括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背景等。假如将一

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放置在同一个空间之

中，他们对于空间的感悟或者认同感也是截

然不同的，自然而然会涉及到对于历史的尊

重和文脉的考量，而这对于那些并非土生土

长的建筑师来说也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

“这很难，但我们只能尽力去做。也许一开

始并不会令人满意，但起码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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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  银川规划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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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空间

的使用者或者游历者身处其中，能够获得有

关建筑、历史、当地的认知，由此形成对于

自身的观照和情感上的共鸣。”他说d。

“无尽城”项目是绿舍都会对未来建筑

理念具有革新性的探索，也是其在本土化和

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代表项目。

“
”

‘无尽城’项目是绿舍都会对未来建筑理念具
有革新性的探索，也是其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
间寻求平衡的代表项目。

“出生于广东，成长于澳门，在北京

念大学，去英国留学并工作，后来回到中

国，而随着项目的不断展开又行走于不同的

国家和城市。可以说，我是一个居无定所的

人。”戴锦辉如此评价自己。

在众多城市中，戴锦辉很难说出自己最

喜欢哪一座，因为在他眼中每座城市都有其

独特之处。“以北京为例，尽管这座城市在

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作为一

个古都，一个王城，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文

化积淀。而对于伦敦，虽然也有很多亟待提

升之处，但整个城市整体呈现出一种比较宜

居的状态。不管是城市街道的绿化，还是各

个空间的尺度，都为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种可

供借鉴的范例。”

在戴锦辉看来，伦敦不仅是一个宜居

09~11  上海海派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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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辉

绿舍都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全球董事兼首席建

筑师

教育经历

2001 年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

2003 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硕士

澳门注册建筑师

英国皇家建筑师资格（RIBA Part 3）

工作经历

2010 至今 绿舍都会 全球董事首席建筑师

2009 年至 2010 年 富力地产 副总建筑师

2007 年至 2009 年 OMA 中国 项目建筑师（项

目负责人）

2005 年至 2007 年 英国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

所 项目负责人

2003 年至 2005 年 英国 Aedas 建筑师事务所 

设计师

参与设计项目

中央电视台

TVCC 电视文化中心

天津响罗湾

威利斯大厦

希斯罗机场 T3 扩建

的城市，也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伦敦的

街道很窄，我们如果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开

发，会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对周边

环境保持尊重，二是如何在城市既有肌理的

缝隙中打造出一个向上延伸的建筑并把城市

感觉融入其中，三是实现建筑的绿色循环和

可持续发展。”戴锦辉说。

2014年，绿舍都会的 “无尽城”项目

设计方案赢得摩天大楼&超级摩天大楼大赛

第一名，并获得同年伦敦设计奖金奖。该项

目设计于伦敦金融城，建筑内部由坡道（街

道）连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相互交织，

从而创造出一个活泼生机、自由交流、促进

社会互动的“立体城市”。“当我在伦敦工

作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坐车，行走在街道上

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商铺、住宅、博物

馆、医院、餐厅、公园、广场等。理论上，

这些在城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功能空间都能

在立体城市中得到体现。”戴锦辉说。

流畅方便的交通动线是必不可少的。在

这个项目中，相较于传统城市中交通动线在

同一平面上或平行或交叉的分布，里面的交

通在垂直方向上得以延伸。两个坡道以六个

钢结构为支撑，保持稳定的同时也起到内部

分流的作用（包括人、能源、废物、水），

促进了大楼的竖向生长。

绿色节能和可持续等要求也被考虑其

中。摒弃了耗费不少金钱和资源的主动式节

能方式，建筑采用了被动式节能。“尽可能

循环利用水资源而降低水耗，同时最大程度

地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等设计。受制于

当地区位条件，其收缩的底部可以很好地嵌

在城市的缝隙之中，扩大的顶端也能有效保

证自然光线。”戴锦辉说，“‘无尽城’项

目是对未来建筑理念具有革新性的探索，

也是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代

表项目。”

2015年，戴锦辉带领团队远赴印度，

开始了对孟买某一贫民区的改造规划工作。

由于印度有着独特的国情和开发政策，因此

贫民区的规划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

题。“它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项目，对我

们而言是全新的。虽然会面临很多困难，但

是很有意思。对于整个设计团队来说也将会

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戴锦辉对此抱有坚定

的信心。

12 上海海派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