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迪加尔议会大厦
（Capitol Complex）

建筑群之间的广场气势恢
宏、平坦而宁静。

2020-01-27 昌迪加尔（Chandigarh）
议会大厦是国会建筑群中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它的门廊是一把“遮阳伞”，断面是牛角形
的优美曲线。
充分运用遮阳板和大面积水池，带来光影的丰富变化，也局部改善了由阳光造成的炎热气
候条件。
议会大厦壮观采光顶的原型来自柯布在艾哈迈达巴德见到的萨巴尔马蒂发电站的冷凝塔。
采光顶的内部是议会大厅，高耸的空间神圣而艺术。
议会大厦内部空间神秘，折返的长坡道是柯布的建筑漫游理念的需要。
这是一座入口挂着建筑师大照片的政府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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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迪加尔议会大厦
（Capitol Complex）

侧面的牛角造型屋檐，既
是雨棚，也有雨水收集作
用，用来在炎热的季节给
环境带来降温效果

旅游信息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柯布的堂弟皮埃尔·让纳
雷 （Pierre Jeanneret）
设计的家具随处可见，在
我眼里都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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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迪加尔高等法院
（The High Court）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用来降温和在混凝土丛林
中调和效果的水池已经干
枯，空旷的门前广场也变
成了停车场。

2020-01-27 昌迪加尔（Chandigarh）
昌迪加尔高等法院严格来说是旁遮普邦（Panjab)和哈里亚纳邦(Haryana)两个邦共用的高
等法院.
巨大尺度的建筑构件,粗壮的入口柱廊,对比色块的处理,粗糙的混凝土饰面,大胆的抽象图
案设计所形成的特殊建筑风格,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粗野主义”建筑。

建筑物的主要部分长100多米，巨大顶棚正面看是11个连续拱形，断面是V形，前后檐翘起，
既可遮阳，又可疏导穿堂风向室内输送。形式与功能惊人地默契。
法院入口没有大门，只有三个直通到顶的高大柱墩，形成一个开敞的门廊，柱墩分别涂以
红、黄、绿三种颜色，鲜明地突出了入口。
主立面上满布尺寸很大的遮阳板，大门廊之内有巨大坡道，怪异的体形、超乎寻常的尺度，
保留着模板印痕的粗糙混凝土表面和不协调的色块，给建筑带来了怪诞粗野的情调。
它是现代建筑流派中粗野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柯布的很多建筑你分不清是建筑还是雕塑。或者是有建筑功能的装置艺术。
这可能是最艺术的法院建筑，也是最色彩斑斓的法院建筑。
室内从大堂到每间法庭都悬挂柯布西耶亲自设计的不同的艺术挂毯。
曾经认为这些挂毯色彩太艳丽、图像太抽象、形式太艺术，与法院应有的庄严肃穆不符而
受到法官们的联名抵制。

这很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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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纪念碑
（Open Hand Monument）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旁遮普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学生中心的圆形建筑，周
边是各种印度小吃大排档。

2020-01-27 昌迪加尔（Chandigarh）
开放纪念碑又叫“张开的手”是勒·柯布西耶送予昌迪加尔的礼物。
代表了东方和西方的宗教领袖佛祖和耶稣的手势一致，被柯布西耶赋予接受和给予之意，
同时意味着独立后的印度以开放姿态希望与未来握手。
高达14米。尽管重达50吨，但“张开的手”还是可以灵活地随风转动。

旁遮普大学里这座圆形建筑上，可以看到进入教学楼的露天斜坡通道。虽然，这座建筑是
Bhanu Prakash Mathur于1975年建造的，但它完全符合勒·柯布西的建筑期待。这里是校
区的中心，也是咖啡厅和行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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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美术馆及美术馆室内

远处的白色建筑是皮埃
尔·让纳雷 （Pierre 
Jeanneret）设计的
甘地纪念馆。

2020-01-27 昌迪加尔（Chandigarh）
旁遮普大学，除了重点的几座市政建筑是柯布西耶亲自操刀的，昌迪加尔其他的大多数建
筑是皮埃尔·让纳雷 （Pierre Jeanneret）设计的。
这座美术馆的外观横向的长窗在墙的上部，屋顶的下面，室内是2层的高度，局部是2层交
通空间，多数是挑空空间。
一连串的矩形平面错位排布，构思比较简单，但是室内的效果却很丰富，靠近天花板的采
光长窗进来的光线，照向漏斗型的天花板，靠角度反光到墙面，使这座美术馆不需要灯具
照明，真正的日光美术馆。
在这座最不像印度城市的城市里，柯布西耶的灵魂始终就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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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博物馆及画廊
(Government Museum and 
Art Gallery Chandigarh)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室外的雨水收集水池
室内的大坡道

2020-01-28 昌迪加尔（Chandigarh）
昌迪加尔政府博物馆及画廊
柯布创造了“无限扩张的博物馆”模式，螺旋式的画廊围绕着中心庭院，以巨大体量的坡
道连接各层。在艺术画廊里，条状的天窗成为了可使用的夹层，间接采光得到广泛应用，
房间与光源成为了一体。
顶棚鲜亮的色彩引人注目：黑、白、红、黄。屋顶上设有巨大的排水沟渠和雨水喷口。
能够“无限扩张的博物馆”柯布建成3座，2座在印度，尺度都比较大，还有1座东京西洋美
术馆，大概与印度的同时期完成，但是尺度略小。正是那座西洋美术馆，让柯布的现代建
筑在日本生根发芽。遗憾的是，无限扩张的博物馆建成之后，都再没有扩张过。

25



26



27



 昌迪加尔城市博物馆
（City Museum）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介绍昌迪加尔的规划与建
造过程
皮埃尔·让纳雷设计的家
具

2020-01-28 昌迪加尔（Chandigarh）

    让这里成为一个自由之印度的新城市符号，脱离传统的束缚，
表达我们未来的民族信念。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这是写在城市博物馆海报上的文字。

潮流易逝，风格永存。
柯布西耶的城市、建筑和皮埃尔·让纳雷设计的家具经得起时光雕琢，留得下岁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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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迪加尔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Chandigarh）

在昌迪加尔一直住的凯悦
酒店。
2层有个屋顶游泳池
每天的早餐都有很多叫不
出名字的汤汁。

印度的酒店每天早上还保
留发放报纸的习惯。

每天晚上都可以去旁边的
Elante mall，那里有美
食广场、电影院、打折店
和汹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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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6-29 Elante mall
凯悦酒店旁边的购物中心以及室外的广场
电影《1917》可能是最不需要听懂对白就能看懂
的电影。印度不止火车会误点，就连放电影都会
理直气壮地迟到。电影开始前观众起立，面向银
幕里的国旗，全体合唱国歌，是一道新奇而振奋
的景观。

2020-01-29 昌迪加尔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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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大学
（CEPT University）
图书馆
建筑学院

建筑师：
巴克里希纳·多西
(Balkrishna Doshi)

2020-01-29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艾哈迈达巴德，莫迪的故乡，汇集了柯布与路康的经典建筑遗产，很多建筑师心中的建筑
宝藏之城。
CEPT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师是巴克里希纳·多西。
印度国宝级建筑师，2018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自然光充满了建筑学院的工作室空间。2个漏斗形楼梯更容易将风引入室内。
模糊了内部和外部的定义，创造了无缝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有盖开放空间。
多西曾先后作为柯布与路康的弟子。
它的建筑显然受到2位大师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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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大学
（CEPT University）

图书馆的学生作品展
建筑学院门口的秋千
和楼梯
咖啡馆门口的草坪
1-29和2-06日来了2次
CEPT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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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 Mehta Gallery
与印度学研究所紧邻的一
所美术馆，保存耆那教珍
贵的文稿和绘画真品等
印度学研究所
（Lalbhai Dalpatbhai 
Institute of Indology）
建筑师：
巴克里希纳·多西
(Balkrishna Doshi)

2020-01-29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2座相连的混凝土建筑物被孔雀与猴子们环绕。
印度学研究所大楼是多西离开柯布的事务所后，作为独立建筑师设计的最早的公众建筑
之一。
建筑应用现代建筑的材料、技术，展出和研究的却是印度最古老的艺术。
这座建筑的两层楼，高基座和全长阳台都是柯布的现代建筑理论与传统印度建筑的融合
实践。
无论是现代的建筑形式或是传统的布局，都作为回应印度炎热的气候。
建筑师已经得到了柯布与路康的双料真传，印度现代建筑史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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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研究所
（Lalbhai Dalpatbhai 
Institute of Indology）

印度管理学院 IIM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路易斯·康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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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管理学院 IIM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建筑师：路易斯•康
(Louis I. Kahn)

1-29和1-30日来了2次印
度管理学院

2020-01-29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印度管理学院，这曾经是印度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也成了行行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由于印度特有的气候要求建筑有室内的通风，同时又要避免炎烈的阳光。于是阳台、走廊、
和外墙巨大的圆洞贯穿了宿舍和教学大楼的设计。 
出于对印度本土建筑的尊重，当地的红砖取材方便、比混凝土便宜得多，并能促进就业，
于是红砖成为了建筑主要材料，于是红砖也成了拱，顺理成章。
路康的建筑语言在这所学院大多能寻到。不论是建筑形式的表达还是建筑结构构造方式，
以及材料本质的呈现。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和古典建筑的纪念性的完美结合。
有此学院，足见印度政府对现代管理寄予之重视与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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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吉罗萨
（Sarkhej Roza）

入口大门

通往清真寺的柱廊

最震撼的美，就是阳光洒
入室内这一刻。

2020-01-30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莫卧儿建筑的先声——萨克吉罗萨建筑群
在萨克吉罗萨有三个领域在交织：中央池塘西南角的帝后夏宫是皇家世界；围绕池塘四周，
铺向水面的台阶是世俗世界；东北角的清真寺和陵寝建筑群就是宗教的精神世界。
这种融合与交织正是萨克吉罗萨魅力所在。
建筑之间的关系仍然呈现了较为松散的组合和对位，并非像印度多数宫殿或清真寺那样的
讲求对称布局。
宗教圣人的陵墓以及清真寺，宫殿、皇室墓地和人工湖先后陆续建成。
这些建筑和周边大面积的花园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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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吉罗萨
（Sarkhej Roza）

中央水池一侧的帝后夏宫
遗址

2020-01-30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柯布说：你们不必去雅典卫城了，这里什么都有了！
这一建筑群是伊斯兰和印度建筑文化的融合并向辉煌的莫卧儿建筑在时间上的过渡。
建筑群的空间布局关系、围绕广场连续展开的柱廊、亦或是对山门的联想都促使柯布将眼
前的这座穆斯林建筑群与自己24岁那年的东方之旅联系起来。
于是被柯布加冕的“雅典卫城” 桂冠就这样成为这组精美建筑群最浅显易懂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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