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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米要闻 COMPANY EVENTS卷首寄语 FOREWORD

秋收冬藏，又是一年转冬。《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
解：“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这是一个适合积蓄的季节，宜温补、宜睡眠、宜阅读、宜安
静；忌寒凉、忌熬夜、忌焦虑、忌聒噪。

一年的辛勤劳作适宜小心地收纳起来，给来年新的生机留存
一粒种子。

这个时节，适合朋友相聚，围炉而坐，举杯畅谈。
这个时节，适合窝在一处，安静阅读。
这个时节，还可以选择一个温暖的远方，旅行。

本期为大家推荐两家不错的餐厅，几本轻松的好书，以及一
种远行的方式。

所有的一切，是为了积蓄力量，来年迎接一个更好的自己。

                       

                                                                   《九米》编辑部

卷首寄语

方法六：
左右各10秒，做
三次。
——收紧手腕的
松弛肌肉

OFFICE 小运动  ——  第二波

方法七：
跷腿，用手肘按
膝盖，左右各40
秒，做两次。
——收紧腹部肌肉

方法八：
石头、布拳运动
30秒+石头、布
拳绕肩一周15秒
做两次。
——缓解肩膀的
紧缩

方法九：
左右各15秒，做
三次。
——扭转身体消
除疲劳

方法十：
10秒，做三次。 
——坐着锻炼腹肌

打

次
“动”

次

2016 年 10 月 29 日，九米设计代表参加
了留下街道运动会开幕式。

2016年 12月 23日，九米建筑设计迎来
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活动，九米收获了满满
的快乐！

2016 年 12 月 14 日，九米公司员工与卓
时公司员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乒乓球联
谊赛。

2016 年 11 月 9 日，九米建筑设计庆祝
公司成立 7周年，一起走过七年，七周年
快乐！

2016 年 12 月 9 日，九米设计在西湖区
G20杭州峰会项目表彰大会获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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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INDUSTRY NEWS

      做为大艺术家伦勃朗和梵高的故乡，以及欧洲
唯一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在艺术和独立特
行的道路上一向当仁不让。巴洛克艺术成功地培养
出了林布兰(Rembrandt)、雷斯达尔(Ruysdael)
等画家，之后演变的改革作风也让许多新瑞艺术家
选择在此地落地生根。
      今天要来看的是位于鹿特丹 (Rotterdam) 市
中心的一座新建拱型建筑，名为Markthal。由当
地建筑工作室 MVRDV 亲手打造而成，而为何有
此造型的构想呢？建筑师Maas 说，一开始觉得这
个计划非常「无聊」，于是乎，脑中起了搞怪的念
头，想来个大翻转 (twist)，而不变的基本构想则
是两片石板组合而成加上中间的市场区域，这就是
主体的 U 形区块的构想。
    整个菜市场的样子是个优雅的马蹄形，一共高

项目名称：DE MARKTHAL
项目位置：荷兰鹿特丹
项目面积：约10000㎡
项目设计：MVRDV建筑工作室
建成时间：2014年10月

      市场坐落城市繁华区，河流与铁路从旁边
经过，古老的大教堂与市场遥相呼应。市民可
以通过地铁，电车，公共汽车等交通方式方便
的到达市场。   
     市场内可以容纳96个农产品销售台，20个
酒类及其他物品零售台。集市上方的拱形由
228个公寓单元组成。集市下方的停车场共
有四层能提供1200个车位，全天候24小时开
放。这种集市加公寓加停车场的组合方式无疑
是世界头例。
      市场大厅长120米，宽70米，高40米。两
个端头是透明的玻璃幕墙，顶部是绚丽多彩的
绘画。市场上方极具个性的公寓建筑开创了城
市类型学的新图景，公园中有102个出租单元
和126个出售单元。得益于拱形造型，顶部单
元有着更宽大的屋顶露台。
    公寓住户分别通过地面上的6个入口进入公
寓。公寓的窗户都是三层玻璃的设计，隔音又
隔绝味道。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11层。隧道前后两个玻璃格幕墙由钢索和玻璃制成，
如果刮起了强风暴，能拉伸75cm的距离，这也是整个
欧洲最大的玻璃幕墙。
    拱形的内部，是由艺术家 Arno Coenen 和 Iris 
Roskam 携手完成的一幅巨大画作“丰收之角”，画
满了巨型的鲜花水果蔬菜，人站在下面有种自己变成
了小小昆虫的错觉。灵感来自于市场上的产品，以及
在荷兰的绘画艺术史当中，占据极大比例的花卉和昆
虫。用PIX的动画软件，将水果，鱼，面包，鲜花与
附近的大教堂等等景色重叠起来，整个顶部艺术绘画
的创作色彩丰富，内容繁多，意喻新鲜的事物从太阳
上降落。这样大面积的壁画创作的实现依靠3D投影技
术，是的，您看到的图像都是被投影上去的，因为图
像的面积很大，一台电脑无法读取，因此发到了多台
电脑和投影机进行分别处理与投影。另外在市场的天
花和墙面上布置了2mm厚的吸音板，为市场创造了良
好的声学环境。
     此项建筑的设立不仅仅只是地标性的景物而已，更
是一个全然开放的巨大空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
饕餮盛宴。

来源：http://www.weimeixi.com



06 07

9M/NO.10-12/2016

员工天地 STAFF CORNER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

文字编辑：雷梦娇

  在大家最期待
的“幸运大抽奖”环节中，

周金华获得了特等奖，章建招、张
宝澜2人获得了一等奖，徐进、柴迎等四

人获得了二等奖，顾新伟、毕若辉等12人
获得了三等奖。

       期待已久的圣诞晚会已经落下帷幕，九米
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光阴似箭，一眨眼忙碌
的一年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希望
所有的同事工作顺利，健康平安！

 
       2016年12 月

23 日，九米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迎来了2016年的圣诞节。

下午15:00在大会议室开始举行活
动，活动内容包括梦想改造家、幸运

大抽奖、生日会、欢乐寻宝、互赠礼物
等环节。
        九米设计员工先是围绕着“梦想改
造家”这一主题，积极的提出自己的

想法，做方案，画效果图，努力改
造更加美好的九米。工作是生

活，九米也是家！

Dear Ms. Deer, 
Merry Christmas! 

Thank you, Dear 
Mr. Dee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y Dear Deer Friends !

版面设计：雷梦娇

06 07

9M/NO.10-12/2016



08 09

9M/NO.10-12/2016

作品一览 SHOWCASE

杭州银湖学校
诗画书院 山水聚落 理想校园

       校园，往往是人生中承载最美记忆的重要场
所之一。我们认为，一座理想的中小学校园，能
成为传道授业、知书达理的学府，同时也是嬉笑
玩闹、快乐成长的天堂，既有严谨的课堂教学，
又有多彩的户外生活，既能恭敬地接受人文礼
教，又能自由地探索天地自然，前者，让我们联
想起中国校园的原型——“书院”，而后者，似
乎可以归于那些山水之间的村落……

       于是，我们对于整个校园的构想围绕着“书
院”和“村落”的意象展开，试图在这个校园的
营造中，将两者的特征同时注入，营造一座严谨
与自由并存，教学与生活并重，兼具山水特色和
人文底蕴的“理想校园”。

杭州银湖实验学校位于银湖新区的北

部，总用地约为350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14.711万平方米。杭州银湖实验学校包括

小学、初中。小学计划每年级6班，每个班

40人， 6个年级约1440人；初中计划每年

级20班，每班45人，3个年级约2700人；

全校各年段学生人数设计总规模为4140人

左右。

设计需要关注三个关键问题：

1. 体现学习功能和生活功能的融合，

既有足够的教学场所，又有丰富的活动场

地，室内室外具有田园诗韵的校园风格。

2. 体现自然与生态特征，将学校地处

午潮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生态优势充

分保留并体现在设计中，使校园与环境特

征相得益彰。

3. 与学校的教育理念相协调，实现传

统型、现代性、国际性的结合；并将人文

元素与科技元素结合。

这既是限制条件也成为营造这所学校

的重要依据。我们在设计时将传统书院和

村落的两个核心意向自然融入，并从揽

山、亲溪、构园、合院、游廊、点景六个

方面展开，将校园打造成为一处依山展开

的山麓书院和一片绕溪而行的溪畔学村。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摄影：陈张伟、周先

文字编辑：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建设地点：浙江杭州
设计/ 竣工：2014/2016
总用地面积：23500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48000 平方米
项目性质：36 班小学，60 班初中
建筑设计：九米建筑设计

对于学校而言，教学区是师生展开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因此我们在对教学区块的空间设计做了仔细考量。

教学区和学校中心共享区、活动区，中小学各自的食堂，宿舍

关系良好，距离适宜，内外动静分区明确。通过合理规划使教学区

的空间和视觉景观能在多视角的层次中延伸、展开、变化，赋予师

生对校园空间更多的良好体验。

优化教学组团内外部空间，通过研究区块内部组团之间以及与

区块外部相邻组团间的空间关系，使教学区内外转承呼应，重点设

计小学面对学校入口前广场、小学面对操场，中学面对湖面，中学

面对山体空间等部位。重在构建适宜的学习，活动，交流的人性化

空间。设计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人的活动和外部空间结合起

来强调场所的参与性，追求建筑组团内外部空间的良好使用体验。

使得教学区外部空间功能化，既提高了教学空间的品质也为课外活

动和生活提供了场所。

 重构组团的内部庭院空间、构筑灰空间。通过连廊、檐廊、入

口空间、垂直活动空间的设置，增加了空间和景观层次，结合以软

硬铺地、宜人的室外家具，灌木台阶，

使之成为供平时读书休闲的富有凝聚力

的院落空间，重在构建适宜师生停留、

学习的场所。

我们将“书院”和“村落”的意象

同时注入设计，营造一座严谨与自由并

存，教学与生活并重，兼具山水特色和

人文底蕴的“理想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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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ON THE ROAD

户外指南--- 骑行 Cycling

来源：doyouhike.net 磨房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如果你想深入感受台湾的话，骑行会是一个绝佳的
选择。因为这里有永不沉闷的风景：阳光、大海、山
峰、田园、还有山谷。这里有绝不单调的美食：甜
品、日料、小吃，还有各种夜市。这里还有完善的自
行车交通系统：车道、驿站，还有全民喜爱的骑行文
化。不管你是走小清新的沿海环岛，还是走激烈艰难
的山地穿越，你都绝不会失望。

       台湾环岛骑行路线非常多，整个环岛时间从7 天到20 天不等，总长在1000-1200km 之间，一般台北为起终
点。 总的来说，台湾东部以太平洋自然风光为主，西部以人文风情为主，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体能条件进行合适
的路线规划及搭配。本指南以逆时针大圈环骑为示例，起终点为台北，从西部平原绕行屏东半岛，穿越东海岸再
经东北海岸回到台北。

台湾6- 9 月是台风季节，冬季台北多雨。每年的3- 5 月和10- 12 月是相对舒适
的季节。春、冬季宜穿长袖速干衣、薄外套，避免身体受风寒。穿专用长裤，
减少膝盖受风寒。夏、秋季须防晒，涂抹防晒系数 30- 50 以上的防晒霜，若不
慎晒伤应立即涂抹芦荟凝胶，并戴袖套保护晒伤部位。

逆时针方向－由西向东
先平顺南下西岸，下坡路段多，可以练习掌握骑乘节奏与调适体
能。接下来面对后续北上东岸爬坡时，更能适应与克服艰辛路段，
另外，沿海岸线可完全接触观赏海岸景观。

方位：台湾西部平原
线路：台1 线（市区）/ 台61 线/ 台17 线
建议骑行天数：三到四日
住宿：新竹、鹿港、台南、高雄

路线详情
● 和东部相比，西部主要以人文历史为亮点，自然风光稍逊。台湾西部道路密集，台1 线穿越市区，
虽然距离较短但反而较慢，可以沿着台61 线/ 台17 线辅道走，很多南北方向公路，包括省道、快速道
路和乡间小道都可选择。

路线详情
● 此段路途中最困难的地方在海拔约400 米的寿卡。从垦丁至寿卡的路段几乎是台湾南部边缘最安静
的区域，为了保护海岸线，台26 线并没有全线贯通，需绕行偏僻的县道，骑行中极少遇到汽车，倒
也可以自在安全地骑行。

方位：台湾南部
线路：台1 线/ 台26 线/ 台9 线/200 县道/199 县道
建议骑行天数：二到三日
住宿：恒春镇、垦丁、满洲、台东（金仑）

路线详情
● 这一段又名花东纵谷。这里有着非常齐全的自行车资源，有各种专门的自行车旅游路线和充足的补
给，常有游客特意来此骑行。若是想沿着太平洋海岸骑行，也可选择台11 线。

方位：台湾东部（花东纵谷或东部海岸）
线路：台9 线
建议骑行天数：二日
住宿：瑞穗牧场

台北
台1线

鹿港

高雄

垦丁

台东

寿卡
台9线

瑞穗牧场

花莲

211km

200km

114km

67km

93km

117km

66km

路线详情
● 苏花公路是环岛骑行里面最有名也是最危险的路段。这段路有隧道、陡坡、窄路，在风雨天气还偶有
落石、滑坡，但这里也有绝美的断崖和壮观的太平洋。骑行者骑行该路段时，切记注意安全，遭遇恶劣
天气或意外封路时，建议选择火车通过或换行路线。

方位：台湾东部沿海- 苏花公路
线路：台9 线
建议骑行天数：一日
住宿：苏澳

行程路线

逆时针大环线

台北- 高雄
411km

高雄- 台东
270km

台东- 花莲
184km

花莲- 苏澳
102km

苏澳- 台北
200km

方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海岸
线路：台2 线
建议骑行天数：二日
建议住宿：基隆

路线详情
● 在夏季这是很美的一条线路，该段全程通过台湾的东北角海岸。沿途随处可见大海与沙滩，补给无压
力，全程走台2 线，也可以走台2 线到达头城后换北宜公路。

七星潭

和平火车站

苏澳

39.5km

54.5km

161km

11km

台北

头城
台2线

39.5km

大环线终

实用信息
台湾道路标示

台湾道路标识非常清晰，环岛一般都是沿着公路骑行，经过城市市区的时候基
本都有自行车专用车道。台湾公路没有慢车道，单车需要骑行在快车道或者机
慢车道，台湾的汽车和机车都开得很快，请注意保持平衡，不要晃悠。

     高速公路       省     道       快  速  路       县     道

单车不能进入
高速骑

除了台9 苏花公路
段，其他全部都有
机车道。环岛主要
干道。

有专用机车道，部
分还有专门自行车
道，机动车和机车
速度很快, 需要注
意安全。环岛主要
干道。

很开阔，标识也
很明显，环岛相
对少走。

多数MM 担心的是长途骑行中的困扰。
①选择快干排汗的衣物，包括内衣裤。纯
棉衣物舒服但不好干，洗完干不了更为行
李加重。
②关于防晒，夏秋骑行晒黑肯定是不可避
免的，更重要的是晒伤问题，长袖衣裤+ 
头盔+防晒帽+骑行镜，两小时抹一次防晒
霜，全天候防护。
③台湾地区设施成熟，如有不适，可即刻
停止休息或就医。

最佳季节女生骑行

安全与保险

台湾的交通设施非常发达，环岛路况良
好，公路养护也不错。除个别山路有些狭
窄，还是相对很安全的。但是户外有风
险，建议提前购买户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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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

文本导读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以色列新锐
历史学家的一部重磅作品。从十万年前有生
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相交织的人
类发展史。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
种，为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我们曾
经只是非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
球上生态的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者水母
相差无几。为何我们能登上生物链的顶端，
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

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我们真
的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更加快乐吗？我们
知道金钱和宗教从何而来，为何产生吗？人
类创建的帝国为何一个个衰亡又兴起？为什
么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有男尊女卑的观
念？为何一神教成为最为广泛接受的宗教？
科学和资本主义如何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
信条？理清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脉络，挖掘
人类文化、宗教、法律、国家、信贷等产生
的根源。这是一部宏大的人类简史，更见微
知著、以小写大，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

作者简介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
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
系教授，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
家。他擅长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研究。
在学术领域和大众出版领域都有很大的兴
趣。他的《人类简史》一书让他一举成名，
成为以色列超级畅销书，目前这本书已授20
多个国家版权，拥有大批青年粉丝。

经典摘录

“虽然人类在采集时代也没有这种合作的生
物本能，但因为有共同的神话故事，几百个
陌生人就能够互相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毕
竟比较松散而有限，各个智人部落还是各自
生活，也能满足大多数智人的自身需要。如
果梁万年前有个社会学家，完全不知道农业
革命后的事情，就很有可能认为种种虚构神
话故事的用途相当有限。讲到祖灵、讲到部
落图腾，或许已经足以让500人愿意用贝壳
交易、举办某种庆典或是联手消灭某个尼安
德特人的部落，但也就如此而已了。这位远
古社会学家不可能想到，靠着虚构的故事还
能让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每天合作。”

“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
想象力。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
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
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
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
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
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
大型合作网络。”

阅读，让我们站在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

文化视野 CULTURAL PERSPECTIVE

文字编辑：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本期为大家推荐《人类简史》与《好好说话》两本书。

《人类简史》，阅读时心情颇为复杂，一面为人类能够在芸

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站在食物链顶端而庆幸，一面又为各种

作茧自缚的行为感到忧虑。这是一本相对而言还算客观（当

然不可能完全客观）审视人类自身的书籍，读起来并不枯燥，

绝对是一本能够读下去的历史类书籍；阅读之后，也许会对

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有全新的认识。

《好好说话》，单从标题来看属于“鸡汤类”书籍，实际上

也的确是。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或许看到这样一本书并不会

拿来、翻开，就算翻开也会防备着去读它。看完之后，发现

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世界，但是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看世界

的角度，让心态变好一些，进行自我拯救罢了。当然，正像

佛语所说，各人“随喜”阅读便好。

因为有了语言与文字，人类得以将经验与智慧积累、

传递，让我们得以从所谓的动物性中分离出来。从口口

相传，到最早的符号记录发展到如今的信息大爆炸时代。

据统计，全世界共使用 5651 种语言，全球平均每天有

约36万 7千本书出版，目前全球有2亿四千多部书籍。

阅读，成为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最

为便捷的途径之一。书籍，既能最大程度的满足人们的

好奇心，又能实现人与人之间更深层面的交流。在越来

越多新媒体涌现的今天，人们依然无法完全从阅读书籍

这一行为习惯中完全摆脱出来。因为书籍相对而言有一

定深度和完整性，属于“慢”信息，适合反复咀嚼、验证。

天气转冷，最适合煮上一壶好茶，窝在躺椅上安静

的读完一本书。

因此，本期为大家推荐几本个人觉得适合这个季节

阅读的好书，与大家分享。

作者: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从动物到上帝
原作名: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译者: 林俊宏 
出版年: 2014-11-1
页数: 440
定价: CNY 68.00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信史学大师畅销经典”系列
ISBN: 9787508647357

作者: 学诚法师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学诚法师与您分享佛陀的说话之道
原作名: 学诚法师
出版年: 2016-9
页数: 264
定价: 39.9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18111681

推荐理由

《好好说话》

文本导读     

成熟而准确的语言体系，是人类社会与动物
最大的区别之一。语言帮助人们可以简单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心情、意愿、感受之类
主观的东西，可以通畅地在人跟人之间进行
传播。说道低，语言不仅是声音，而是输出
思想的工具。

《好好说话》将佛经中的说话之道用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它不只是一本关于如何说话
的书，而是如何从自己的内心去改变看待事
物的角度，从而改变对人对事的态度。因为
语言往往成为最终的表达方式，这些改变自
然而然影响到我们如何的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就是一种修行。

作者简介

学诚法师，俗名傅瑞林，1966年出生，福
建仙游人。1982年于福建莆田广化寺定海长
老座下剃度，并依止圆拙老法师修学。1991
年于中国佛学院获硕士学位。2007年获授泰
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教育行政学荣誉博士学
位。2010年获孟加拉国阿底峡大师和平金
奖。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宗教界和平委
员会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
院院长、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
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
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法音》主编等
职务。

经典摘录

“智慧不是外面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本来
就有智慧，只是因为被我执下的烦恼遮蔽住
了。现在当我们把烦恼减轻了，智慧自然就
被开发出来了。比如，在寺院里吃饭的时候
不说话，那么久而久之，人的内心会变得很
安静，就会看到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会
进步。”

“有人问，如果跟一个戾气很重的人沟通，
我们是忍着不说话，还是顺着他或者跟他作
对？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沟通不是为了
说服别人。沟通是为了理解别人，如果你理
解了他的戾气，他的戾气就开始减弱；如果
你抱怨冷漠，他的戾气就会增长。”

“说话不知轻重，这实际上是内心糊涂的一
种表现。比如父母疼爱孩子，这是毋庸置疑
的，但很多父母对孩子说话时却不知轻重，
像'你看看，张三学习怎么样，再看看你……'
这种话对孩子来说是很重的话，会深深伤害
孩子的自尊心。这样的父母，虽然不乏对孩
子的慈悲心，但是却没有智慧，内心是糊涂
的。所以当他看到孩子有一些缺点或不良习
惯时，就会迫不及待地强行改造，说话不知
轻重。”

冬季阅读清单

除了《人类简史》与《好好说话》，另外推
荐几本好书，适合在寒冷的冬季慢慢咀嚼。

十一种孤独
作者: （美）理查德·耶茨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译者: 陈新宇
出版年: 2010-1
页数: 245
定价: 2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理查德·耶茨作系列
ISBN: 9787532749195

《十一种孤独》以冷

峻的笔触描写了美国

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普

通纽约人的生活，写

了十一种孤独的人生，主人公都是缺乏安全感、

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

有着杰出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却一心

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

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等。耶茨笔下都

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

失落与绝望，他自己曾说：“如果我的作品有什

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为什么有些城市的公

共空间很人性化，

运转良好，有些却

不然？这本书是关于城市空间的，所得出的结

论，也都是通过直接观察获得的。1970 年，威

廉·H·怀特建立了一个叫做“街头生活项目”

的研究小组，观察城市的公共空间。观察是从纽

约市的公园、游戏场地和街区里那些非正式的休

闲娱乐场所开始的。观察的时间长度是 10年。

木心诗选
作者: 木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
页数: 432
定价: 49
装帧: 精装
丛书: 理想国·木心作品
ISBN: 9787549563791

《木心诗选》中的诗

歌选自诗人木心的诗

集《我纷纷的情欲》、

《西班牙三棵树》、

《伪所罗门书》、《巴

珑》、《诗经演》、《云雀叫了一整天》。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作者: [美] 威廉·H·怀特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译者: 叶齐茂 / 倪晓晖 
出版年: 2016-3
页数: 176
定价: 35
装帧: 平装
丛书: 大学译丛
ISBN: 97875327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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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指南
——甘庐身在此山中

金属、线条、黑色
酷酷的外表
却因为落地窗和热闹的绿色植物
显得友好而温暖
西溪路上，闹中取静
1000㎡，工业风，黑色禁欲系
既是西餐厅、又是酒吧、咖啡馆…
这大概是全杭州最酷的餐厅了吧

它叫黑桃，一个冷峻的名字
餐厅的设计师张健
设计过甜蜜的蜜桃小馆、清新的山舍
而这一次，“黑桃”就像个暖男
冷酷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温柔的心
偌大的餐厅大厅
原来的深灰色水泥墙得以完全保留
又增添了瓦砖的元素
木制桌椅也跟着低调复古起来

店铺信息
黑桃餐厅
地址：西溪路550号 西溪新座7号楼 2层
时间：10:30 - 23:30
价格：人均100元
联系：0571- 87771606

       也许是怕黑色太多过分沉寂，
设计师在深棕色的桌椅旁摆满了水
泥花盆，将仙人掌，琴叶榕，日本
大叶伞，千年木和各种蕨类栽种在
里面，鲜活的绿与冷峻的黑色在一
个空间同时存在，这种对抗着的视
觉感似乎让人更加迷恋黑桃。

店铺信息
甘庐餐厅
地址：西湖区翁家山268号中国茶叶博物馆龙井馆区B3
时间：10:30-22:00
价格：人均168元
联系：0571-88095888

座落于群山包笼的天籁，竹木掩映
曲径通幽的山门，庭院深深深几许
倒算是有几分京都之美

拾阶而上，抬头看见曲径浮香木匾
古典的建筑品味，呈现空间的环山感受

它叫甘庐，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国内著名设计师沈雷操刀，依山而建
利用山体走向，将室内空间完美地分隔与布局

轻轻推门而入，流露出的是一种宁静致远的氛围
似乎这是登上龙井山后柳暗花明的意外惊喜

停留在甘庐这一方天地
可以透过短暂的逃离舒缓身心疲惫
就像一次堪称是最自然疗愈式的放空

        甘庐的内部餐厅空间分为三层，三楼有两个包厢，大大的落地
窗，沿山而建，可以看到绝美的山景，偶有松鼠穿过。
        店主说，她想为每一个客人营造出一段与自然共度的时间。房
间里的光线会随着山里一年不同的季节和一天不同的时刻而变化，
而当下的季节之中，每一天的树叶颜色可能都是不同的，而眼前这
一整片山顶的周遭风光，都成了餐厅最佳的风景。

       甘庐做的是精致的日式创意料理，大厨来自台湾，价格分别为
168元和268元两档，按季节和特色做菜色的配比和调整，只接受
提前预约的客人。握寿司口感绝佳，用手拿起一个，丢入口中，入
口即化，实在是销魂。
      如果时间充裕特别推荐可以选择中午上山，午市套餐有非常惊
艳的牛肉面，曾有客人称赞“这是在中国吃过最好吃的台式牛肉
面”。午市的好处就是餐后便可顺延享受美好悠闲的下午茶时间，
玫瑰红茶的汤色纯正，视觉上就让人甚是喜欢。此外，所有的茶点
也均出自于台湾茶艺师之手。
       在甘庐，好似着了一种魔法，感染了宛如山林的宁静，意外地
与大自然来了一次“通感”。你要做的只是慢下来，即便是来吃碗

牛肉面，然后一本书一壶茶就可以打发一整个下午。

文章来源：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19596736.html
http://www.weixin.dachengxiaodian.com

文字编辑：雷梦娇
版面设计：雷梦娇

       享受美食也是放松身心的时刻，用餐环境对于

吃客们来说简直如睡觉时的床一般重要，如果没有

一个美好的用餐环境，就提不到享受美食，良好的

用餐氛围无疑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这场美食之旅中。

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不妨去享受美食，放松心情。

那么，联合大厦附近有哪些值得一去的美食店呢？

接下来，让小编推荐两家美食店！

      黑桃餐厅主打融合西
餐，将中式的元素融入
到常见的西餐中。招牌梅
干菜猪腿肉披萨、独特的
盐岩牛排、山贼烧鸡、煤
球海鲜饭、汉堡、咖啡羊
排…

       你可以在一个阳光明媚略带微风的午后，窝在落地大玻璃窗旁的皮质大沙发，点杯招牌咖啡，在醇厚浓郁的香气中小憩一
番。晚餐后，黑桃的暖灯统一暗下来，需要夜生活的你不必转场再寻一家酒吧，只需坐在大大的吧台旁，等帅气的调酒师调制一
杯最适合你的特饮，小酌还是痛饮，那都是你的选择。
       黑桃仅有四个包厢，巧妙地用扑克的字母命名，都配有大屏幕投影。既适合几个朋友聚会，也能容下200人的生日派对、婚
礼，想怎么吃饭，都随你的心意。

美
食
指
南
丨
杭
城
之
西
有
黑
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