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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新的性格隨和而內斂，他畢業於南京師
範大學美術系，之後，為南京藝術學院室內設計
專業碩士。他說自己 「成長中的兩個關節點影響
巨大」。其中一個是童年。

成長中兩個關節點
一九七一年出生在揚州東郊一個小鎮上的陳

衛新，居住在一座有五進的清代徽派建築的大宅
子裡。馬頭牆、小青瓦，樸素淡然，卻不失大氣
、精細。陳衛新在小時候得過一場大病，因此休
學了一年，天天呆在家中。他說，在圖書館工作
的母親搬來一大堆中外文學名著供他遣閒。

書讀得倦了，他就看家裡挖井從動土第一鍬
到出水、饒有興致地跟在帶着徒弟上門打傢具的
師傅後面看手藝細節，連續兩個月。如今回想，
陳衛新說， 「從小就接觸工藝」，令他對中國漢
字中建築的 「築」有了深刻領悟，他說 「築」字
拆開來，其實就是 「竹木工藝」，他從中體會到
中國傳統的手工藝中，藝術的存在如影隨形，連
師傅工作的姿態都是優美的，耐心而沉着，絕無
心浮氣躁。

唸初三時，陳衛新收到了大姐用第一月工資
買的一把結他和一本台灣雜誌《美化家庭》，這
本雜誌令他愛不釋手，上面印着歌手蘇芮家中的
室內布置，令陳衛新驚嘆 「這個太美好了！」
「房子還可能弄成這樣！」他開始憧憬：人生如

果能參與到這種建設中去是件很美好的事。
休學那一年，他還常去鎮上，看小橋流水，

看橋兩岸人們不同的生活習慣。陳衛新說，這一
切，點點滴滴的細節，令他對中國傳統的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街巷的尺度，有了深刻的認識。他
說，內地過去的傳統街巷，它就是這麼寬，人與
人之間關係非常近，但是關起門來卻自成體系。
建築布局其實是中國傳統哲學觀的表達， 「我可
以把我關閉起來形成自我的世界，但我隨時打開
門就能溝通。」中國人傳統哲學中觀念，不是互
相排斥，而是互相兼容。 「很可能我的窗戶打開
就是你家的後院，你家後院的門打開很可能就是
我家的稻田」。

而另一個 「關節點」，便是大學剛畢業的陳
衛新在一間工廠宿舍樓梯道下的三平方米的小空
間，借住了一年。蝸居時光對他 「影響巨大」，
那間原先放煤球的樓道，狹小的空間裡只能放一
張小床，床的一半堆滿了書，捲起鋪蓋就畫圖。
因為樓梯上下人多、嘈雜，夜間根本無法入睡，
陳衛新索性就全神貫注地讀書。

他說，這兩個人生的 「關節點」不僅僅是他
很重要的 「讀書期」，更是直接領悟到室內設計
最重要的是對空間尺度與人的心理尺度之間分寸
的把握。

私家園林小盤谷
揚州小盤谷，始建於清乾隆嘉慶年間，是光

緒三十年（公元一九○四年）兩江總督周馥的私
人宅院。二○一○年承擔經典私家園林小盤谷的
修繕設計後，借用私家園林做酒店，陳衛新想着
重表達中國傳統的審美意境。

陳衛新說，中國有一種獨特的時空觀念，時
空合一、以時統空、無往不復以及強調生命的節
奏化等，都體現出和西方哲學不同的特質。中國
人的審美着重人和建築親和後獲得的會心愉悅，
室內建築設計不是局外人，而是全身心的投入，
心為之動，身與之適。

陳衛新在 「揚州小盤谷」的室內設計中巧妙
地將自己的傳統建築的 「合適性」理念表達至極
致。即既最大限度的保護現有遺存建築形態及構
件，適度對其進行合理改造，通過設計，提升內
外部空間環境、設施的功能和質量，使傳統建築
符合實際使用及現代功能。

陳衛新將小盤谷的設計總體分為三部分，西
部為西軸線住宅區，中部為中軸線會客區，東部
為花園區。花園又分東西兩部分，進園門，即為
西園。園中有湖山頹石，舊名為 「九獅圖山」，

因其山石外形如群獅探魚而得名。山下有洞，洞
出西口，有池水一泓，池上架石樑三折。池西一
水閣涼廳，三面臨水，山洞北口，臨水設 「踏步
」，石上嵌 「水流雲在」。東西花園以走廊和花
牆分隔，牆南一桃門，上題 「叢翠」，進桃門為
東園，園南有涼廳三間，即叢翠館。

傳統中表達現代
在七十平方米的叢翠館中，中間對柱選用的

是柳宗元與韋莊的集聯句， 「碧樹鎖金谷；遙天
倚翠岑。」岑者，山小而高也。此處之谷，自然
是指向小盤谷的，由小見大，由小見高，由近及
遠，這也是文字給予的 「通感」。在此楹聯的一
側，設定了水吧的位置，完整的體現了功能需求
，水吧的背景選 「米家山水」的名作，採用傳統
金箔工藝，手工繪製而成。在懸掛高度上充分考
慮坐席處人的觀感，畫的下限與吧枱上沿齊平，
由此形成一個略顯仰視的視角，那種 「遙天倚翠
岑」的遐思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而在另一側
，專門設計的木製多寶格，則更多體現了現代設
計的理念，形態各異的茶具展示，烘托出一種氣
定神閒的雍容。

建築與園林外觀，不管是舊有的再予修繕，
還是全新重建，悉數一如百年前樣貌，依然純正
清式本色。室內格局的安排上，從公共空間到客
房，更刻意將尺度挑得、開得高闊寬朗，大氣大
派，自有一股說不出的灑脫。

在設計細節中 「隱秀」亦為陳衛新鍾情的設
計語言。劉勰說： 「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
巧。」陳衛新的設計中，如果說 「隱」給人的審
美感受是餘音繞樑，那麼 「秀」給人的審美感受
就是驚心動魄。

陳衛新說，自己所理解的 「隱秀」實質是具
有含蘊不盡的美感。住在小盤谷的院落裡，可完
整地享受此間的盎然古意，抬頭完全看不到現代
城市的建築，令人生發感慨與反思，會感受到這
個酒店帶來的感受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創設情
境的效果。

他認為，中國的室內設計要在國際空間取得
應有的地位，原始力量的起點就是中華民族的根
，設計中無論是建築的形態還是內部的空間尺度
，都應該要歸根到人的體驗性上。中國古代美學
的審美愉悅觀就懂得擺脫悅耳悅目的外在感官的
快樂，而倚重於悅心悅意的內在愉悅。

陳衛新在設計中式風格的作品時， 「坐古觀
今」，着重 「創設情境」，以實現 「悅心悅意」
。他說， 「對於歷史傳統的尊重與喜歡，首先是
我的基礎，但設計不應拘泥於傳統，在傳統裡要
有現代的表達，要有當代人的生活與價值觀的體
現。」

設計中國最美書店
二○○九年，陳衛新設計

的南京 「先鋒書店」被評為
「中國最美的書店」。這個

南京最大的民營書店已被稱
為 「都市驛站」、 「南京
的文化地標」。

先鋒書店原本是一個
巨大的地下停車場，面積
有四千平方米，地面為高
標水泥，牆面為混凝土建
築，樓層高度不到三米，頂
部全部為通風、水管和消防設
施，紅色、白色和灰色的管道有着
工業時代的特點。

在書店的設計上，陳衛新採取
了自然主義的表達。他說，中國傳
統有個概念 「隨形」，因勢而形，
還有 「因借」，因是順着，借是借
力、借景。先鋒書店原本是車庫，
是車可以停駐的地方，人也一樣，
忙碌當中需要休息，需要充電，需
要再啟動之前的一種平靜，這種場所
最佳的就在書店，因為書能給人很大
的支撐，是前人經驗與總結。所以他的
設計中，刻意保留了停車場的氣質，保
留了所有的交通的畫線和車道的上下坡
道。

陳衛新說， 「有那個箭頭不是很好
嗎？人的上與下，都是一瞬間的事，都
在於你的思維的轉換，思維的突變，一
個人的進步與退步都是相對的，你在書
店裡能不能通過前人的知識積
澱轉換為自己的知識，以此
提高自我上升的趨勢。」所
以，他說，書店不需要翻新、
貼瓷磚。而地下室本身就是有別於當
下滾滾紅塵中另一種隱形力量的存在
。路面上，大家都在為忙碌奔波的時候，對面卻
是一個安靜的讀書場所所在， 「這種顛覆感可能
會加大讀者對於書店的心理期待。」

「樸素與簡單是最能打動人的，書店是不需
要裝飾的，書就是要回歸純粹的書」，陳衛新強
調。先鋒書店內最重要的裝飾主體就是書，收銀
台都是用書壘起來的。陳衛新將四十米坡道頂面
的結構樑引到兩側牆壁形成十八個門拱；門拱上
矗立高度達一米的雲石壁燈，斜坡兩側有波浪式
放書平台，上面由十二盞枱燈組成，整個通道讓
四組燈光照得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給人一種空
間向上的感覺，使得空間立體和豐富起來。頂部
結構樑之間都有黑白經典照片鑲嵌，整個空間中
顯得極其安靜平實，謙遜無華。

「青果」人生另一狀態
陳衛新新近設計的文藝範兒的茶餐廳 「青果

」，被他看作自己人生的另一種狀態，承載着他
的部分夢想。

他說，自己設計的這個茶餐廳，自然不是喝
茶打撲克喧鬧的那種。茶餐廳一說，最早形成於
香港的街頭，至今也有五十多年歷史了。稚形甚
至推至上世紀二十年代的 「飲冰室」，對於南京
這樣的城市，茶餐廳能否有另一種基於南京古城
地域文化的設計可能呢？ 「這是一個夢想」，陳
衛新認為這個夢想實現的快樂對於自己並不亞於
讀一本好書。茶餐廳由平民飲食店被推為香港飲
食文化的一種品牌實在也是當地自由創造精神作
用的。在他以為，茶餐廳＝一種飲食經歷＝環
境＋食物＋常用語。 「青果」也一樣，他希望它
是一種空間體驗，更是一次空間與材料的實驗。

「青果」的設計全部採用舊材料，舊傢具，
陳衛新專門尋覓、收集城市翻新再建中被替換甚
至廢棄的舊物件，僅舊木頭就用了六萬多斤。他
說，希望通過設計再造，產生新的意義，新的價
值，實現另一種歷史的延續。果然，那些老舊的
構件裡有歲月留下的老舊鏤痕，有曾滿溢着熱烈
生命的斑駁印記，因而還擁有了無盡的詩意，正
如陳衛新在詩《屋架》中所描述： 「承載的柱礎
／長成了蓮花倒覆的樣子／樑還在肩負最後的道
義／那些重量毫無溫度／瓦塊當然了解仰望的意
義／暗地裡以一片一片的覆蓋／薄薄地懷戀／早
年身在泥土的真實姿態」。

「青果」已成為南京秦淮河邊的一個時尚地
標，一個全新的小資集聚地。

人近中年的陳衛新，鍾情寫詩，詩集即將出
版。他說，一個人要保持兩種狀態：一種是職業
狀態，工作要符合現代的商業邏輯，但這卻不是
自己骨子裡喜歡的，所以還要有另外一種狀態，
即詩意狀態。他從小就喜歡寫詩，因為詩句能更
準確地表達他自己。

中國著名室內建
築師，《中國室內設
計年鑒》主編、中國
室內設計大獎賽評
委、《中國室內》編
委、中國建築學會
室內分會理事、南
京市室內設計學會
副會長、南京築內
空間設計顧問有限公

司總設計師。先後在
《室內設計與裝修 ID+C》
、《室內建築》、《室內設

計師》等多家雜誌發表設計
作品及論文。廿一熙園、
先鋒書店、愛德基金會

、揚州小盤谷等近二十項設計
作品獲國際、國家級、省級大
獎。
2007年，獲「全國百名優秀室
內建築師」。
2008年，獲「改革開放三十年
傑出室內建築師」。
2009 年 9 月，獲 CIID20 周年
「傑出設計師」。
2009年 12月，獲中國首屆十
大「地域文化室內設計師」。

近年主要項目：
南京中國近代史博物館（南京總
統府）室內設計
南京市南捕廳歷史文化街區設
計顧問
南京廿一崑曲會所建築裝飾及
室內設計
南京水街白鷺舟花園建築裝飾
及室內設計
愛德基金會建築修繕及室內設
計
揚州小盤谷（全國重點文保）室
內設計
南京玄武湖環境綜合整治項目
室內設計
南京民俗博物館廿一熙園（全國
重點文保）設計顧問
南京玄武湖白苑餐廳室內設計
城市書房（南京市鼓樓區圖書館
新館）室內設計
（鳳凰）江蘇國際圖書中心室內
設計
南京城南歷史文化街區設計顧
問

內地的建築室內設計行業起步僅有
二十年。在當下內地眾多室內設計師熱
衷於搬照西方建築元素，爭相以宏大敘
事來顯示實力，刻意達到「震撼」效果的
趨勢中，今年四十一歲的中國建築學會
室內分會理事、南京室內設計學會副會
長、《中國室內設計年鑒》主編陳衛新卻
以一系列簡約低調、平遠隱秀的中式風
格室內設計作品，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以
生命為本體、為最高真實的中國藝術的
生命精神，二○○七年以來便獲得「全
國百名優秀室內建築師」等榮譽，成為
內地第一批室內設計行業的佼佼者。

本報記者 陳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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