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梅溪湖
片区开发前
的景象。（资
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对于建筑而言，美学只是其附加意义，比起
耗费在设计与建筑上的精力， 长远的运营规划
更考验管理者们的智慧。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诞生， 无论是在
硬件设施，还是文化内容上，都被寄予了厚望。

湖南湘江新区以“政府补贴，企业运作”为
导向， 委托湘江集团旗下华年文旅公司携手北
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合资成立项目公司
合作运营，聚拢了一支专业的运营团队。

华年文旅公司负责人赵春华介绍：“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使命就是要汇聚世界艺术
精品，引领城市的高雅风尚，但在实践中我们坚
持‘高贵不贵，文化惠民’。 ”

2017年的一件事，让赵春华难以忘记。
那年， 大剧院引进了来自英国伦敦西区的音

乐剧《保镖》，大剧院特别给长沙的大学生推出了
3000张60元的学生票。 演出结束后，一位湖南大
学的学生在现场舍不得离开， 她仔细参观了艺术
中心， 最后她在大厅里拉着剧院运营人员的手激
动地说：“我非常喜欢音乐剧， 以前想看只能省吃
俭用去北京、上海，现在在长沙就能以这么低的票
价看到国际最顶级的音乐剧，让我非常感动。 ”

运营两年来， 大剧院引进了众多最顶级的
优质剧目， 包括美国旧金山歌剧院英文版歌剧
《红楼梦》、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法国
戏剧《雪》、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俄罗斯默剧大
师顶级作品《斯拉法的下雪秀》、中国国家话剧
院《四世同堂》等。

每个名城都有一座用旋律和音符凝聚出的
记忆建筑，而它也在默默地改变着城市的性格。
长沙人的文化生活除了歌厅、 酒吧、 电影这些
“老三样”外，也开始慢慢接受了来自百老汇、伦
敦西区等的顶尖戏剧。

两年来，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还持续推出了“湘江艺术+”“大学生圆梦计
划”、市民开放日、惠民演出等一系列艺术普及
和文化惠民活动，降低了市民观剧门槛，让高雅
艺术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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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湖南湘江
新区，由世界顶级
建筑设计团队设
计，40余家建设
单位、数千名建设
者历时 1770个
日日夜夜精心打
造，盛开的芙蓉花
瓣落入梅溪湖水
面，掀起文化“涟
漪”———

■亲历者说

在自己的作品里
看了一场精彩的戏

讲述人： 中建五局安装公司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项目部经理 李宗湘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是我职业
生涯中最自豪的一笔。

该建筑结构异形，空间高大，结构造
型大量采用弧线设计。 所以我们做机电工
程，管线也要随着结构的曲面相应弯曲布
置，极易产生管线的碰撞，施工难度极大。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些管线就像人
体的“毛细血管”一样，细小而交错纷繁。

当时，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BIM建模技
术，以3D效果对现场情况进行模拟，将管
线定位。 为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图纸深化
的任务，我们加班赶工成了家常便饭。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 异形建模难题被顺利攻
克，这让我们处理了5000多个碰撞点，减少
25%的管材使用。

还有一个难点是，大剧场作为高雅艺
术殿堂，对减震降噪有特殊要求。

而空调无疑是最大的噪音源，并且异
形的内部构造也对空调出风口的安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我们商讨出一个方
案。

采用池座静压箱与座位下出风的组
合，空调风首先送入池座静压箱内，进行减
速，然后通过座位下的风洞送到每一个观
众身边。 从风洞出来的风速控制在0.1米每
秒，风量也非常均匀，由此带来最为妥帖、
舒适的感受。

为了从源头抑制噪音， 我们将1000多
台设备底部分别都安装了8个专用减震器，
墙壁内的管线每隔1.5米至2米就安装了一
个减震器。 通过采用低噪音设备、 静音封
堵、合理设计管线走向，尽量减少风噪、进
行声学复核等措施， 严格保障项目的噪音
控制级别达到国家大剧院的标准， 为观众
带来极致而纯粹的艺术享受。

工程完工后，我们被邀请去观看了蒋
雯丽主演的《明年此时》，那时我亲耳听到
的音效可能是我听过最好的，在自己创造
的作品中看了一场精彩的戏，舞台、灯光、
音效都相当棒，感觉舒适，也特别自豪。

（熊远帆 整理）

■链接

省会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成果显著

长沙市自“十二五”时期以来，一大
批标志性文化设施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全力打造“文化地标”。 占地196亩、
总投资17亿元的滨江文化园 “三馆一厅”
———图书馆、博物馆、规划展示馆、音乐
厅,于2015年底建成开放；长沙实验剧
场、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长沙非遗
馆等市级重点文化场馆相继建成开放；
长沙国王陵、铜官窑、炭河里三大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等文化设施建设成果显著。

完善基层文化设施网络。 区县（市）
图书馆、 文化馆100%达到国家一级标
准，80%的区县（市）建有文体中心。

从2013年开始，长沙将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工程。 近
5年,市、县两级投入资金1.8亿元，建成
设施先进、服务功能完善、群众满意度高
的示范性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70个， 村 (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491个； 升级1364个农家书屋， 实现
60%的农家书屋达到星级水平； 加快公
益性电影固定放映点建设 ， 总量达到
100个。

将图书馆、 文化馆建到老百姓的家
门口。 建设图书馆分馆113个、地铁自助
图书馆5个、 基层流动服务点700余个、
24小时街区自助阅览室7个， 文化馆分
馆50个。

（熊远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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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纵观人类城市的发展史， 它不仅是建筑物的
群集， 更是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
的复合体；不单是诸多要素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
集。

梅溪湖以前叫梅子滩， 曾经是长沙一个落后
的小山村，农田、荒地、滩涂、葡萄园，是当时的风
土地貌，当地甚至有“梅子滩，梅子滩，十年就有九
年淹，养女莫嫁梅子滩”的童谣。

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实验区，彻底改变了这里。

2008年1月，在国家大战略背景下，长沙市决
定在河西建设“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先导区， 成为承担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区。

作为当时先导区建设的标志性地块， 令人热
血沸腾的建设场面就在梅溪湖上演了。

“2009年，梅溪湖国际新城启动规划，当时请
来了美国KPF建筑师事务所做总体规划。 ”

唐子可，湖南湘江新区国土规划局局长，从先
导区时代起就一直从事国土规划工作。他回忆，当
时的总体方案上，在这座“新城”的黄金地段就设
置了一个大型文化设施。

“最开始的方向是做会展中心，后来省里决定
在黄兴镇建设国际会展中心， 市委就研究决定在
这里建一座大剧院。 ”唐子可说。

北京有国家大剧院，上海有东方艺术中心，广
东有广州大剧院，长沙歌厅、酒吧全国闻名，却没
有一座能承接国际一流音乐、 戏剧演出及展览的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现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贺文认为：“相对于经济体量的快速成长， 那时
长沙的一流文化艺术场馆建设却相对滞后， 随着
城市发展的档次提升， 修建一个这样的大剧院也
是与发展同步的。 ”

正如悉尼歌剧院是悉尼的灵魂和地标， 美国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了解纽约城市文明的载体，
每个城市也应该有自己诗意的栖居。

“我们当时对梅溪湖有个定位：既是中心城区
又是景区，既要有城市中心的公共配套，又要有景
区优美的环境。 ”唐子可介绍，就这样经过调查与
研究，一个拥有大剧场、多功能小剧场、艺术馆，定
位为国际一流、全国领先、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
全的文化艺术中心出现在这个新城核心地段的规
划图上，并成为长沙与世界文化的美妙链接点。

� � � �到了2011年， 梅溪湖国际新城片区路网已
开始成型，“梅溪湖”的轮廓也已显现，只待蓄水。

当年6月， 一场国际建筑大师充满激情的高
峰对决，在长沙上演。

5家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团队、3位获得普利兹
克奖的建筑大师齐聚一堂，参与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设计投标。

“请来这些顶级设计师，还是花了功夫的。 ”
时任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总工室主任
王广浩回忆， 大家得知扎哈·哈迪德将参加其设
计的广州歌剧院的开幕仪式，于是专程赶到广州
歌剧院等待了一个下午，最后虽然没见到扎哈本
人，但在晚餐时见到了扎哈的建筑事务所的二号
人物舒马赫。 对方被梅溪湖团队的诚意打动，决
定参与投标。

王广浩至今还记得在那场投标会上一个比
一个惊艳的投标方案。

意大利人马尔科·卡萨蒙蒂设计了以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身上所着锦衣纹饰为原型
的主体建筑；沃尔夫·德·普利克斯则在湖畔设计
一座宛如振翅蝴蝶的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而成功
设计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中国国家大剧院、上
海国际机场等杰作的保罗·安德鲁则让艺术中心
从水面上优雅浮起， 就像蔚蓝湖水中一叶白帆；
汉斯·霍莱因用盒子表现大剧院、 艺术馆的创意
令全场震惊；第一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女性获得者
扎哈·哈迪德，则以盛开的花瓣落入如镜的湖面，
最终展现出震撼世人的“扎哈”美学。

述标后，由来自日本的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矶
崎新等组成的评标委员会进行闭门会议， 对5个
竞标作品进行评议。

最终扎哈率领的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方案，以
其独特的设计视角和理念胜出。设计方案最终呈
报长沙市委常委会研究并获得通过。

“没有扎哈作品的城市，不算一线城市。 ”这
是业界对扎哈作品的普遍看法。

西班牙萨拉戈萨桥、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
泳馆、北京银河SOHO，都是扎哈的惊世之作，而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以花瓣落入梅溪湖激
起不同形态的“涟漪”，投射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灵魂，与这片新城的规划建设者们的初
衷不谋而合。

� � � �扎哈的设计“由惊人的曲线在严谨的
数学和几何学土壤里野蛮生长”， 留下美
轮美奂的作品。 但设计真正变成现实中的
建筑物，则需要精细的施工和数千人的汗
水、智慧。

2012年底，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正式动工。

“芙蓉花建筑或许不难，难的是花还
要以实用剧院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负责工程管理的李
永生感叹，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施工难度最
大的建筑。

李永生介绍， 工程结构十分复杂，土
建主体为框剪混凝土结构，在土建结构外
围是支撑建筑外衣的弯扭钢结构，钢结构
工程复杂程度不亚于“鸟巢”。

工程创造了太多的不可能。
“比如‘芙蓉花’的骨架是22000吨钢结

构编织而成，其中一部分要把4.5厘米厚的钢
板像扭柳条一样弯曲。 ”李永生说起工程来
如数家珍。

“芙蓉花”的外幕墙全部是曲面造型。
要先由BIM（建筑信息模型） 进行精确分
解，每一块幕墙的大小、形状都不一样，然
后再进行制模，一块对应一块，独一无二。
安装时，每一块幕墙和指定位置的偏差必
须控制在正负两毫米内，才能确保整个建
筑浑然一体。

“一个班组一天能安装8至10块幕墙，
而幕墙的总数是11353块， 使用的螺栓就
多达45万个。 ”李永生说。

机电工程，则更是难上加难。
“建筑是异形的，但是管线却是直的，

管线该怎么走？ 只能把原本一根直的管线
处理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再拼接起来，以适
应建筑的走向。 ”中建五局安装公司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部经理李宗湘
说。

1770个日日夜夜， 数千名建设者、40
余家建设单位、高峰时期20家建设单位同
场施工，他们目睹了“芙蓉花”从无到有，
见证了一个设计上的艺术品变为现实中
的建筑物。

2017年9月15日，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迎来首演，以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打
造的英文版歌剧《红楼梦》拉开大幕，宣告
项目竣工。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戏剧是时代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 ”
这是莎士比亚赋予戏剧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

而言，或许只有当一座城市拥有了剧院或剧场，才
会有艺术的灵魂。

一个城市应该有这样一座剧院： 它凝聚建筑
设计水平与城市文化意象， 诠释城市治理者与市
民对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期待， 代表一座城市的最
高艺术标准。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就回应着历史文化
名城长沙的城市期待， 灵动而富有张力的曲线勾
勒出来的3片芙蓉花瓣，诠释了这座城市的美学。

不久前，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多功能小
剧场，话剧《萨瓦迪卡卡就是发》上演,这是长沙本
土民营剧团———没想好戏剧工坊的作品。 演出结
束后，导演刘釴白说：“今天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
对我而言是一个挑战。 ”

这个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剧团能登台长沙
这个“网红”地标，源于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推出的“霸蛮有戏”新锐导演戏剧展演，扶
持本土青年戏剧团体登台。

与扶持本土艺术相对应的另一面， 是世界顶
级演出和文化团体的频频到来。比如，英国伦敦西
区最火热的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8月下旬将在
这里上演。

一个文化地标， 就是这样汲取这片土地的文
化养分，又迎来世界优秀文化，并绽放新的花朵，
反哺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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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8年8月
31日，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中
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2018年8月
15日， 观众在
《斯拉法的下雪
秀》演出现场互
动。 当晚，曾荣
获 100多项国
际艺术大奖的
俄罗斯舞台剧
《斯拉法的下雪
秀》在长沙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首演。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