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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与贴面
新的“染色橡木”系列有着自然的外观和触感。

 色彩多达十种，树木纹理自然
 从自然亚光到丝绸亚光，都具有橡木天然的优美表面
 分为纵向和横向贴面规格

期待您的垂询 –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自然亚光沙漠金色 自然亚光焦糖色

自然亚光象牙白色 自然亚光烟熏橡木色

自然亚光卵石色 自然亚光巧克力色

丝绸亚光卵石色 自然亚光沼泽橡木色

自然亚光熔岩棕色 丝绸亚光沼泽橡木色

自然亚光大地色

自然亚光自然拉丝纹理

自然亚光烟灰色

施库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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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lando、Amazon 等网购公司改变
了我们的消费行为，甚至是我们的
城市。如果说传统的男装店和地区性
的书店已经开始退守，那么零售商店
可能还要继续萧条好长一段时间。购
物街区成了问题区域，而网购给零
售业所带来的冲击也在一夕之间成
了建筑业界所必需面对的挑战。市区
熙熙攘攘的都市氛围终究离不开商业
中心里形形色色的商店。如果情况继
续恶化，那么即便以再多的公共举措
开发新的商业区也无法挽回颓势。都
市氛围的形成不在于写字楼的矗立，
而是在于人群的聚集——在商店里、
在橱窗前、在街上咖啡店内等人们
喜好场所的聚集。好在还是有一些商
店成功案例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在本
期杂志里所要介绍的。在门兴格拉
德巴赫，kadawittfeldarchitektur 通过

克里斯托弗·霍曼 托马斯·J·霍曼 马丁·J·霍曼
合伙人（承担个人责任）

编者语

尊敬的读者们：

外立面设计让建筑展现了活力。在北
京，Zaha Hadid 遗作之一则是引人
瞩目的大型建筑。还有，在伯尔尼， 
Andrea Roost 让我们看到，细致巧
妙的建筑设计手法能购呈现出非常好
的效果。最后，由我们 Peter Thode 
执笔，对成功购物中心的产生作总
结——他已经设计了其中的几座购
物中心，我们将在此为您呈现几例新
作。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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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购物

潜力
购物中心成为德国
建筑师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是 Peter Thode

商业建筑是否是建筑师面临的挑战？很
显然，是的 - 室内设计师 Peter Thode 
这样认为，他是 ECE 建筑创意设计部
的总监，而 ECE 是欧洲在市区购物中
心领域中的行业领军机构。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在德国并非如此。世界级大
型项目主要由其他国家的建筑师事务所
担纲设计。Peter Thode 对此表示遗
憾，并指出这是建筑师的都市化职责所
在。

ECE 目前在德国及欧洲运营管理196座购物中心——这
其中有一大部分都由我们自行规划和建造。50 多年来，
我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建筑物和室内设计能真正地被
顾客接受以及受到商店经营者的青睐。然而 – 我认为
非常遗憾的是，在德国，购物中心的设计不一定被列
为前卫建筑之首选。但无论如何：公众越来越关注于此
类建设项目。毕竟设计一座集零售、餐饮、娱乐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并提供舒适环境氛围的公共建筑物是个很大
的挑战。再者，在今日的德国，购物依然是定义市中心
的要素之一。至少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种商业建
筑就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元素。这一点可能
会受到批判且放任城市衰落下去：但是，保证城中心生
活的零售空间和餐饮概念必不可少 - 即便如此，办公楼
层还是很早就关门下班，公共建筑前的街道上也空无一
人。会面、休憩和购物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巨大推动因
素 - 这项责任应由建筑承担。在线贸易导致消费行为的
改变不仅仅威胁到一些传统店主。甚至威胁到德国城市
中心 - 因而，这也成为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责任。无
论如何都不能拒绝这项挑战。放任实属不负责的行为。
题外话：零售空间的设计为德国建筑业提供巨大的发挥
空间，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建筑师事务所，大部分
需要委托国际性的大型建筑师事务所担纲设计。我不知
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涉及到体育场馆或卫生保健
类建筑：德国建筑师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唯独商业建
筑似乎是这些自由职业工作者视野中的一个盲点。但除
了一些明星设计师，他们大多缺乏对此类建筑任务的兴

趣，因而，在 Amazon 和 Zalando 风行的时代，他们也
缺乏对苛刻的功能性规则以及零售业发展的特殊专长。

情感和故事
ECE 自己设有一大型的规划设计公司，该公司拥有约 
300 名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此外，类似于 HOAI 过程阶
段 1（所谓的创新设计阶段）的工作由我部门共 30 名
员工承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何
有些购物中心获得成功 - 而有些没有。有件事再清楚不
过：最重要的是在一个项目中将功能与情感巧妙结合。
只有恰当的功能规划，与以地点、故事和目标群体为
重点的情感维度摩擦碰撞，才决定了一座购物中心的成
败。它是每一项规划初期存在的难点。在购物中心应如
何引导顾客？我们怎样才能减少这些“神经因素”，引导
游客在下次购买时尝试其他位置？这种创造性的方法是
很多不具备突出专业知识的建筑师事务所结合从其他项
目中获得的经验法则得到的。

游客的直觉
自动扶梯和直梯的位置没有定论，从写字楼或公共建筑
衍生出来，或者干脆仿照“Neufert”。也就是说可能并不
符合顾客的本能意愿及其凭直觉的行走路径。反过来，
必须首先唤醒游客的这种直觉。顾客想要并且必须被引
导。如果不能有效引导，顾客反而因琳琅满目的商品而
眼花缭乱，甚至会迷失方向、心情不畅。如果功能规划
得当，就可以轻松自然地按照热门品牌逐一疏导顾客，
没有任何强迫。（热门品牌在零售店规划人员的行话中
指的是最快吸引大量游客的中央购物品牌。）以这种方
式即可避免购物中心中高度危险的盲区。游客在闲逛时
始终感到开心舒畅 - 并且所有店主也会从源源不断的人
流中获益。因此，所需的停车位也可能不在地下车库，
而是 - 可能的话 - 购物区上方的停车层。这样施工造价
更低，排烟所需费用也更低 - 游客可以从停车场缓慢向
下到达所有商场楼层。虽然这听起来几乎稀松平常：即
使卫生间设施也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的功能规划。卫生间
设施必须容易找、宽敞、像医院临床诊疗室一样干净、
散发香味，尤其要摆脱以往形成的肮脏形象。未来在这
里还要继续改进。据我所知，国际性购物中心的卫生间
设施可以媲美下五星级豪华酒店大堂的洗手间。小便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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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梳妆镜之间的尺寸之地很大程度决定了顾客在此购物
中心是否感到舒适愉快，以及是否愿意再来。这也涉及
到顾客对建筑设计的赞赏 - 因此这里指的是商户和欲购
物的顾客。首先，购物中心的设计必须要像讲述一个连
贯的故事。也就是连通所有公共区域。这样的故事，让
逛商场变成一种体验，理想情况下，还会对所处的城市
地区有影响。

看人与被看
这个“故事”也可以复兴七十年代荒废的购物通道，否则
将成为城市中心“无人问津的”区域。位于路德维希堡
的“Marstal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紧邻宫殿群的 70 家
商铺只有两家租了出去。ECE 恢复了 Marstall 地区应有
的繁华热闹。在该位置，除了巴洛克式宫殿，符腾堡公
爵马厩曾经是城市地标性建筑。我们让人们再次感受到
对路德维希堡来说重要的历史细节。超大厩门，青铜马
和无数小的能引起回忆的物品。应认真对待该项目，将
其完美地融入城市文脉。重要的是该项目获得路德维希
堡公民认同，取得巨大成功，证明我们是对的。该地区
从破败地区摇身变成城市地标。此外，还与路德维希堡
市合作建造宽大的露天台阶，从购物中心一直延伸到公
共空间。从那里，游客可以看到城市街道上的生活百态
（或者审视自己）。这是因为：人对人最感兴趣 - 建筑
须为这种兴趣提供适当的背景。并且因为高昂的地价，
我们已经在“Marstall”购物空间中取消了宽大的楼梯设
施，否则会使租金更加昂贵。然而，这类人的展示空间
同样属于成功的功能性建筑的中心地带。

餐饮行业越来越重要
因此，餐饮空间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几年前，餐饮空
间在购物中心只占总面积的 3%。现在据我们所知，至
少需要 10%。对于游客来说，在闲逛后来一杯咖啡是很
惬意的事情。在这里可以与朋友讨论采购情况。在这里
可以向朋友展示物美价廉的战利品。并且这种情况越来
越盛行。在我们位于东欧的项目中，已经需要 12% 至 
15% 的餐饮空间 - 因为这里与德国不同，不受商城开业
法的限制。在中国，甚至已经要求 30% 至 50% 的餐饮
比例。想要设计出成功的购物中心，就必须考虑到这一
点 - 并且按一定的原则设计餐饮空间，不仅有利于购物

中心本身，还要有益于城市环境。

斯图加特的“轴线”
源于斯图加特及其周边地区，刚刚建造了一系列全新的
大型购物中心。其中有些是我们亲自参与的。我们设
计的 Milaneo 与“Gerber”共同构成了斯图加特“轴线”的
端点，它们位于国王大街的两端，起到明显延伸的作
用。其上端是上述“Gerber”周边，由另一个开发商开发
的极易被忽视的戈伯街区作为补充。在另一端，我们
在新办公楼和新的市图书馆之间，曾经是货运站的新区
内建立了 Milaneo，其具有大面积餐饮空间以及附加居
住面积。而且：其大获成功。也就是说 – 正如我们所
相信的 – 现有的购物街并没有分摊大量购买力。与此
相反：Milaneo 令城市进一步升值。我们的主要租户之
一，爱尔兰 Primark 连锁店，刚刚在国王大街开了另一
家大规模的店。对我们来说，“Milaneo”理所应当拥有
高品质的建筑和室内设计。现今的购物中心必须设计前
卫，明确显示出“多元化”。消费者对室内设计质量的要
求持续增加。我们决不能趋之若鹜。我们需要亲自指定
标准。在斯图加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做到了
这一点。对于其他项目，我们乐于再次与著名的德国建
筑师事务所合作，将建筑外观设计规划交由他们负责。
对于内部空间，我们总是与室内设计师合作。原则上，
购物中心创意必须能够获得半数以上得票。然而，与过
去不同的是，它们也必须处于前卫设计的前沿。在汽车
行业中 - 即使是大众也不会固守保守过时的“捷达”而停
滞不前。同款车的设计要合乎时代，驾驶员再也看不到
后架上摇头玩偶了。

行业混搭与营销
此外，我们要一如既往地重视斯图加特的例子，应注意
我列举的上述所有功能规划因素。我看到此案例与其他
可能并不成功的该地区中心概念有一个极关键的不同。
区别就在于专业的中心管理。其基本的前提条件是适
用于建筑和室内设计。此外，还包括如行业混搭和通用
营销等软因素。有一点非常重要，要为所有潜在的中
心游客提供配套品牌。这是因为目前的主要租户，例如 
Saturn 或 Media Markt，追求新概念，宁可减少店面面
积以及集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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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斯图加特的 Milaneo 购物中心。

位于路德维希堡的 Marstall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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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事物
这就为“更多”的品牌选择创造空间 - 而不仅是“更多”的永
恒不变。在一个购物中心中，须常常标新立异，尤其是
时常能够“发现”新事物。这样就不会感到无聊。因此，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健身服务提供商、美容服务供应商以
及几年前不可想象会出现在购物商场内的其他行业。甚
至停车场的私家车停车位也越来越多。提供的服务越来
越多，如手工洗车以及清洁车厢内部。当整个家庭购物
回来时，他们的车是干净明亮的。如果用户无法“读懂”
购物中心的“故事”，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也正是我们的
切入点。ECE 我部门虽由古典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组
成 - 但实际上，我们对此类情况的理解要胜于那些在命
名和标志设计方面表现出众的品牌建筑师。与普通机构
不同，我们的工作不仅限于个体商户零售空间设计，在
最好的情况下，还会对所处的城市地区有影响。在斯图
加特，仅日间繁忙的行政大楼之间的区域已成为一个新
的城市中心。凭借位于亚琛的 Aquis Plaza，我们成功
地再次改变了城市中心问题区域的糟糕状况，并激发了
进一步投资和采取建筑干预措施的热情。通过频繁审慎
评估消费架构可以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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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与被看是一种原始需求 - 这是在罗马的西班牙大台阶上。这种建筑设计也可用于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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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Thode
自 1991 年起就职于 ECE，曾在波兰和俄罗斯工作过。自 2009 年
起，在位于汉堡的总部工作，自 2012 年起就任创意设计部总监。
他已经设计执行了大约一百个项目。最新的项目之一是位于亚琛的 
Aquis Plaza，我们在门户杂志的第 22 页上有所介绍。
www.e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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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活力的购物
中心
在门兴格拉德巴赫购物：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的作品 M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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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awittfeldarchitektur 以自信的购物
中心建筑形式弥补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购
物街上地标性建筑的缺失。新的 Minto 
受异构环境影响，带回购买力 - 并且创
建出城市环境。
在德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网络排名中位于第 113 位？还
不错 – 至少对门兴格拉德巴赫来说。不论最大的消费圣
地在哪里。Minto 显然是相当巨大的，在门兴格拉德巴
赫，它绝对值得骄傲。因为城市消费“高速公路”兴登堡
街虽然与 A2 一样宽 - 也拥有同样多（或更少）的特色
建筑。来自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的亚琛建筑师凭借 
Minto 的外立面作出决定性的改变。

本地灵魂
上世纪80 年代的商场中有空空荡荡的商位，这影响了
位于下莱茵地区的大都市的购买力和吸引力。突出城市
格调，这个可以一己之力就能吸引大批消费者的因素，
也未必能给这个在战争中被蹂躏的城市带来好运。所
以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的建筑师在设计时寻找“本地
灵魂”的时候，一定感到十分困难。最容易想到的一个
方案是，抛开“本地灵魂”，设计一个巨大的外形，这样
也有很多其他好处。从外观看，建筑各个楼层的层次交
错，改变了周边的环境。楼层或凸或凹，或挤压或扩大
了街道的空间，或开辟了露台区域，或把顾客引入到购
物中心。建筑师没有营造并不存在的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城市主题，而是在空间和空间边缘上做起了文章。内城
的土地被划分成了小块，与此类似，购物中心也没有明
确规划的建筑外围。尽管建筑的许多地方挨着其他建筑
区，但是在其他地方，建筑师收紧了外围的界线，让建
筑不突出于其他建筑 - 让人行道在建筑过后保持原有的
宽度。这对各个楼层来说没有影响。周边的建筑同样属
于不规则的建筑风格 - 这让 Minto 购物中心显得搭调，
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突出于整体环境，给这座城市打上了
烙印。

新城市中心
在陶瓦展示区，竖立的陶片在移动，它们的颜色各异，
有红色和赭色之间的 11 种不同的颜色。制作过程没

有使用色釉，仅仅是通过各种陶土的混合完成的。这
个展示的主要目的就是展示下莱茵地区典型的烧制炼
砖。活动不仅展出了造型吸引人的展品，同时成本低
廉。而且这个活动也相对更容易防范展品遭到破坏。
因为陶片不是平面，涂鸦者没法下手。就算真的有展
品遭到了破坏，也会很快换上一件新的。Minto 购物中
心的内部结构也与普通的建筑地形有区别。由于设置
了一个斜坡，顾客可以从底楼进入商场的 4 层中的 3 
层 - 他们也没有感到障碍。人们并不认为这个造型巨
大的建筑与城市格格不入，而是认为它代表了城市的
发展。商场的停车场分 2 层，提供 600 个停车位，位
于购物区域的上面，这符合当今城中购物中心的停车
位数量标准。kadawittfeldarchitektur 和建筑单位 mfi–
Management für Immobilien AG 在 Minto 项目上取得
了成功，完成了预设的目标。从城市规划角度来说，门
兴格拉德巴赫有了一个新的城市中心 - 它不仅是一个购
物的场所。本地的报刊业得到了发展，本地人也可以坐
在露台和台阶上，满意地晒太阳。这就是建筑带来的成
功。

宽广的双层中心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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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区域在商场中越来越重要。 视野宽广，更容易寻找位置。

Minto 商场里的大型美食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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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观富有活力和力量，城市有了新的中心。广告不是简单地贴在建筑上，而是建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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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为门兴格拉德巴赫市的 Minto 购物中心装配了约 450 扇钢制防火
防烟门。商户可以自己选择是否配备平开式庭院门电机， 以保证舒
适和方便的使用体验。此外，霍曼还获得许可，为应对意外情况安装
了 19 扇防火外门。在通往 2 个多层停车场的电梯附近安装有 4 扇防
火推拉门，与现代的建筑风格完美地融为一体。门被完全嵌入在墙体
里，在发生火灾时自动关闭。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是注意不到它的。
只有至少 18 厘米宽的钢板嵌入式门板帮助推拉门完成它的功能。在
关闭状态下，人们可以通过门中门上的通道逃离事故现场。此外，霍

曼也提供无明显门框的防火推拉门。为了与墙体连接，门上的装了弹
簧的贵金属螺栓嵌入在墙体的小插槽中，达到固定的效果。

霍曼的专业产品：
防火防烟门和防火推拉门

防火推拉门隐藏在嵌入式门板里。

在发生火灾时，防火推拉门会根据情况从墙中弹出关闭， 封锁电梯间前面的空间。

外门安装在部分区域封顶的、用于发货的内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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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Am Minto 3，邮政编码 41061，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
业主：mfi Shopping Center Management GmbH/ Unibail-Rodamco 
Germany，德国杜塞尔多夫
建筑设计单位：Heine 建筑师事务所，德国汉堡
建筑外立面设计单位：kadawittfeldarchitektur，德国亚琛
施工单位：Planungsgruppe Schmitz + Partner，德国伍珀塔尔
工程建造单位：Kempen Krause Hartmann，德国杜塞尔多夫
工程监理单位：Borgmann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德国亚琛
净建筑面积：75,555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81,265 平方米
总建筑体量：374,731 立方米

建筑外立面面积：约 8000 平方米
商业面积：41,846 平方米
竣工：2015 年
照片拍摄：Stephan Falk，德国柏林
霍曼公司业务联系人：Frank Hott，德国科隆
使用的霍曼的产品：450 扇钢质门：单开和双开的 H3 型号，单开
和双开的 RS-55 型号，单开的 D45 和 D55 型号，H16 型号，4 扇 
T30/T90 防火推拉门

外立面概念设计

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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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咨询是保证一项工程在建筑设计上、施工技术上
和资金预算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请到了 
Minto 购物中心建造项目中的 2 位同事，一名是来自 
Plannungsgruppe Schmitz+ Partner 负责施工设计的
工程学硕士 Thorsten Schäfer，另一名是霍曼的建筑
咨询师、工程学硕士 Jan Lücke 一起讨论这方面的经
验。

在企业合作方面，您认为什么比较重要？
我们需要咨询者具备专业知识、快速反应时间，并绝对
信任对方意见。假如我们在门兴格拉德巴赫 Minto 项目
的施工设计时间很短，那么我们就要在四周之内拿出一
个我们都能信得过的方案。说大话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在投标的时候我们不能给出令人失望的结果。

在与霍曼合作的过程中，您都做到这些了吗？
是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开展定期合作了。门兴格拉德巴
赫的 Minto 商场项目也大规模使用了霍曼的产品。我
们与霍曼建筑咨询师的交流一直很顺利，没有耗费很多
精力。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对方在建筑设计和计划上的要
求。我们通常通几个电话，或是用邮件交流一下细节和
计划，沟通就到位了。只有在时间间隔比较长的时候我
们才会当面交流，来保持一下联络，相互交流一下公司
的新发展。

您是一名建筑师，给您提供咨询是否同样需要一名建筑
师？这一点是否重要？
这会让交流更简单。我们能够在同一水平上交流，知
道对方和自己说的是一件事。Lücke 先生不仅能读出细
节，而且也能读懂计划 - 从中还能推导出建筑学上的关
联。这让我们交流的效率明显提高。在交流中，我们能
了解门和防火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我们与霍曼开展合
作的前提，我们也从未失望。

Minto 商场的项目对你们公司来说是一项特别的工程
吗？
其实算不上特别。我们为许多大型的购物中心做过施工
设计。Minto 商场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型的双层大厅
和十分紧迫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工作非常

晚，因此必须比平常更快拿出计划成果。不过在灵活的
建筑咨询师的帮助下 - 也包括霍曼的帮助，我们还是很
好地完成了任务。

建筑师 Thorsten Schäfer 谈论
与霍曼的成功合作

Minto 商场的双开防火防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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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硕士 Jan Lücke 是霍曼公司的建筑咨询师，共
同参与了 Plannungsgruppe Schmitz+Partner 的施工
设计。他接受了建筑学的专业学习，积累了多年建筑师
职业经验，明白设计方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和困难，知道
霍曼应该提供怎样的答案和解决办法。

“我们霍曼的建筑咨询师的工作和口译员差不多。意思
是说：我们帮助建筑师和门的生产者达成一致。双方都
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交流方式和对建筑学的独特理
解。这听上去好像是说，他们在沟通过程中经常出现误
解，不过这样说又明显太过了。但是我们会对门的设计
提出专业而艺术性的要求和挑战，以一种快速和简单的
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在于建筑师的对话过程中，我们
必须保持坚定，不能让对方感到厌烦。我们还不应把我
们的门看的太重，毕竟建筑师规划的不是门。还有一点
很重要：我们要与对方保持沟通，研究他的风格。我们
不仅仅了解我们产品的技术细节，而且还要理解建筑师
的计划和理念。我们不会隐藏我们的观点，在建筑师的
想法行不通的时候，我们也会直接告诉他。如‘这样不
行’的笼统说法并不能帮助达到目标。因此我们一直努
力提供解决方案。越早向我们就设计方面进行咨询，
最终设计成果就越保险。我们可以提前发现有缺陷的设
计，规避后续成本。通过这样坦诚而直接的交流方式，
我们也经常能获得对我们产品的真实意见。这帮助我们
了解对方的要求，让我们的产品适应需求。”

以及霍曼建筑软件在线咨询

霍曼建筑设计 - 现场咨询

霍曼建筑咨询师 Jan Lücke 
谈论日常遇到的挑战





活力加油站
在亚琛购物：
ECE PROJEKTMANAGEMENT 设计的AQUIS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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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也是项目的一部分，由 blauraum 承建。

富有活力的购物中心：由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设计的位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MINTO

从亚琛的脏乱差地区变成了繁荣区：
由 ECE 和 blauraum 建筑师事务所新
建成的 Aquis Plaza 成为城市规划的
活力加油站，让整个城区得以升值。这
座专业打造的消费场所推动了城市的发
展。
每个城市都有脏乱差的角落。这里分布着已经破败的 
19 世纪经济繁荣时期建成的建筑，在世界大战中受
损、经常修修补补的残破建筑和前景未卜的成人用品商
店。理想情况下，这样的廉价地区可以被当地的创意小
众文化群体发掘。继而发展成为下一个“时尚”地带（会
经历短暂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的主要建筑是摄影棚、
工厂和工作室）。改建后，这里主要分布着面向生活境
况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薪人士的住宅区和受到房地
产商青睐、精美的多元化工厂和商店。如果不这样进行
转型，那么城内的脏乱差地区的情况会每况愈下。之
后，就会如前柏林市长沃维雷特说的那样，脏乱差地区
尽管如柏林一般贫穷，但是也会不再性感。

活力加油站
面对这样情况，如果能找到一个愿意先解决棘手的产权
所有问题，然后再弥补几十年发展差距的投资商，市政
高层心中的大石头就可以落地了。在亚琛，汉堡 ECE 
公司和项目开发商 Strabag Real Estate 共同扮演了这
样的角色，他们投资了 2.9 亿欧元，建造了近 30,000 
平方米的出售面积、33 所住宅和 600 个停车位。由
此创造了 700 个新的就业岗位 - 它主要起到了活力加
油站的作用，刺激了旁边的新购物中心的发展。开车
来的顾客要驶入有千年历史的圣阿德尔伯特教堂 (St.-
Adalbert-Kirche) 与商场入口之间的地下通道，进入购
物中心内部，经由仿佛没有尽头的盘旋路开到商场顶
层。这样的路程安排是一种特别的设计。因为顾客从顶
层进入商场，他们就势必要经历所有楼层 - 如同美乐家 
(Melitta) 咖啡机的过滤过程。

娱乐和体验
这对顶层的商铺业主和闲逛的顾客是有利的。商场的目
的不是直接满足顾客的基本需求。购物中心的顾客是寻

求娱乐和体验的。AquisPlaza 恰好了抓住了这一点。
商场的中轴处视野开阔，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风光，
也可以向外望去。最重要的景色就是在各个角度都可
以看到的圣阿德尔伯特教堂。汉堡 blauraum 建筑师事
务所应城市的要求在整修过的城区内建设了一座住宅
区，Aquis Plaza 由 ECE 建筑师事务所自行设计，在
它旁边 Kugelbrunnen 喷泉所在的一侧，还建有一家商
场。

与城市兼容
这样的规划考虑到了与城市的兼容性，构成了亚琛市 2 
个主要的高档场所。这与上世纪 70 年代暗色调、不入
流的混凝土路形成了鲜明对比。商场提供高档商品，造
型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给普通消费者留下前卫的印
象：人们不仅仅把这座商场看作短暂繁荣的购物场所，
而且还是推动整个地区持续发展的活力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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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从顶层停车场进入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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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大批人聚集逗留的场所，防火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亚琛的购物中
心 Aquis Plaza 也不例外。霍曼为这个项目提供了约 500 扇钢制单开和
双开 T30 和 T90 型号的防火防烟门，其安装方式各异。门不仅安装在
建筑内部 - 如许多商店、过道和通往各个储存间和其他房间的通道 - 而
且也安装在建筑外的区域。在通道区域内，例如顶层停车场，安装了与
煤灰色的背景颜色相配的钢质门，和谐地融入了建筑整体。在发生火灾
时，霍曼的防火推拉门可以隔离商场的几个大型区域。在正常状态下，
推拉门隐藏在墙体内，在火灾时自动关闭。在关闭状态下，人们可以通

霍曼的专业产品：
防火门、防烟门和防火推拉门

发生火灾时，防火推拉门从墙中弹出，隔离各个单独的防火区域。

配备通风截面的外门。 双开的防火放烟门保护着通往商场外的逃生路线。

过推拉门上无门槛的门中门逃离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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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Adalbertstraße 100，邮政编码 52062，德国亚琛
业主：ECE Projektmanagement GmbH & Co.KG，德国汉堡
购物中心建筑设计单位：blauraum，汉堡，德国
住宅建造设计单位：blauraum，德国汉堡
施工单位：Ed.Züblin AG，德国汉堡
总建筑面积：84,000 平方米
商业面积：约 29,200 平方米
造价：约 2.9 亿欧元
竣工：2015 年
照片拍摄：Stephan Falk，德国柏林
霍曼公司业务联系人：Johannes Schmidt，科隆，德国

使用的霍曼的产品：约 500 扇单开和双开 H3 型号防火门，H16 型
号，单开和双开 T30 型号，T90 型号钢板门 STS/STU，单开和双开 
RS55 型号防烟门，10 扇 T30/T90 防火推拉门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瞩目建筑
京城购物新去处：
ZAHA HADID 建筑师事务所担纲设计的银河 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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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栋塔楼之间被称为“峡谷”的动线连接区域

富有活力的购物中心：由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设计的位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MINTO

Zaha Hadid 和 Patrik Schumacher 
提出的参数化主义不仅是现代主义的嫡
系传承 - 而且适用于任何建设项目。在
北京的很多大型城市建筑群当中，壮观
的参数化形式令其获得足够的重视以及
面向未来的特点。

已经竣工的银河 SOHO 是今年去世的建筑大师 Zaha 
Hadid 操刀设计的最后的项目之一。它就是银河 
SOHO，使用面积高达 333,000 平方米，几乎形成了
一个城区 - 只有这么巨大的地块和建筑群才能让由哈
迪德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提出的参数化设计技术发
挥得淋漓尽致。因为“参数化主义”注重所有附带的功能
性和设计性参数，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实现：对
于开发商、用户、城市规划背景。

现代主义的嫡系传承
计算机所提供的信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能产生令人
意想不到的形式，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应，让某个
地点或者某个物件成为让人过目不忘的标志。即，无
论参数设计的对象是否是女鞋、花瓶、坐具或像银河 
SOHO 这样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除了写字楼和娱乐
区，那里绝大部分是购物区。其优势在于，参数化几
乎适用于几乎所有设计项目，特别是适用于世界上的
任何地方 - 因此，帕特里克·舒马赫也将其描述为现代
主义的嫡系传承和新的国际风格。

传统的中庭
哈迪德于 2009 年接到任务，为中国投资者实现一个高
要求项目，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将银河 SOHO 与具有典
型民居院落的中国传统建筑结合。为此必须用位于伦
敦的计算机完成一个额外的参数定义。因此，最终产
生了四栋 15 层高的塔楼，塔楼之间通过所谓的“峡谷”
分离，再通过天桥相互连接。连同地下一层，产生达 
34 层的空间体积， 作为休闲娱乐之用。在此之上的所
有楼层均作为写字楼。

首创

由于参数化设计方法通常会产生柔和且动态流动性的
形式，因此，要找到合适且经济的立面构造，是一项
特殊的挑战。但首先要在表现形式方面合理利用使用
面积。为此必须反复重新计算和调整曲面造型，以减
少多曲面立面元素的比例 - 但又不能破坏形式的动态
性。复杂的形式带来了无数结构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
的挑战 - 最终只能通过建筑信息模型的可能性加以克
服。这栋绝对壮观的建筑在建筑技术上属首创，同时
也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31门户 38

据 Zaha Hadid 所说，银河 SOHO 的内庭以传统北京民居院落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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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颜色与天花板的颜色一致。此颜色专为银河 SOHO 设计。

轻按即可打开门。 门被齐平地安装在稍带弧形的墙内。

霍曼提供 885 扇钢质门用于 Zaha Hadid 的项目。其中主要涉及办公
室隔间和洗手间的门。ZKS-1 款型专为银河 SOHO 设计：其具有特殊
成型的折边以及与其匹配的专门定制的 90 mm 门框。门框和门体与墙
面齐平。为了不破坏墙壁的流畅线条，建筑师放弃在门外侧安装门把
手。轻按即可打开门，毫不费力。

霍曼的专业产品：
不带门把手的特殊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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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小牌坊胡同甲 7 号
业主：SOHO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北京
建筑师事务所：Zaha Hadid 建筑师事务所，英国伦敦
本地建筑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北京
工程建造单位：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北京
总承包商：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北京
总建筑面积：328,204 m²
写字楼面积：161,034 m²
商业面积：97,367 m²
建筑高度：60 m
竣工：2013 年

照片拍摄：Chen Shu，中国北京
霍曼业务联系人：Zhu Yuanbo，中国北京分公司
使用的霍曼产品：885 扇内用门 ZKS-1，不带门把手的特殊制作工
艺

1 层平面图 3 层平面图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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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者
在伯尔尼购物：
ANDREA ROOST 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 POSTP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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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Roost 公司成功完成了一例“
开心手术”。伯尔尼的 PostParc 必须
要谨慎地缓解主火车站周边城市建设
的“阻塞”问题。要对交通区域，办公区
域，餐饮区域以及购物区域进行梳理、
分类和重新规划。
之前设计的建筑风格比较张扬，一些现代风格建筑的
亮点有些不自然，这似乎不符合瑞士的国民性格。用
建筑师自己的话来说，在伯尔尼的项目上，他有意地
放弃了“让建筑外观显得明快的设计细节”。在造型设
计上，Andrea Roost 仅仅选择了“外形简约化”一种方
式。这个建筑的美“在于朴实”，Roost 表示，“从这个意
义来说，不显眼的就变得显眼。”

首都的心脏
曾经的 Schanzenpost 邮政实际上就位于瑞士的首都伯
尔尼的中心地带，中心区还有铁轨、主火车站、各种服
务业的商店和一个办公楼，因此十分拥堵。所有这些建
筑都由人行道连接，由于建造历史悠久，房屋内的设施
非常复杂，结构工程很难计算。Andrea Roost 没有选
择激进的外形，从而避开错综复杂的结构，而是选择了
相反的策略。低调的巨大外形和上层区域的水平分层可
以规避在地面人行道上难以避免的混乱。行人恰恰是设
计考虑的重点。现在，人行道的面积更大，路线更加方
便直接。新建了两个广场，为此取消了之前价值不菲的
出租区域。但这一举动是值得的。新的秩序让这片区域
变得更好。项目要花费 10 年时间一点也不奇怪。要保
留现有的建筑，改造它们的结构，解决室内设施的问
题 - 主要是整合或分离室内设施的功能。另外，不能限
制未来铁路的发展潜力。关键的是：让首都的心脏在改
建期间依然保持跳动。

富有活力的交会点
如每一个拥有大交通流量的交通枢纽一样，主火车站一
直受零售业和餐饮业的青睐 - 一方面，这样了满足乘客
的紧急需求；另一方面，火车站也因此变得拥堵。为了
扩大公共空间和增强空间质量，设计削减了火车站底层
的商铺出租区域。在零售商户招标中，一项重要的标准

是避免类型的单一化，而是要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餐
饮商户区域应当让火车站变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交会点。

与大型活动型建筑理念相反的设计
按照大型活动型建筑设计理念，建筑的外形应尽可能地
大，引起关注和轰动，吸引顾客的兴趣，但是让城市的
形象变得混乱。这样的建筑通常忽视了城市的周边环
境。PostParc 的设计理念就与之相反，它证明了，在
复杂的空间条件下，在城市的敏感地带，经典建筑学
的方式至少可以解决问题。Andrea Roost 让伯尔尼的
城市形象更加清晰，让人更容易铭记这个重要的交通
枢纽。

火车站台上方的曲线顶棚仍在建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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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显眼的变得显眼”是 Andrea Roost 建筑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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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心和铁路周边地区的待改建区域中，大部分地区的功能需要重新规划。

富有活力的购物中心：由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设计的位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M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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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Parc 的餐饮和零售商户的设计理念是避免服务类型的单一化。



40

在整座建筑中，包括地下室和地下车库，施库博安装了防火、防烟和隔音木门。

玻璃嵌入门框中，与门框处于同一平面。 透过门上的玻璃可以看到办公室内的场景。

富有活力的购物中心：由 KADAWITTFELDARCHITEKTUR 设计的位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MINTO

施库博为伯尔尼的 PostParc 项目提供了超过 750 扇特种门。工程师
特别注意了颜色的统一：大部分的门都漆成了煤灰色。只有通往从属
房间的门是白色的。办公楼层的门还安装了玻璃侧部组件，与门保持
在同一平面上。门上的玻璃加强了透光性能，增加了门的透明性。根
据不同的安装位置，人们也对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PostParc 主要
选用了防火门，有些还配备和如防烟、隔音和/或防盗的功能，满足
了从地下室到办公区对功能的不同需求。

施库博的专业产品：
特种木制隐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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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剖面图

地点：Schanzenstraße 4/5，瑞士伯尔尼
业主：PostFinance AG，瑞士伯尔尼，由 Post Immobilien
Management & Services AG 代表
建筑设计单位：Andrea Roost 建筑师事务所，瑞士伯尔尼
工程建造单位：Henauer Gugler AG，瑞士苏黎
世 / Hartenbach + Wenger AG，
瑞士伯尔尼
总承包单位：Steiner AG，瑞士伯尔尼
总建筑面积：53,000 平方米
造价：1.85 亿瑞士法郎
竣工：2016 年

照片拍摄：Seraina Wirz，瑞士苏黎世/Stephan Falk，德国柏林
施工单位：Strasser AG Thun，瑞士图恩
施库博公司业务联系人：Luca Cesari
使用的施库博的产品：单开 T30 防火/防烟门，型号 3；双开 T30 防火
门，型号 4；单开 T30 防火/隔音门，型号 3、13、5、16；T30 防火/
隔音门，型号 6、26、4、14，部分为气候类型三级；单开 T30 防火/
防盗门，型号 3，配视窗 25V；双开 T30 防火/隔音/防盗门，类型 6；
单开 T30 防火/隔音/防盗门，类型 16、5；单开实板门，型号 3；双开
实板门，类型 4；单开隔音门，型号 5；门框：全木厚门框、折叠门
框、四边加固型全木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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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门业
企业新闻

工厂的钢琴声
和朗诵声

2016 年 7 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平常
霍曼生产车库门、储存产品和装车的
地方，呈现出了一副不一样的画面。
在位于霍曼集团驻地的 Amshausen 
工厂，员工们抛开了日常的工作，
举办了名为“走遍全国”的文学和文
化节。16 年来，这个系列活动在 
Ostwestfalen-Lippe 的各个地方吸引
着参与者：已经有几个文化复兴式宫
殿、马舍、贵族宫廷和草场为丰富
多彩的文学和音乐节目提供舞台。
多年以来，霍曼公司就支持和促进
文学和文化节 - 今年首次在自己的工

活动圆满成功：Amshausen 工厂的 550 个活动参观座位座无虚席。

恩伯格 (Samuel Feinberg) 作品的理
解，其精湛的演奏回响在高架仓库
和装载间中。

厂内举办这项互动。钢制的高架仓
库是朗诵女演员 LeslieMalton 和音
乐会钢琴演奏者 MarcAndré Hamelin 
表演的布景。550 个座位在活动开始
前就已座无虚席。LeslieMalton 朗读
了自己的小说处女座《写给我妹妹
的信》。在这部作品中，她描写了
比自己小 11 个月的、身患遗传性疾
病蕾特氏症的妹妹。另外，听众还可
以观看记录 Malton 和她妹妹的照片
展览。“走遍全国”活动还请到了当代
一流的钢琴家 MarcAndré Hamelin。
这位加拿大音乐家和作曲家的演奏
通常只能在世界著名的音乐中心中
听到。他用三角钢琴诠释了对弗朗
茨·李斯特 (Franz Liszt) 和塞缪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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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获得了 2016 年度 OWL 
企业社会责任奖 (CSR-PREIS) 
的社会公众奖

2016 年 4 月 26 日，Initiatie für 
Beschäftigung OWL 和 Glide GmbH 
Wirtschaftsförderung Detmold 颁发
了 2016 年 OWL 企业社会责任奖的
奖项。霍曼在“250 名员工以上企业”
级别中获得了社会公众奖，以表彰
霍曼做出的长期贡献。多年以来，
霍曼一直加大员工、环境和社会公
众的投入。例如，2016 年设立了“霍
曼学会”，为合作伙伴和员工提供丰
富的进修机会。“更多培训”项目为中
学生、培训生和大学生提供海外学习
机会、工厂培训课和参观了解日，对
他们进行支持。遵循“绿色意识”的理
念，霍曼整合了多个项目，改善了霍
曼的“生态足迹”。其中包括改用绿色
电能，以及印度工厂新安装的太阳能

发电设备。另外，难民援助也是一个
重要主题。在“人性地面对难民”的目
标下，霍曼为难民提供免费的住宿和
德语课程。霍曼商业部领导乌韦·勃
兰特 (Uwe Brandt) 在领奖时表示：“
当今可持续性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
义。我们应当以身作则，推动可持续
性的发展，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可
以考虑到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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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ne Felder（左数第三）接受颁奖。

“寻词者”社团获得
比勒菲尔德奖

6 月初，社团“寻词者”被授予了比勒
菲尔德奖。6 年以来，“寻词者”致
力于有关特殊人群的艺术和文学创
造。目前一套包含 4 卷的百科全书
出版工作得到了位于施泰因哈根市
的家族企业霍曼门业的支持。2010 
年，女心理学家 Sabine Feldwieser 
创建了社团“寻词者”，推动创意写
作和对精神障碍人士艺术形象的创
造。此外，该社团还组织写作工作
坊和一个一年一度的文学比赛。

霍曼首席财务官乌韦·勃兰特（前排右）接受颁奖。

4 本 2016 年初出版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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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库博
企业新闻

铝与木框
的结合

施库博研发出了新的门框制造技
术，可以在大部分的木框上镀一层
一毫米厚的铝板。镀铝板的木框是
铝框的替代选择，价格也更低，在
隔热、造型和功能方面为建筑师和
设计师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铝框
的外观现代而有质感，在房屋内
部装修时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其
金属材质，设计师和建筑师在门的
造型和功能设计上总是受到限制：
由于大多数铝制型材的规格是固定
的，可供使用的型号有限，门框规
格也没有自由选择空间。相反，四

边加固型木框、折叠木框和厚木框
等木框的规格，可以由设计师和建
筑师根据具体的安装区域和室内布
景进行设计，特殊规格的门框的精
度可以达到毫米。另外，若要给装
有铝框的特殊功能门（如防火门、
防烟门、隔音门）做特殊加工，如
加装上部透光板或侧板，门框就会
起到限制作用。不同的是，设计师
可以为铝制镀层选用 RAL 或 NCS 
色卡中的任意颜色。铝镀板木框的
结构非常稳定，保温系数出色。它
有多种型号可供选择，可以配备隐
藏式门铰链、内嵌式闭门器和多种
五金配件。

照
片

拍
摄

：
施

库
博

镀铝板的木框与铝框在视觉效果上没有差别。

镀铝板的木制折叠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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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光滑的 ABS 树脂门扇边，门扇的颜色达到统一。

ARCHITECT@WORK 2016 
年展览

在每年于多个城市举办的专业博览
会 architct@work 上，施库博向参
观者介绍了自己的木质门新品。这
个博览会的特点是，只有当产品被
独立委员会选定为独特创新品时，
生产商才能在展览会上搭建展位。
施库博已经以建筑行业厂商的身份
参展过 4 次了。在今年首场的卢
森堡展览过后，施库博对成果很乐
观：“我们对我们在展会的亮相非常
满意，招待了许多对我们产品感兴
趣的顾客，向他们提供咨询。与以
往的几次展会一样，建筑商和专业
客户对我们展出的产品和产品项目
有很大兴趣。”施库博的对外事务部
门员工 Alexander Reinstädtler 表
示。在今年 architect@work 在卢
森堡的首次展览成功亮相之后，施

库博还会参加在其他 3 个城市举办
的展览。建筑师和设计师在接来下
的几次展览中可以向参观者呈现施
库博的特种木门，在现场提供专业
咨询：在 10 月 12 日至 13 日的维
也纳站，11 月 9 日至 10 日的柏
林站和 12 月 7 日至 8 日的斯图加
特站， 您可以看到施库博的独立展
位。

施库博推出了
新型 HPL 防火板表层

施库博开发设计了新的门扇和木框的 
HPL 防火板表层，新型的表面喷涂“
钻石白”拥有完全白色的外形和光滑
的 HPL 层积板。由多种相同颜色、
用密胺树脂浸渍过的装饰纸组成的
层积板可以防止暗色的主要材料透
色，让门保持整体洁白。配合“钻石
白”的门扇和木框的颜色类似 RAL 色
卡 9016 号颜色的涂漆效果，也可以
选择更便宜的方案。另外，0.8 毫米
厚的表面喷涂具有 HPL 防火板的特
征，比涂漆表层牢固数倍。所有的
施库博门扇和木框都可以配合“钻石
白”，可以与如防火、防烟、隔音、
隔射线、防盗、防弹以及适应湿度
等所有功能相兼容。为了产品的耐
久性，推荐与施库博的新 ABS 树脂
包边产品配合使用。

施库博在 architct@work 展会上展示了 2 款特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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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霍曼自动推拉门与卷帘格栅的组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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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动推拉门和卷帘格栅安全地与外界隔离。

应用领域：针对加油站、药店、珠宝店和购物中心等空间有限、需要
安全保证的商店，自动推拉门 AD 100-X 和卷帘格栅 HG 75 TD 的
组合价格优惠，操作简单，可以有效起到防盗的效果。在日间营业期
间，卷帘格栅升在顶端，配备了传感器的自动推拉门可以保证人员的
进出通畅。晚间自动推拉门就会关闭，卷帘格栅起到防盗功能，达到 
2 级防盗标准 (RC2)。这两套门的结合已经被认证为可以用作逃生通
道门，颜色采用了 RAL 色卡，可以融入建筑的整体设计。

型号：自动推拉门 AD 100-X 与卷帘格栅 HG 75TD 组合门 规格：
单开和双开 主要功能：适合于无障碍建筑、人身安全保护和防盗，
认证为逃生通道用门的自动推拉门 AD 100-X的型材系统：挤压加
工的、加细框的铝制帘板 卷帘格栅 HG 75TD 型材系统：挤压加工
的铝制型材 卷帘格栅 HG 75TD 悬挂方式：穿孔（100*40 mm 的矩
形），穿孔：交错或直线型排列 安装尺寸：门外框宽 2160 mm，
门外框高 2830 mm 最大尺寸：门外框宽6000 mm，门外框高 3335 
mm 安装深度：335 mm 安装在：墙体内
安装：1) 装进墙的开口，在过梁之后 2) 额外分隔过梁，装进墙的开
口 3) 从里安装，装在开口的后面
设计：采用 RAL 色卡 电机操作：自动推拉门 AD 100-X 配有程序开
关，卷帘格栅 HG 75TD 配有通过钥匙开关控制的失知制动装置开启
速度（可调）：55-75cm/s
关门速度（可调）：10-50cm/s 定位时段（可调）：0-180s 配件：
配有安全玻璃的 22 mm 双层玻璃视窗，门内/门外组合报警器，防护
门扇 选配配件：配手摇的卷帘格栅 HG 75TD

卷帘格栅卷帘盒细节图

达到 2 级防盗标准 (RC2) 卷帘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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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按照法律规定，公共建筑物应当设置防火区域，提供逃生
通道。所以在危险事故时，门应当能够保证建筑物中人的安全，在火
灾时应当关闭，以阻止火势蔓延。因为楼道和楼梯是最主要的逃生路
径，所以防火和防烟门应当防止火灾蔓延至以上两个区域，同时起到
逃生出口的作用。针对以上要求，施库博双开通道和通行门的 T30 
防火型号和 T90 耐火型号可以满足需求，而且还可以配备空转锁、
配有定位装置的锁和紧急开门开关等配件。为了保持通行的顺畅，门
的操作也可以结合利用平开门开门机和电子开门器的方式。

产品：单开通道和通行门 规格：T30，型号 4、14（50 mm 厚度）
；T30，型号 6、26（70 mm 厚度）；T 90，型号 24（70 mm 厚
度） 门框：木框、钢框、铝框 安装在：有螺栓的砖墙、玻璃隔断、
与墙配备的螺栓支架 功能：T30 防火，T90 防烟，隔音，隔音效
果 32、37、42、45 分贝，防盗，防盗等级 2、3，适应湿度，适应
潮度，标称尺寸（宽度*高度）：双开 1375-3500 mm * 625-3500 
mm（顶部 4000 mm） 选配配件：空转锁、配有定位装置的锁、平
开门开门机、电子开门器、门磁开关和电子门栓、报警接触单元、紧
急开门开关、电子锁、门禁、可以兼容 25 V 型号的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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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施库博
双开通道和通行门

装有木制衬边木框，没有装饰槽的防火隔音门。 防火/防烟门，与门的同一平面嵌装了视窗。

横向视图 横向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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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f Trenkler 的画作所呈现的都是日
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场景， 而且很多
都发生在公共空间内。
Leif Trenklers 的照片很醒目。他的作品运用了极其丰富
的色彩，很吸引人的注意。他的作品主题平凡而普通，
很日常化，有的观众在欣赏之后几乎认为自己身处画面
中，周围环境具有超现实色彩。在画作背后隐藏着什么
秘密呢？他的作品属于当代艺术中的新具象流派，其表
现重点是批评性的现实主义，Leif Trenkler 是这个流派
的杰出代表。他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抓拍的瞬间都是创
作的灵感来源。在工作室中，他对这些照片进行解析，
删除主要内容，加上一些其他元素。在他近期的大部分
作品中，公共空间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人物并不
是重点，他有时会把人物安排在画面的后部。用这种构
图方式，让观众真正产生走进画面的感觉。但是这与他

的早期作品还有所不同。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人物位于
画面的中心。有的画中人物造型甚至是不完整的，这些
作品把观众“拉“进画面，创造了十分亲密的氛围。有一
副作品与他的早期和近期作品都有相似之处：画面场景
很寻常，但是由于强烈的光影对比和不协调的色彩引起
的视觉刺激，作品产生了强烈的感官冲击 - 观众在平凡
的画面元素中感受到了神奇。

建筑和艺术
LEIF TRENKLER

打电话 (2016)，130*98 cm
照片拍摄：Simon Vogel

2030 (2016)，90 × 70 cm
照片拍摄：Uwe Walter

虚幻 (2015)，50*40 cm
照片拍摄：Simon 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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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Leif Trenkler
1960 年在德国威斯巴登市出生
1984 至 1986 年在法兰克福施泰德中学 (Städelschule) 学习。在杜
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 1 年后回到法兰克福读大学，师从托马斯·拜
勒 (Thomas Bayrle) 和克里斯塔·奈尔 (Christa Näher)，1990 年毕
业。随后他获得了“德国人民奖学金基金会”的奖学金，在意大利工作
学习了 1 年。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Leif Trenkler 的作品就在团体和
个人展览上展出。他对新具象流派有很大影响，是新具象流派的杰
出代表。
Jochen Hempel 画廊，Spinnereistraße 7，邮政编码 04179，德国
莱比锡
www.jochenhempel.com

在大西洋边 (2015)，98 × 130 cm
照片拍摄：Simon Vogel

照
片

拍
摄

：
Yv

on
ne

 C
or

ne
liu

s



50 巴特明斯特艾弗尔 新动态

在风景如画的巴特明斯特艾弗尔市发生
了一件在德国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在历
史老城中心要建一座奥特莱斯。许多市
民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我们请到了
一位市民 Sänger Heino。他对自己的
城市有什么话要说呢？

您是在杜塞尔多夫出生的，为什么后来搬到了巴特明斯
特艾弗尔呢？
我想过安静一点的生活，所以最先搬到了约彭内西 
(Ülpenich)。但是我的妻子 Hannelore 十分想念她家乡
奥地利地区的山地风光。尽管埃菲尔山与阿尔卑斯山不
能相比，但是还是能多少满足她的思念之情。我们就到
巴特明斯特艾弗尔看看看，很喜欢这座城市，就搬过来
了。

在咖啡馆的产权变更之前，您的海诺咖啡馆已经经营了
很多年。如今您的生活和咖啡馆还有怎样的关系？
我的咖啡馆开了 17 年，真的收获了许多欢乐。当巴特
明斯特艾弗尔转型成为奥特莱斯城的时候，尽管我有机
会把这个建筑物买下来，但是我还是拒绝了。咖啡馆搬

到了老城上面的位置，在从前的疗养大楼里。我们也住
在这个楼里。我自己不开咖啡馆了，但是我还是很愿意
去做客的。

您能推荐一下咖啡馆的小吃和饮品吗？
我吃的最多的是法兰克福蛋糕圈 - 一种灌了奶油乳酪的
多层蛋糕，融合咸香、维也纳式或海绵蛋糕多种风味。
口味棒极了！我妻子偏爱苹果馅饼。

巴特明斯特艾弗尔的文化亮点有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一年一度的圣诞歌咏会，这个活动每年 12 
月在疗养楼举办 3 到 4 天。

您从巴特明斯特艾弗尔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了吗？
因为音乐我要去很多地方，在旅途中，我到处都可以寻
找灵感。但巴特明斯特艾弗尔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
家。我在这感到很舒适。并且在这找到平静。

奥特莱斯会对这个城市产生多大的改变呢？
奥特莱斯会刺激内城的再次振兴，这个答案我已经说过
好几次了。和许多市民一样，我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但
是我也欢迎别人指正我的观点。建设奥特莱斯的理念对

巴特明斯特艾弗尔
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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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明斯特艾弗尔的城中心是老城区，风光优美。 海诺住在位于老城上面的老疗养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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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有好处的。现在已经初见成效，而且市中心再次
焕发了活力。

除了购物，人们在巴特明斯特艾弗尔应当去哪参观呢？
看点肯定是历史老城自身了：它有许多木屋、老城墙、
城门、疗养公园，总体不大，但是精致而舒适。

您的个人生活与建筑有怎样的关系？
我主要从事音乐行业。所以没有很多精力研究其他艺
术。尽管这样，当我走在巴特明斯特艾弗尔城中，看到
老木屋时，还是很享受它的美。我的观点是：以前的建
筑比现在的更漂亮、友好和招人喜欢。

艺术家：海诺
1938 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出生
海诺起初完成了甜点师的培训，但是他很快就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他的第一首热门单曲发行于 1966 年。他的作品销量达到了 5000 万
份。他也登上了电视荧屏，最近在“德国寻找超级巨星”节目上担任评
委。尽管他成就卓著，直到 2013 年，他的作品《此致敬礼》才获得
了德国唱片榜的冠军。近期，值欧洲足球锦标赛之际，海诺发行了专
辑“足球之歌”，呈现了以足球为主题的流行歌曲。
www.heino.de

海诺咖啡馆还在老疗养楼里 - 陈列着其获过的奖。

下一期《门户》杂志的主题：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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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2 年，建筑行业的新标准就会在慕尼黑制定出来。建
筑的各个行业会聚集在德国慕尼黑建筑、建筑材料和建筑系
统国际贸易展览会 (BAU)，介绍行业的最佳创新和最大成
果。2015 年的展会有约 250,000 名参观者。但是吸引建筑
师的不仅仅是博览会， 也有框架项目。在框架项目上有众
多知名建筑师和专家进行演讲和重要奖项的颁发。众多参观
者同样感兴趣的还有“建筑长夜”活动。大约 50 所建筑对外
开放，有 30,000 名参观者进入参观，有了平日难以获得的
收获。在过去的 2 年，霍曼也多次参加了慕尼黑内或周边
地区的项目。更多内容请关注下期的《门户》。

预览

为 BAU 展览会做好准备的啤酒花园还没有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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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优质贵金属材质产品，满足您对
卫生的最高要求

•  防火防烟门符合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可以满足防火和卫生两方面需求

•  玻璃隔断墙和门框可以满足医院和餐厅的特殊需求

•  防火防烟推拉门可以把食品行业的生产车间分割成几个防火区域

•  快速门可以加快食品生产的生产过程，降低能源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