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中心博物馆
（Sanskar Kendra）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2020-01-30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文化中心博物馆是柯布设计的城市博物馆，展示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艺术、文化和建筑。
1层是一个风筝博物馆，可以说印度的风筝虽然大多是菱形、矩形等简单形状，但是风筝上
的绘画绝对是艺术作品级别。
这也好理解了印度的街道两旁的树上、房子上常常挂着被遗落的风筝，看来风筝是这里普
及的民间艺术。
这座博物馆很像昌迪加尔市政博物馆及艺术画廊，它们的平面都是以螺旋交通为基础，并
且可以进行扩展的。但与柯布另外2座博物馆一样，这里再也没有进行理想中的螺旋扩展。
博物馆中心是一个露天的庭院，参观者通过宽阔的坡道进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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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中心
(Tagore Hall)

建筑师：
巴克里希纳·多西
(Balkrishna Doshi)

2020-01-30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泰戈尔中心又叫泰戈尔剧院。
一方面是建筑师对泰戈尔（Tagore）的致敬，另一方面也是多西对粗野主义建筑的探索。
薄薄的混凝土板，通过折弯，产生强大的支撑力，让这个建筑像折纸一样轻盈且牢固。
光影在折叠的外墙上形成表情。
在内部同样风格的混凝土支柱，支撑着纪念馆中700个座位的观众席。
裸露的结构、绘画与雕塑共同营造了了强烈的艺术氛围。
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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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哈维里旅馆

晚上的外观

餐厅

窗外的街道

室内采光顶下的秋千

2020-01-31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法国人哈维里旅馆，位于古城，汽车开不进去，得换乘突突。
旅馆的建筑有150年的历史，修旧如旧。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夜里
出门也不用担心。
狭窄的街道、牛出没，摩托横行，小孩满街跑。
行行趁机与隔壁邻居家孩子们玩耍。印度家庭的小孩大多都有兄弟姐妹，十分热闹。
白天冒昧闯入当地人家，登堂入室，受到倾情款待。
印度人民，条件清苦，但幸福感强，积极乐观，待人诚恳热情，居住的环境也非常整洁。
最难忘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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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在印度胡同里的名字
是“HaHa”
“HaHa”可能是第一个把
中国的“翻绳”游戏传播
到印度。

坐落在古城胡同深处的民
居，4层楼房，虽然简陋
但是很干净，主人和邻居
们热情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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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哈里台阶井
(Dada Hari Ni vav 
stepwell)

上图是旁边的清真寺

台阶井的尽头处还有2个
旋转楼梯直通地面

2020-02-02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印度的水井不仅有名字，体量也达到壮观的建筑规模。
辉煌、精细之下就是震撼，从来没想到过一口日常取水的水井居然可以这么“豪华”。
这是多么有钱，还是多么有精力，还是炫耀醇熟的建造技术。
干旱的印度人视水为生命，水源自然要神圣对待；印度天热，来取水的大多是妇女，在深
邃宽敞的地下台阶井里不仅可以避暑还可以聊天、社交，这也是一种对女人的尊敬之举。
这样的水井在印度有上百座。
达达.哈里台阶井距今已经超过500年。
井水已经干枯，宫殿般的台阶井残留昔日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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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协会总部
（The Millowner’s 
Building）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直接通往2层的坡道

2020-02-02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柯布有一本书《一栋房子，一座宫殿》（Une maison-un palais）
棉纺织协会总部做到了建筑的双重特征——既是公共的，又是私密的。
建筑物共四层，有一个长得夸张的坡道直通2层。坡道两侧并非对称，左侧是斜面，可以坐
下来休息，右侧是作为扶手的栏杆。
一个混凝土楼梯充当垂直交通，通到3层，楼梯的尽头就是一扇转门，已经分不清哪一层是
主入口，哪一个才是大门。
建筑向四面敞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窗，十分利于内部空气流通。
柯布在这座建筑中使用了一系列斜向直立的混凝土翼板，也就是他著名的遮阳板。
其他墙面是红砖。建筑的外壳是方盒子，内部则变化无常。
遮阳板系统、复杂的建筑漫步空间、巨大的坡道皆通过粗混凝土为材料，在复杂的铰接立
面上成功展现，这也是柯布后期作品的标志性特征。
虽然是协会总部，但主要的功能是一个礼堂，其余部分多是公共的开敞空间和挑空空间。
大礼堂的围墙是曲面，以木色墙板斜拼，天花板像朗香教堂的屋顶，向下弧面，顶部两端
有垂直条状开窗作为自然光的入口。
光线通过屋顶反射进整个礼堂，不需要灯具照明，印度缺电。
朗香教堂是日光教堂；旁遮普大学美术馆是日光美术馆；这里就是日光集会礼堂。
这很印度。
在我眼里这就是印度的“朗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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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协会总部
（The Millowner’s 
Building）

连接楼梯的入口位于3层
屋顶平台
室内夹层及通往平台楼梯
通往2层的坡道
无需灯光照明的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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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se of MG 酒店前
面马路上的突突们

行行根据记忆画的突突

艾哈迈达巴德 “突突”
突突就是半封闭的载人三轮摩托车，我们叫“三蹦子”印度人发音“吐吐”
我认为这是印度的国粹，完全有资格冲击一下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到印度担心治安以及交通安全没想尝试，但自从有一次需要穿越古城街道只能换成突突
后，行行彻底迷恋上这种神奇的交通工具，从紧张到习惯直至依赖。
突突四面漏风，马路上招手即来，车流中闪躲腾挪，抢行转弯加速绝对有过山车的刺激。
艾哈迈达巴德的突突烧油，街道充满浓烈的尾气味，孟买的突突烧气，空气好多了。
突突司机很多是不懂英语，也都不懂用导航，对于地名、街道常常蒙圈。但是他们可以毫
不犹豫、理直气壮地向路边的行人求助，每个人尽义务一样乐于提供帮助，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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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坐在突突里面，还
能装载全部的行李。

电影《贫民百万富翁》里
的突突

艾哈迈达巴德 “突突”
警告：在印度，请不要尝试自驾游。
一直以来认为中国人的驾驶技术应该算一流。但在印度，立即颠覆我的认知。
不是因为印度左侧通行。而是在这里开车你根本无从下手。
一切驾驶技术在这里都是浮云。
这里没有秩序、没有交警、没有摄像头、很多城市没有红绿灯，即便有红绿灯，大多也不
亮，可能是没通电。路上没有标线，街上没有指示牌，没有并道，没有人打转向灯，用不
到后视镜，在孟买，很多出租车后视镜都被掰掉，为了节省宝贵的宽度。
这里的出租车、私家车大多是特殊宽度的，比正常车都明显窄，就是为了应对路上的丛林
法则和物竞天择。
夜间全是远光灯；白天全是按喇叭，可以说，在中国偶尔能听到喇叭声，但在这里，你只
是偶尔听不到喇叭声。
在这里，不拼命地抢行，就意味着寸步难行。在路上就是一场场惊心动魄地比赛。无论何
种混乱，每个人都从容应对，欣然接受，从来没有争吵和计较。在印度一个月里，没见过
交通事故甚至刮蹭。可能安全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规则。
这里是驾驶员的炼狱，但大家是那么地习以为常，汽车、突突、摩托、牛和行人每天上演
一幕幕拥堵地场景，极致地时候甚至堵人，寸步难行。
马路上的车是现代、铃木、丰田、本田、TATA、马恒达的天下，没有1辆中国产汽车。
没有一辆新能源汽车，甚至没有一辆电动摩托或电动自行车。印度缺电。
江湖不相信眼泪。适者生存才是这里的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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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se of MG

100多年的古老家族经营
的卓越酒店

2020-02-04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The House of MG 是1间老字号家族酒店。
MG家族文化的传承和管理教育基金会，同时在建筑和艺术领域颇有造诣。
可以感受得到这家酒店花费了巨大努力来保护和加强传统建筑和文化。
酒店还有自己的多条特色线路的景点旅游服务。
虽然不是国际知名酒店管理公司运营，但是服务质量和酒店设施都是一流水准。
半室外的餐厅叫“The Green House”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来此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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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se of MG

日本首相来访问时会见莫
迪总理下榻的酒店

2020-02-04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The House of MG是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遗产酒店，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甘地1915年从南非回国后，曾在这里短暂逗留过。
占据城市最繁华的位置。迷宫一样的平面布局，客房并不多。但宽敞而私密。
房间墙壁上挂着精细的手工挂毯。这些挂毯也出现在酒店的艺术博物馆里。
提醒着房客，艾哈迈达巴德是印度著名的纺织工业中心。
印度的纺织不仅在面料上具有自然质感；在图案设计上明显是传承印度的传统艺术。
如果我们还在保留古代的图案和纹理，那么一定是一种刻意的挖掘与延续。
但在印度，传统的花纹显然是一直在民间流传，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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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迪赛义德清真寺
(Sidi Saeed Mosque)

就在The House of MG的
马路对面，突突司机都认
识的地方，有迷人的窗花。

儿童交通公园

就在西迪赛义德清真寺的
附近，行行几乎每天都来，
并且称之为：
“儿童交通展示会”

2020-02-04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西迪赛义德清真寺就在The House of MG的马路对面
是由一个叫做西迪赛义德的阿比西尼亚人于西元1572年建立的。
在酒店住的时候，每天早上能听到清真寺里传来的歌声。
这个清真寺并不大，但是有全印度最美的窗花。
该清真寺在英国统治期间用作政府办公室。
公元1880年，以雕花屏风图案的剪纸和两个木模型，被制作放在伦敦和纽约的博物馆。
现在这些描绘生命之树艺术石雕屏风，已经成为艾哈迈达巴德城市的尊贵象征。
2010上海世博会印度馆的馆徽就是出自这个窗花，印度管理学院的校徽也是这个图案。The 
House of MG的餐厅玻璃图案也来自这里。

儿童交通公园
行行称之为：“儿童交通展示会”
在西迪赛义德清真寺不远处。公园外有个大草坪，遍地都是松鼠。很多小孩在这里打板球。
印度的马路上没有小孩骑自行车，只有在这个公园里能体验到。
除了自行车，还有迷你版BUS 马路上该有的没有的交通设施这里才有。
是让小孩从小培养交通规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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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艾哈迈达巴德 
Bhadra Fort & Teen 
Darwaja

一个城堡，仅剩一部分，
包括一个有钟的城门，但
更大的特点应该是外面壮
观到不可思议的地摊，就
像演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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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玛清真寺
（Jumma Masid）

祈祷大厅

柱廊和装饰壁龛

2020-02-05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贾玛清真寺是印度最辉煌的清真寺之一，由国王苏丹阿默德沙罕主持建造。
建筑材料为黄砂岩，混合了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建筑风格。
清真寺建筑群中央是一个长75米、宽66 米的庭院。
庭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洗礼水池，三边由柱廊围绕。祈祷大厅占据了第四边（东边），
清真寺里面排列着将近260根石柱，支撑了15个穹顶，如同在森林中一样，庄严神圣。
每到做礼拜的时刻，空中响彻嘹亮动听的歌声，信徒们悄无声息地聚集而来。
或在柱廊、或在广场、或在祈祷大厅，虔诚礼拜。
里面是神圣肃穆的清真寺，出了门就是繁华的商业步行街，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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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玛清真寺
（Jumma Masid）

甘地劳工学院
（Gandhi Labor 
Institute）
建筑师：
巴克里希纳·多西
(Balkrishna Doshi)

2020-02-06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贾玛清真寺广场上的洗礼池和灯柱。在这里时间过得很慢，你分不清哪些是游客，哪些是
信徒。

甘地劳工学院，这座建筑与多西自己的桑伽事务所一样采用拱圈结构。
这样的建筑形态既有印度本土风情，又可以感受的到路康思维的传递。 
在印度城市文明兴起的过程中，很多古老的城市都是自然“生长”起来的。
对于同样拥有自己独特建筑文化的中国 ，多西对于现代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传统的融合，
这是一种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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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劳工学院
（Gandhi Labor 
Institute）

58



侯赛因·多西画廊
（Hussain Doshi Gufa）

建筑师：
巴克里希纳·多西
(Balkrishna Doshi)

坐落在CEPT大学内的
“洞穴画廊”

2020-02-06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侯赛因多西画廊，用以陈列印度著名艺术家侯赛因（M．F．Hussain）的作品。
受到印度的阿旃陀石窟与埃罗拉石窟的影响。这座建筑代表了多西建筑风格的一个巨大转
变，与其以往的作品完全不同，是自由形式的建筑。
鼓起的壳体结构和碎瓷片的表面材料类似印度城乡流行的湿婆（Shiva）神龛的穹顶。
眼睛般的窗孔在达到采光与隔热最佳平衡的同时，赋予室内以神秘的光感。
B.V.多西是一个有着悲悯情怀且根系本土的建筑师，
他至今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创造了太多庆典式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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