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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会：
大班们的游戏场所
１８４３－１９１８
马海洋行

１９０８年
天际线或许就在此构思
先请想象这是１９０８年的某个下
午，
三层砖木结构的上海总会。
从它二楼大餐厅的窗户向外望
去，早已不见当年上海乃至中国第一
家西商饭店的礼查饭店，可以见到
的，应是帆樯林立的盛况，熙熙攘攘
的江景，气象台上高高张挂着的、表
示气象符号的各色彩旗，也应见无数
野鸟从江对岸浦东田地慵懒地扑翅
而起，掠过浩茫的江面，旋即消失在
新上海总会如今是华尔道夫酒店。
了上世纪初的纯澈天宇中。
那个时候，云集于此的许多洋行
大班，正处于相当惬意的情感状态 “ 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拾过煤块、
中：有人在餐厅里做成了饕餮之徒； 捡过破烂，人生不是一般般的悲惨。
有人在酒吧里，一边喝着纯正的威士
１８５６年，哈同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
忌，一边思念起苏格兰高地的万般景
同年加入英国籍，巴格达的哈同变身
象；也有人在窗户边探头张望，将目
英国哈同，这对他的人生十分重要，
光有意无意地落定在沿新月形江堤
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命运的改变基于
一路而去的或高或低的建筑上。那
１８７２年，当他还只有１９岁时，便只身
时，这些建筑中已有轮船招商局那
从印度来到香港地区，一年后，那正
幢罗曼复兴式建筑、华俄道胜银行
是英帝国领事总馆在外滩源一地再
大楼那幢古典法式建筑以及伫立南
次伫立而起，哈同来到上海，口袋中
京路口的文艺复兴式的汇中饭……
装着区区的６个银元。
当然，眺望着的大班是看不到后来
哈同在沙逊洋行打得第一份工是
诞生的许多伟大的“ 石头建筑”，譬
做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管门人，但后
如怡和洋行大楼，譬如汇丰银行大
来的历史这样描述这个内心充满了火
楼，譬如沙逊大楼，但他会敏感到已
焰的管门人，
“ 他以同样为犹太人的
隐约呈现的外滩天际轮廓线，会感觉
老板沙逊做自己的榜样，并立志要超
到此处气象已经完全不输给印度的
过已在上海滩颇有名声的沙逊”。
孟买、加尔各答，甚至有伦敦、巴黎、
哈同从看门人做起，而在１８９８
纽约的味道了。
年，他已经由沙逊洋行的管门人成为
可以想象云集上海总会的大班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在偌大
们分别来自于下述洋行：老沙逊、怡
上海滩混出大局面的他，理所当然地
和、仁记、兆丰、公平、太平、通和、德
欲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他对
和、有恒、泰来、永顺、元芳、和记、裕
上海总会的改造、重建投入激情，顺
盛、隆茂、字林，他们相聚于此，只为
理成章。
商讨一个重大议题：如何将年代甚久
这些人中，有着不同寻常激情的
因而显得陈旧、落伍了的上海总会作
非马立斯莫属。
个彻底改造和重建。
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家，马
他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立斯来到上海时年仅１７岁，时间是
这些人中，应该有着无出其右的
１８６７年。他先从汇票掮客生意做起，
一
哈同先生。
番曲折之后，因娶了上海滩第一张西
文报纸
《 字林西报》老板的女儿，
而将
１８５１年
自己的人生命运彻底转换。当他做成
英国大班的上海励志故事
《 字林西报》的掌门人，通过传媒与赌
哈同出生于巴格达，他怎么也不 马双管齐下的生意，他便在上海滩一
会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竟然会与上
路扶摇直上，
直到扬名十里洋场。
海交集。说起他的童年生活，那真是
１９０８年，马立斯已有５６岁，正是
人生的巅峰时期。倾情于上海总会重
建的他，那刻放眼黄浦江上的千帆竞
发，或许已在遐想不久之后自己将拥
有那幢华丽至极的马立斯花园，以及
在武胜路、大沽路、重庆北路、延安东
路一带建造“ 马德里”“
、 马乐里”、
“ 马吉里”等多条
“ 马”字打头的里
弄这番盛景。
总之，１９０８年的这个下午，云集
上海总会的各路大班，尤其是英国大
班，他们热望的事情是：让陈旧的上
海总会变身于一个崭新的、美轮美奂
的新空间。

１８６４年
华丽的三层砖木建筑

拱形玻璃天棚与大理石巨柱仿
佛让人穿越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两年之后，那是１９１０年，在日后
成为远东最迷人的天际线的开端这
头，一幢格局非凡的建筑赫赫然伫
立，它就是完全推倒了重建的新上海
总会，让无数个西方大班魂牵梦萦的
社交空间。
现在让我稍作回述。
早在１８５２年，当上海向整个西方
世界开埠还只有九个年头，当宫慕久

庭院。
新上海总会落成伊始，便有会员
１３００多人，以每个会员收会费１２５元，
仅此一项，上海总会的一年收入便达
到１６万元，已够维持运营。进入上海
总会的，也不必非是会员，不是会员，
倘若有２名会员陪同，又付费７元，同
样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其间。
这个细节还有必要一说。
上海总会开张那日，外滩从广东
路到洋泾浜这一段实行交通管制，马
路边，列着一队队印度锡克族的巡
捕，而上海总会的门前，更是人头攒
动。当上海总会原会员霍必兰在总会
委员会主席波莱特和建筑师布莱的
大厅南侧１１０英尺长的酒吧台。
陪同下来到总会，将赠与他的钥匙插
进新楼大门时，四周便爆发而起雷鸣
《 沪游梦影》曾经这样描
与巴富尔、阿利国划定的租界中的西
羽毛最为丰满，他们在给上海带来一 般的掌声。
方侨民总数还只有区区３００来人，便
整套西方世界的城市规则的同时，也 绘当时上海总会的灯红酒绿：＂或打弹
有一些很上台面的大班，在礼查饭店
渴望在这里复制西方的生活方式，而 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
里相聚着商议筹建总会的事宜。那
一个更加高级、更加奢华的总会能够 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
时，小刀会的暴力搁置了大班们的筹
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作一个更完美的 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踘，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毫不拘检。＂
建设想。
呈现。
在上世纪第二个十年，叫作上海
十年后，１８６２年，英国侨民再次
于是就引出了在上海滩已颇具
提出筹建总会的设想，一个英国商人 名声的马海洋行，引出了它的主设计 总会的这个富丽空间，因此无可争议
很热心地促成了这件事情，他便是兆 师塔莱特。当塔莱特在英国完成新上 地成为整个上海滩上最奢华也最有
丰洋行的大班福格，一夜暴富的他无
海总会的设计稿后，却撒手西去，另 象征意义的一个空间。出入其中的，
除了西方上流阶级，稍后，又多了华
偿捐出外滩３．５亩土地，又借款３万３千
一个建筑设计师布莱紧接而上。
９百两银子，１８６３年破土动工，１８６４年
倘若说曾经的上海总会是砖木 界的不少头面人物，完全可以据此想
建成了上海总会，亦可以叫作皇家总
结构，那么，马海洋行设计的新上海 象，叫作吴文同、刘吉生的等华界名
会、英国总会或上海俱乐部。
总会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是新老 流也出没于此，既然这个空间是对上
流社会的一个说明，谁又会拒绝这样
１８６４年的上海总会是幢３层体量 上海总会的最大差别。
的砖木建筑，每层都有近似于阳台的
整个建筑地上５层，
地下１层。底层 的说明，无论你是西人还是华人
一直要到１９４１年，上海总会才门
长廊，从这个角度上说，它是有东印
入口处两旁采用塔式干柱式装饰。中
度建筑的痕迹。主立面以居中的三角
央有宽阔的大理石楼梯直达大厅。二、 可罗雀，才一片沉寂。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上海总会一
顶为中轴线，两侧形成严格的对称， 三层的立面中段采用了６根爱奥尼柱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古典美学
装饰。立面墙上饰有巴洛克特征的山 度曾经做过汪精卫政府的伪武官府；
特征又一览无余。它的内部空间，设
花浮雕。坡屋顶的南北两端各冠以巴 随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人，
有两个大餐厅，两个小餐厅，还有三
洛克风格的塔座一个。整个建筑毫无 在１９４５年的８月降下了太阳旗，上海
个弹子房，以及棋牌室、图书室、阅览
疑义地贯彻着最彻底的古典主义建筑 总会再次归还英国人；再后来，伴随
１９５６
室和酒吧间。在１８６４年的上海，上海
美学理念：以大门为主轴线，两侧对 着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彻底革命，
年，上海总会变身为国际海员俱乐
总会当得起＂规模巨大而又华丽的洋
称，
横向檐口线、
腰线处理得体。
１９７１年，国际海员俱乐部又变身
楼＂，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可以算作
１９１０年，当你由大理石的楼梯步 部，
外滩地域的一座地标性建筑，与１９０４
入中庭时，目光所及，是一个华丽到 为东风饭店，直到２０１１年，东风饭店
年建成的法国总会、１９２５年建成的美
不可置信的世界：彩色的拱形玻璃天 再次变身为华尔道夫酒店。所有这里
国总会并列为上海滩的三大总会。
棚，拔地而起的大理石巨柱，二层回 的曲曲折折，是几个长篇的容量，决
出入上海总会的最初只能是纳
廊有圆弧形挑出，回廊上的种种装 非这篇文字可以包括，那么，我们只
税的英国侨民，而寻欢作乐的更是侨
饰，让你轻而易举地回到了维多利亚 能就此打住了。
民中的成功人士，因此，我们完全可
时代。
以设想到马立斯、哈同、雷士德们是
大厅南侧设计了一个长达１１０英
如何频繁地光顾这里，并且在大餐厅
尺的酒吧台，设计者却是马海洋行的
中觥筹交错、酩酊大醉。
菊田，
一个有些神秘的日本人。他设计
的这个酒吧的长度，起先说是远东最
１９１０年
长，
稍后又说是亚洲最长，考虑到上海
拆除重生的总会愈加奢华
在其时远东和整个亚洲远远领先的地
王 唯 铭 创意团队出品
１８６４年建造的上海总会到了１９０９
位，
这个说法相信是可以成立的。
欢迎读者交流探讨
来电请致１３５０１７３４５３６
年被完全拆除、推倒重建，在上海滩
新上海总会的二楼有可供数百
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１０３５９５９８７０
的冒险生涯中一枝独秀的大班们的
人就餐的宴会厅和餐厅，三、四层为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唯铭
高涨热情成了重建的最重要的因素。 旅馆，五层则为员工宿舍。总会内亦
本版摄影 记者 施培琦
从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７日开埠以来，相比整
有弹子房、阅览室、棋牌室，地下室还
个西方世界，英国人在上海可以说是
有一个地滚球场，以及玩滚木游戏的
（ 本版面每逢周五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