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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無極70年代的作
品、讓．杜布菲的《手推
車》、巴內特．紐曼的
《無題4，1950》……已
故華裔建築家貝聿銘及夫

人盧淑華收藏的59件藝術品亮相今年
佳士得秋季拍賣會。11月22日至27
日，佳士得在香港拍賣估價超過
2,500萬美元的59件藝術品，把這
位足跡遍及全球的建築大師一生
的珍藏帶回他童年居住過的香港。

新華社記者 朱宇軒、閔捷

貝聿銘父子情繫中銀築夢香港
傾盡心血設計中銀總行大廈

“香港是父親最愛的城市之
一，不僅僅是他在這裏度過了一
段童年。與父親一樣，香港是聯
結東方和西方的橋樑。”貝聿銘
之子、貝氏建築事務所創始人貝
禮中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

建築家藝術家結深厚友誼
在貝禮中的記憶中，父親和

母親熱愛藝術，和眾多藝術家保
持着長期、密切的友誼。趙無
極、張大千、紐曼、杜布菲……
這些在東西方如雷貫耳的藝術大
家，是貝聿銘夫婦位於紐約薩頓
廣場11號的家中的常客。

“這次展覽對我們家族意義
重大，我們向公眾展示的不僅僅
是我父親的珍藏，更是我父親和
同時代偉大藝術家們的深厚友
誼。”貝禮中說。

在今次秋季拍賣會中，貝聿
銘收藏的油畫、繪畫、紙本作品
和雕塑將一一呈現。“我父親珍
愛他所有的藏品，如果一定要挑
選一幅，我認為是無極伯伯的油
畫。”貝禮中介紹說。

趙無極，這位被貝禮中親切
稱為“無極伯伯”的著名法籍華
裔畫家是貝聿銘一生的摯友。

上世紀80年代，在貝聿銘因
設計巴黎羅浮宮金字塔而備受爭
議時，趙無極力挺貝聿銘，並勸
慰道“對那些抨擊者的唯一回
答，就是讓他們去看你設計的華
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如今這
座玻璃金字塔，已成為巴黎人的
驕傲。

對藝術的共同追求讓兩人惺
惺相惜，促成了建築家和藝術家
的三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在北
京，趙無極創作了兩幅大型水墨
壁畫，搭配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
店；第二次合作在新加坡，貝聿
銘設計萊佛士城時，邀請趙無極
創作了一幅宏大的三聯畫《1985
年6月至10月》，這幅作品是趙無

極一生所創作的最大幅作品；第
三次合作便是在蘇州，貝聿銘精
心設計的蘇州博物館一落成，趙
無極便向博物館捐贈了六幅版
畫，豐富了館藏。

“無極伯伯和我父親藝術品
位相似，他們的作品流淌着內
斂、豐富、複雜的情感，如同兩
人相似的背景：從東方來，在西
方成名，接受的是兩種文化的薰
陶。”貝禮中說。

“香港對父親來說，親密又
熟悉。因着父親的關係，我們也
在香港有一眾好友。”聊起香港，
貝禮中語氣中是滿滿親切。

1917年，貝聿銘出生在廣
州。一年後，貝聿銘父親貝祖貽
離開原本任職的中國銀行廣州分
行，前往香港，籌建中國銀行香
港分行，並擔任首任經理。貝聿
銘也隨父親遷往香港，開始了在
香港的時光。

上世紀20年代的香港，古老
和新潮並存。有軌電車從香港島
北駛過，維港兩岸林立的既有外
國商行，也有中藥店舖。

幼年貝聿銘在這裏成長，探
索着這個城市的角落，第一次在
東方世界裏看見了西方。

美國作家邁克爾．坎內爾在
《貝聿銘傳：現代主義大師》中
寫道，在香港的10年時光裏，貝
聿銘就讀於港島傳統名校聖保羅
書院，常去中國銀行老樓找辦公
的父親，放學後和同學在街邊路
攤上吃魚蛋，時不時看着窄窄的
街道兩邊高高的大廈出神。

1928年，因工作調動，貝祖
貽舉家搬遷至上海。直到20世紀80
年代，在香港中國銀行負責人的
邀請和父親的建議下，已成為世
界著名建築師的貝聿銘決定重返
故地，設計一座足以匹配香港這
座國際金融大都會的摩天大樓。

貝禮中回憶，設計香港中國
銀行大廈並不是一件易事。地皮

狹窄，風力強勁、預算有限。
“困難不會嚇到父親，他讓大樓
向上走，用極富創造力的方法解
決了一個個難題。”

建成後的中銀大廈結構如
竹，四根混凝土柱撐起高度遞增
的四個三角形框架，在不同角
度、不同光線下，視覺效果也不
相同。1990年，香港中銀大廈正
式啟用，驚艷香江。

用創意解決多個建築難題
“父親十分感激香港給予的機

會，他對中銀大廈傾注了全部心
血。香港風力極大，而且我們的設
計預算有限，但他下定決心，一定
要讓這座高樓成為香港的地標。”
貝禮中的話帶着感慨。

1994年，貝聿銘受邀設計中
國銀行總行大廈，攜子貝建中、
貝禮中共同打造北京長安街上的
明珠。2001年總行大廈落成，與
香港中銀大廈形成母子大廈。中
國銀行紐約分行新大廈也同樣出
自貝聿銘父子設計。2017年，貝
禮中完成香港舊中銀大廈大樓修
繕工程，使這座香港一級歷史建
築再現富麗堂皇。

從香港，到北京，再到紐
約，中國銀行傾注了貝氏三代人
的才智、情感與心血。“我們家
族很榮幸能和中國銀行保持如此
長久的友誼。我每次赴港，都會
去中環中銀大廈那裏轉一轉。”
貝禮中笑着說。

“我獨特的、個人的建築理
念？人與自然相輔相成，這是我
與生俱來、源自中國的。”貝聿
銘在訪談錄《貝聿銘談貝聿銘》
中這樣闡釋。

建築理念源自中國
訪談錄介紹，貝聿銘是發跡

於蘇州的貝氏家族後代。隨父親
離開香港、來到上海後，貝聿銘

應祖父要求，每年假期都回貝氏
老宅獅子林學習打理家族事務。
在上海，貝聿銘是銀行家少爺，
打撞球，出入高檔餐廳，看美國
電影；在蘇州，貝聿銘則是貝氏
家族長孫，在獅子林陪祖父聽崑
曲，看雨水從屋簷滴落，聽涼風
穿過回廊。

少年的一切為成年打下底色。
即使17歲便遠赴美國，但貝聿銘骨
子裏仍然是東方內斂含蓄的人文主
義，他的建築設計也如此。

以《桃花源記》為構思的日
本美秀博物館，在沙漠引入流水
的迪拜多哈博物館，讓光線做設
計的巴黎羅浮宮金字塔，把建築
融入山脈的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
心……

“不只是建築、文化，在各
個層面，我們家族都和中國有着
密切的聯繫。或者說，我們從來

沒有離開過中國。”貝聿銘之子
貝禮中說。

1983年，貝聿銘榮獲建築界
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他把10萬
美元獎金設立為獎學金基金，資
助有抱負的中國學生赴美留學，
畢業後將所學帶回祖國。

貝禮中說，貝家人身上流傳
着對公共事業的崇敬心和使命
感。在貝聿銘的晚年，他把重心
放到公共空間設計上，設計了一
座座美術館、科學館、垃圾焚化
廠，並不止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
稱，希望能為中國設計一間戲
院。

貝禮中也如此。如果有機
會，他希望能在中國設計學校、
醫院、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建築，
提升周邊環境和人們生活水準，
“ 這 是 我 們 家 族 的 義 務 和 承
諾”。

心懷中國情愫 從未割捨

貝聿銘精彩一生及代表作品
1917 生於中國廣州

1935 負笈美國學習建築

1940 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畢業

1946 哈佛大學建築系碩士畢業

1954 入籍美國

1955 創立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

1961 作品：美國科羅拉多州博爾
德國家大氣研究中心，成為
首個大項目

1974 作品：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
館東館

1979 作品：肯尼迪圖書館

1982 作品：中國北京香山飯店

1982 作品：中國香港中銀大廈

1983 摘得建築界最高的普利茲克
獎

1989 作品：法國羅浮宮玻璃金字
塔

1990 作品：德國歷史博物館新翼

1995 作品：中國北京中國銀行總
行大廈

1996 作品：日本滋賀縣甲賀市美
秀美術館

1998 作品：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
蘭搖滾音樂名人堂

2002 作品：美國蘇州博物館新館

2006 作品：中國澳門澳門科學館

2008 封筆作品：卡塔爾伊斯蘭藝
術博物館

2019 紐約曼哈頓家中逝世，享年
102歲

◀貝聿銘一生獲
獎無數，設計作
品影響深遠

▲由貝聿銘設計的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共70層，高315米，璀璨
奪目

▲趙無極巨幅油畫《1985年6月
至10月》亮相香港蘇富比2018年
秋季拍賣會

▲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是貝聿
銘最重要作品之一

我獨特的、個人的建
築理念？人與自然相輔相
成，這是我與生俱來、源
自中國的。

——貝聿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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