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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式"建筑与“ 新 北京" 
以 1950年代的苏联展览馆为例 

李 扬 

的城市形塑 

摘 要 ： 1954年在 中苏同盟 以及 苏联 大力支援新 中国建设的背景下 ，北京 苏联展 览 

馆应运而生。苏联展览馆的兴建构筑 了独特的“苏联式”文化景观 ，也成为北京城 市重 

要的文化和社会 空间，丰富了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而 苏联展 览馆构 筑的电影馆 与餐 

厅，更是引领着当时的休闲与消费时尚。苏联展览馆的个案一方面展示了1950年代都 

市生活中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意义，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空间与景观改造在近现代 

城市文化建构 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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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20世纪 50年代 的社会 与文化 已经成 为 中华 人 

民共 和国史和社 会史研究 的热 门领 域。共 和 国 

史研究 中一个 不 能 忽 视 的 因素 即是 苏联 的影 

响。无论是以苏联为师或是以苏联为鉴 ，苏联 

始终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 的政治 文化领 域扮 演着 

重要的角色 。对 于新 中国成立初 期 的苏联背景 

研究 ，以往 研究 多集 中于高 层政 治 、外交 、军事 

等层面 ，对 其 在 社会 、文 化 方 面 的影 响研 究 不 

够。近年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从苏联专家到 

市政建设 以及苏联模 式影 响下的宣传 策略与 方 

式等，让我们对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有了更丰 

富 的理解 。 

建筑遗产是 一个时代 的公共 表达 。据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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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的说 法 ，“建 筑是 界 定城 市 空 间 的 主要 因 

素 ，建筑形体和建筑相互 之间 的关联组 合 ，决定 

城市空间 的大小 、形式 和用途 ”①。城市 改造 与 

景观建设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施政理念与都市现 

代性的实践 ，19世纪的巴黎即是西方城市史上 

改造的典 范。其 中奥斯 曼对 巴黎 的改造就被认 

为是巴黎进入“现代城市”的标志，法国学者弗 

朗索瓦兹 ·邵 艾 (Francoise CHOAY)指 出 ，尽 管 

有众多批评，但今天的巴黎几乎全是奥斯曼的 

作品，它打造 了全新的巴黎形象。而这正是建 

立在奥斯曼 “处心积 虑的对景观透视 的基 础上 ， 

其每一个作品都具有纪念性意义”②。德国学者 

本雅明关于巴黎的“拱廊研究计划”也是极好的 

例证。巴黎拱廊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1)的先驱，成为 19世纪到 20世纪前期 巴黎 

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本雅明由拱廊来研究整个 

19世纪的巴黎与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漂泊的 

“波西米亚人”形象让我们印象深刻。③由建筑景 

观出发 ，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变迁与特定群体的 

精神状态正是本雅明给我们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政府很快即确立了 

“服务于人民大众 ，服务 于生产 ，服务 于 中央政 

府”的城 市建设 方 针。在 当时很 多知 识分 子看 

来，这正是他们所期待 的“新北京”。@ “新北 

京”建设 中的重要 内容就 是对城市景观 的改造 。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 ·罗西(Aldo Rossi)的《城 

市建筑学》一书中认为“住房和纪念物是城市中 

两个主要 的经久实体 ”。⑤ 本文所论述的苏联展 

览馆正是具有公共空间性质的纪念物。这种具 

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建筑物很快成为地标，构成 

了 1950年代 “新北 京 ”城市 景观 的重要组 成部 

分 。本文将 以苏联 展览 馆 为个案 ，揭 示地标 性 

建筑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对城 市景观 、文化认 同、 

大众消费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 

一

、苏联展览馆 ：“苏联式”文化景观的构筑 

苏联模式在 1950年代的北京城市建设过程 

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 最初 的城市规划 方 

案到具体的建筑设计，苏联专家多参与指导。 

苏联展览馆 正是这 种背景 的具体 实践。 

1952年 时任政务 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的李 

富春访问苏联。在中苏谈判中，苏方提出愿在 

中国展示苏联的建设成就 ，包括经济 、文化科 学 

技术 、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等 。为此 ，中共 中央 

决定在北京、上海建设苏联展览馆。中方成立 

了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任 

组长，另外两位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 

冀朝鼎与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宋裕和。同 

时 ，北京市财 经委 员会 副主任 赵鹏 飞受 彭真 委 

托，具体参与展览馆的建设工作。⑥事实上，当时 

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中央建筑工程部 

部长万里都 曾直接过问此事，他们还专门向周 

总理报告工 程预算 与设计 问题 。⑦档案 显示 ，苏 

联展览馆的交工 日期经北京市市长彭真与苏联 

驻中国大使尤金商定，各项工程将在 1954年七 

八月间陆续完工。⑧据宋裕和在座谈会上的发 

言 ，展览馆于 1953年 10月 15日开工。苏联方 

① 田银生、刘韶军编 ：《建筑设计与城市空间》，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7页。 

② [法 ]弗朗索瓦兹·邵艾：《奥斯曼与巴黎大改造》，邹欢译，《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0年第 3期 ，第 135— 

136页。 

③ [(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l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④ 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编：《我热爱新北京》，北京出版社 1957年版。 

⑤ [意 ]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英文版编者序言》，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序 ，黄土钧译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2006年版，第 8页。 

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 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二辑)，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50— 

51页 。 

⑦ 北京档案馆藏 ：《彭真、万里等同志关于工程概算设计工作等问题给总理的报告》，1953年 7月 26日，档案 

号 ：1—6—783。 

⑧ 北京档案馆藏 ：《李哲人副部长与米古诺夫同志谈话纪要》，1954年6月 10日，档案号：1—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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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f负责建筑 L|j设 汁的专家 主要 有 安德烈 耶 犬 、 

占斯洛 女}与郭 赫 曼。据 北 京 市 市 长 彭 的 说 

法 ，陔工程 巾方 具体 负责人 为宋裕 和 、谑 朗 lI』、 

工光伟 、汪 季琦 、赵鹏 、苏联 的建筑 艺_术 ‘Ij 

Jx【格 、技术标准等 成为展览馆最 主要的参照 系 、 

彭 真就展览馆建筑 与施 丁问题 在 Lj苏联 家的 

谈话 中说 列 ，“一 切 要用莫 斯科 的标准 ，⋯⋯我 

仃】过 存ilj沟 ，没有 建筑力量 ，进城后 ／j‘l彳『 技 

术 人员 }I很 多对 苏联 先进 经验 还是抗 的 ，仃 

的还 持 保 留 态 度 ，也 有 不 少 是 虚 心 学 爿 的 

⋯ ⋯ 叮以像 存莫 斯科一 样地 管理这 个 、I ，完 

令小要有顾 虑”。 展 览馆 的整体 设计办 案及 施 

1 办法等 }}{苏联专家主导 ，中方协作配 合 ． 

作 为大 型公共 建筑 的展览 馆 ，修 建起 米 许 

非易事。据《苏联展 览馆》宣传手册记载 ：“苏联 

展览馆 占地 面积 约 卜三万 五 t平 方公 ，建筑 

体积是 三 f‘二万 八千立 方公 尺。” 1 957年 ．⋯ 

接待 ：联 柬华 展 览办 公 事 宣 传 处 编辑 版 的 

《 联 展览馆》宣传 手册称 ：⋯匕的设计 l皋J纸 仃一 

万五 丁lj长，加上 晒 的蓝 图总共 有五 万张 、f“1果 

把这些图纸 一张接 一 张地摆 开 ，按一 公 宽 米 

汁算 ，足 Ⅱ丁以摆一 盯里长 。”④巨大 的建筑体 fl}以 

及设 汁厅 的精益求精 ，以至该建筑被 称为“ j 

时 内造 价最 为昂贵的俄 罗斯式建筑” 、 

巾央的全力支持 与各 地军 民的努 力 战 

之下 ，展览 馆如期完 】 ，】954年 1 0月 2 lJ举仃 

J 丌馆仪 式 、苏联 展 览馆 建筑 平 面 “⋯” 

形 ，左右对称 ，轴线 明确而严整 。整个建筑孵 以 

lI1央大厅 为【}J心 ，中央前厅 左右分两填 ，tf1 l火轴 

线 卜⋯北到南分别是⋯t央大厅 、工业销 、露 火剧 

场 ， 翼是农业馆 、莫斯科餐厅 、电影 院 ，尔翼 是 

文化 教 育 事 业 展 览 厅 ，另 外还 有 东 r‘场、、 、 

( 】) 

l冬J 1 北 京 展 览 馆 半 咖 图 

资料米源 ：魏 琰 、畅家 中 ：《解读 北 京展 览馆 》，《华 rI，建 

筑 》2015年第 4期，第 23贞 。 

建成之后的展览馆，很快成 为西直 ¨外 的地 

标 、据 时建T部设计局编写的展览馆建筑参孑 

资料介绍：“苏维埃的人 民建筑师在这 ⋯ 展览馆 

的创作一t ，通过所创造 出的建筑形 象把 『I 埘礼 

会主义祖 国的热烈情感 ，把苏维埃 国家 的光荣和 

伟大传达给 rfl国人民。这一形式美丽 、体积 l 大 

I 北 京档案馆 藏 ：《苏联 展览馆工 程问题 谈会纪 》，l954 3月 10口，档 案 号：1—6—784。 

北 京档案销姣 ：《彭 志 展 览馆施 I： 家 多洛 烀 切人 M忠 的谈话纪 要》，1954年 2月 1 J日，梢 窠 l ：l一6 
— 784 

：{、 《 ：联展 览馆 绍》，载接待苏 联柬华 腱觉办公 审 -、 传处编 ：《．)_j=联 展 览馆—— 苏联 经济 及文 化建 没成 就 展览 

会 传 资料之 一》l957年版 ，第 l页。 

‘、 《 联展 览馆 是怎样 建设起 来的》，载接 苏联 米 I匕腱览办 公审饩 传处 编 ：《 联 展 览馆—— 苏联 经济 及 文化 

迎设成 就腰 览会宣 传资料 之一》l957年 版 ，第 1 5 

《建筑创作 》杂 志社编 ：《建 筑 叶1田六 ／'t·作l 巷(1949—2009)》，天津 大学 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74贞 

()- 魏琰 、杨豪 巾 ：《解读 北京 展览馆》，《华 ，{1建筑》2()I5年筇 4期 ，第 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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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物 ，显示 了苏联建筑艺术和建筑科学 的辉 

煌成就”；从建筑效果来看，“当人们走出西直 门， 

便看到那高耸入云、闪闪发光的 87公尺高的鎏金 

尖塔 ，一颗巨大的红星 ，在塔 的顶端闪耀着。在典 

型的俄 罗斯建筑形式的尖塔下 面，是一排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的缩写字母 CCCP；塔座正 

中有苏联国徽 ，塔基座下面的中央前厅 正立 面拱 

券 门廊上都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 ‘苏联展览馆 ’。 

整个建筑物坐北朝南，以中央尖塔作为中心，它的 

东西中央轴线穿过西直门城楼 ，南北 中央轴线通 

过垂直在广场前边的林荫大道直对辽代建筑—— 

天宁寺塔”。① (图 2) 

； 舟。 

图 2 区域规划平面 图 

资料来源：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北京工业及城市建筑 

设计院苏联展 览馆设 计组编著 ：《北 京苏联 展览馆建 筑 

部分》，建筑工程 出版社 1955年版 ，第 2页。 

建成之后 ，梁思成先生对苏联展览馆 的建筑 

艺术也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 ：该建筑的整体布局与 

北京城市的整体规划尤其是 与西直门外至阜成 门 

外一带的总体规划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该 

建筑也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该建筑很好地 

体现 了苏联建筑的民族形式 与民族传统，同时结 

合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做法，创造出高度的艺术 

效果，符合 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② 

二、景观重塑与文化认同 

建筑与景观的重塑确实是一个城市文化变迁 

的重要体现。2O世纪 30年代 ，莫斯科城经过 大 

规模规划与改造 ，1940年 7月 ，苏联建筑师克 ·斯 

· 阿拉 比扬 院士在苏联建 筑师协会 的讲话 中称 ： 

“自 1935年 7月以来 的五个年头，代表着莫斯科 

历 史整个的一个时代。”因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 

城市有机体再生了”。街道的加宽、广场的开辟、 

莫斯科地铁与苏维埃宫 、卡卢 日街的建筑组群等 

都是例子。进而他认 为联共 (布 )中央通过 的莫 

斯 科 改建 总计 划 必将 在 人类 建 筑史 上 载 人史 

册。③可见 ，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的苏联 ，在其建 国 

之初大力改造旧的城市空间，重塑新的社会与文 

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 “新北 京”建筑景 观的营造 ， 

也可以重塑城市空间 ，并促进城市文化认同。 

苏联展览馆建成之后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巨大 

的。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 回国的翁文灏在参观苏联展览馆后曾赋诗一 

首 ：“规模轮奂复堂皇 ，物力人工耀眼光。新教宏 

开遍众庶 ，机声机制富琳琅。筹谋增进人民福 ，生 

产能从根本昌。三十年来雄树立 ，已超 旧制越千 

邦。”④翁氏认为这一建筑美轮美奂，可以预见新 

中国能够增进人 民福 祉、促进 生产进步。从 “已 

超旧制越千邦”来看，他感觉新政府的壮举乃前 

① 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北京工业及城市建筑设计院苏联展览馆设计组编著：《北京苏联展览馆建筑部分》，建筑工 

程 出版社 l955年 版 ，第 l一2页。 

② 梁思成 ：《对于苏联展览馆的建筑艺术的一点体会》，载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宣传处编：《苏联展览馆——苏 

联经济及 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宣传资料之一》1957年版 ，第 8—13页 。 

③ 北京市 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 会编 ：《关 于莫 斯科 的规划设计》，建筑工程出版社 1954年版 ，第 141—143页。 

⑥ 翁文灏 ：《游苏联展览馆》．载《翁文灏诗集》，团结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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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古人 ，开创 了一个新 时代 。1954年 10月 2日 

展览馆开馆当天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参观了展 

览馆 。他在 日记 中写 到：“午后二点 多和杨克强 

赴西郊苏联展览馆参加开幕礼。该屋于 10个月 

当中造成 。1500工人的努力 ，完成伟大友邦展览 

会的陈列处所。外观极为庄严而美丽 ，柱系 白大 

理石 。⋯⋯在文化馆介绍 了最新测量器 ，光学 如 

显微镜 、分光照相仪 、照相机 、滚珠轴承。三点半 

入内参观 ，因各陈列地点东西很多，而人拥挤 ，只 

能走马观花 ，随大众环绕一圈 ，可说好似刘姥姥人 

大观园⋯⋯。”①除了自发参观的群众外，各单位 

也踊跃组织观众参观 ，据一份工作简报 ，展览馆 自 

1954年 10月 2日开馆到 12月 16日停止一般群 

众参观 ，开馆两个半月参观人数共 2614000余人 。 

平均每天参观人数达42000余人。其中本市各系 

统组 织 的 观 众 共 1600000人 ，外 地 集 体 观 众 

271000人 ，临时前来的零散观众 743000人 。② 最 

后的工作总结中统计的总参观人数更是达到了 

2760000余人，已经突破了原定计划 中两个半月 

观众 2600000人的目标。⑧ 

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很多文学作 品以城市景观 

再造为主题揭示“新北京”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 

“苏联式”建筑。如寿儒的《北京地图》一文用“女 

儿改地图”的方式让我们感受新时代北京景观的 

日新月异。作者从 旧书铺买 回一张北京 的地图， 

被女儿要走。而当他想用地 图找一个地 名时，发 

现地 图被女儿改得面目全非。他于是生气地质问 

女儿为何在地 图上胡乱涂改。女儿笑称 ，地图很 

多地方都不对，诸如范家胡同已成为一片大楼，善 

果寺已经成为公园，原来的刑部街、报子街、丘祖 

胡同已经被打通修成 了一条大马路。地 图上画着 

的红五星是苏联展览馆 ，一 片墨色则是东郊工业 

区，画着蝴蝶结 的几个姑娘代表三个棉纺厂 的女 

工，西北方向的方格子则代表着学院路与西北郊 

的几大高校诸如钢铁学院 、石油学院与航空学院。 

作者对此惊喜不已，因为“七年来(1949—1955)， 

在北京 已经建造 了一千 四百多万平 方公尺 的房 

屋 。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建筑 

的十分之七 ⋯⋯”。作 者不 由感 叹：“北 京 ，空 前 

迅速的建设脚步，把旧的北京古城，打扮得多么辉 

煌壮丽。”④除苏联展览馆外 ，这里的东郊工业 区、 

学院路高校建筑群等都是“苏联式”风格。如酒 

仙桥地区的774厂，即北京电子管厂以及北京热 

电厂 ，均是苏联在“一五”期间援建新 中国的工业 

项 目。⑤清华大学主楼 的设计也 曾仿 照莫斯科 大 

学主楼。景观的变化除给人们带来感官的冲击之 

外 ，也有心理的变化。散文家杨朔的笔下也呈现 

了对苏联展览馆所展示的社会主义图景的向往。 

他写道 ：“北京城的上空新矗起一 座金色的尖塔 ， 

塔尖镶着颗闪闪发亮 的红 星。清晨 阳光一 照，金 

塔便射出光芒，那颗红星像火焰似的燃烧起来。 

红星下面是苏联展览馆 ，馆里摆着苏联人 民所创 

造 的生活 ，所创造的事业。奶奶想望着这颗红星， 

北京城 的人谁不想望着它 。望见 红星 ，我们就望 

见 了自己的理想 ，望见 了明天 。红星—— 正是人 

类生活里最美的东西的结 晶啊 !”⑥而文学家邹荻 

帆也在其诗作《两都赋》中歌颂北京与莫斯科对 

人类解放的巨大意义及其各 自伟大的建设成 

就。④可见，20世纪 50年代，在 中苏同盟的背景 

下 ，全社 会形 成 了学 习苏 联 的文 化 氛 围。这 些 

“苏联式”建筑也成 为当时北 京市重要 的文 化和 

社会 空 间，许 多建 筑 至今仍 发挥着 重要 的文 化 

功能。 

三、“苏联式摩登”：休闲与消费文化 

正如著名 学者李欧 梵所指 出的，“城市 文化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13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28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藏：《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参观组织处工作简报》第 1O号，1954年 12月 15日，档案号：38—2 
— 147。 

③ 北京市档案馆藏：《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参观组织处工作总结》(草稿 )，1954年 12月 28日，档案号：38—2 
— 147。 

④ 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编：《我热爱新北京》，北京出版社 1957年版，第 42—45页。 
⑤ 张久春 ：《2O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工程研究一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 3期 ；刘 

伯英、李匡：《北京工业遗产建筑现状与特点研究》，《北京规划建设}201 1年第 l期。 

⑥ 杨朔 ：《京城漫记》，载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编 ：《我热爱新北京》，北京出版社 1957年版 ，第 17页。 
⑦ 《北京的诗》，北京出版社 1957年版，第 l15—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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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生产 和消费过程 的产物”。在他所描绘 

的“上海摩登”景象中，城市公共构造与空间 占有 

着重要位置。诸如上海外滩的建筑 、百货大楼、咖 

啡馆、舞厅、公园与跑马场等均是民国上海现代性 

的体现。①苏联展览馆建成之后，在完成苏联成就 

展览的使命之后很快也成为北京公共空间的组成 

部分，其作为展览馆与文化单位的身份开始凸显。 

苏联展览馆及其附属建筑诸如莫斯科餐厅 (即俗 

称的“老莫”)、电影院、露天剧场等在当时也刮起 

了一股“苏联风”，引领着 当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 

时尚。 

1954年 12月初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提出接 

管苏联展览馆的方案。其中第一套方案是由各部 

委与北京市联合组成管理 委员会 ，第二套方案是 

全部展览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局接管。他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机构编制 

与经费开支过大，希望财政支持。对于餐厅、剧 

场、电影院的经营方针问题，他 的初步意见是： 

“如果餐厅交给市福利公司经营管理，除紧缩编 

制节省开支外，拟将现在厨房的电气设备暂时封 

闭不用 ，改设 中国式的煤炉灶 ，减少勤杂人员等 ， 

这样就可 以降低 成本 ，但恐苏联 专家不 同意 (当 

时有十五位苏联专家，拟留聘二至三位厨师专家 

作顾问)。在餐类方面，除继续经营俄式餐食外， 

应增 设 中餐部 ，亦以小吃为 主，并 向西郊公 园开 

门，使公园游人进出方便，营业亦可望扩大而不致 

于亏累。露天剧场和电影院交给市文化局戏 曲管 

理委员会接管 ，除改善经营管理外 ，向西郊公园开 

门 ，并专设售票处 ，并与公 园业务相结合。”②中央 

采纳的应该是第一个方案，后来苏联展览馆专门 

成立了管理处，负责展览馆的经营与管理。到 

1957年，苏联展览馆向北京市委申请改名，原因 

是因名称问题使其对外活动受限：“自1954年底 

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结束后，苏 

联展览馆即担负着接待国内外各种展览和各种政 

治文化 活 动 的任 务 。莫 斯 科 餐 厅 和 电影 馆 自 

1955年实行长期对外营业 以来颇受 中外人 士的 

欢迎。但某些对外活动，由于‘苏联展览馆’名称 

的关系 ，常受到一定限制。为了今后各种活动更 

加方便起见，拟将苏联展览馆更名为北京展览 

馆。”更名后，莫斯科餐厅名称不变，电影馆更名 

为北京展 览馆 电影馆 ，剧 场更名 为北京 展览 馆 

剧场 。③ 

据此可知 ，当时莫斯科餐厅与 电影馆尤其受 

到热捧。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宰北京电影市场数 

十年的西方影片逐渐退出中国市场 。苏联影片及 

兄弟国家的影片占据了北京电影市场外 国片的主 

要阵地 。④据统计 ，“我 国所发 行 的苏联影片 (新 

片)，从 1949年起到 1957年上半年止 ，共计发行 

长片 265部(其中艺术片 206部 、纪录片 59部 )， 

短片共 203部 ；同期观众 的总数达十 四亿 九千七 

百八万余人次”⑤。北京展览馆的苏联电影放映 

引领着当时北京城的文化与艺术潮流。 

另外，电影馆的建筑艺术与装饰风格在当时 

无疑是领先 的。据当时建工部编写 的资料 ，“电 

影馆红色的丝绒盘金花的大幕 ，灿烂的天花彩画， 

金色花纹的柱头等 ，都做到了适度 的装饰”；而这 

种装饰风格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纹 

样，“电影院的希腊花纹柱头结合了中国的如意 

花纹”⑥。可见 ，建筑师对此颇为用心。当时对苏 

联展览馆 电影馆 的介 绍称 ：“它是一个吸 引大量 

观众的地方。观众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自己一向喜 

好的苏联电影，并亲身体验到苏联人民的文化生 

活是多么的美好和幸福⋯⋯电影馆舞 台的上端 ， 

高悬着一块红底 金花的圆匾，上 面镌刻着六个辉 

煌的金字 ：‘艺术属于人 民’——这是整个电影馆 

的主题 。”电影馆开馆后 ，早期 主要放映反映苏联 

经济文化建设成就 与文化 生活 的纪 录片。1954 

年 10月至 12月放映的电影包括：《莫斯科在建设 

中》、《中国展览会在莫斯科》、《苏联滑雪者》、 

①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39 

页。 

② 北京档案馆藏：《薛子正同志关于接管苏联展览馆的意见》，1954年 12月 1日，档案号 ：1—6—944。 

③ 北京档案馆藏 ：《苏联展览馆改名为北京展览馆的请示》，1957年 10月4日，档案号 ：2—9—157。 

④ 周静：《新中国“十七年”北京大众的娱乐生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未刊)，第 17页。 

⑤ 沙浪：《苏联电影与中国观众》，《中国电影》1957年 11、12月号合刊，第 81页。 

⑥ 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北京工业及城市建筑设计院苏联展览馆设计组编著 ：《北京苏联展览馆建筑部分》，建筑工 

程 出版社 1955年版 ，第 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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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宫》、《少先队夏季生活》、《伏尔加河一顿河 

运河》、《莫斯科的郊区》等。①此后，这里的电影展 

映与宣传 活 动也持 续进 行。如 1955年 11月 7 

日，“苏联 电影周 ”在北京 开幕 ，映 出《忠实 的朋 

友》、《培养勇敢精神》和《玛利娜的命运》3部影 

片。14家影院参加映出 ，共计映出 1328场 ，观众 

60．90万人次。影院当中就包括新增的专业 电影 

院一苏联展览馆 电影 院，隶属展 览馆。② 次年 11 

月 7日，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四人抵京 ，苏 

联演员玛列茨卡娅 、莫尔久阔娃 、潘尼奇与乌兹别 

克导演鲁柯夫等分别前往首都电影院、苏联展览 

馆电影 院与观众见面并接受 了观众的献花。③ 

事实上 ，由于 1950—1960年代物 质相 对 匮 

乏 ，北京群众 的娱乐生活也相对贫乏。由于新 中 

国对电影事业的支持 ，改变了旧社会 电影票价 昂 

贵的现象并扩大了放映范围，使得电影愈来愈走 

向平民大众，于是看电影成了人们最主要也广受 

欢迎的娱乐方式 。一位北 大毕业生 回忆 20世纪 

5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称，当时大学 

的课余娱乐活动，主要以看电影为主。当然，那时 

候的电影不能说是纯粹 的娱乐活动。入学后看过 

苏联黑白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彩色电 

影《保尔·柯察金》，当时也是非常 自觉地去接受 

教育。国庆十周年学校还专门在学校操场放映一 

批“献礼片”，包括不少苏联电影。④据一位曾在冶 

金工业部工作的老同志的口述实录，他称 自己的 

主要娱乐方式在新 中国“十七年”时期主要 是看 

电影，包括在展览馆的观影活动、到中山公园听音 

乐茶座等。⑨很多知识分子也观看大量 苏联 与社 

会主义国家电影。考古学家夏鼐 1958年 1月 28 

日的 日记 中亦有到展览馆 观影的记录 ，“下 午工 

会发起参观北京天文馆 ，偕秀君 、炎儿前往 ，此系 

第一次参观北京天文馆。先参观展览 室，3时开 

始天象仪表演，约 30分钟。散场后，赴苏联展览 

馆电影场 ，观朝鲜电影《祖 国的儿子》”⑥。有意思 

的是，作为晚清遗老的许宝蘅⑦在其日记中也有 

参观苏联 展览馆 并观看 电影 的记载 。1956年 8 

月 14日 “(初九 日癸丑)八时到苏联展览馆 ，参观 

原子能展览 ，并看 电影 ，不能有所获 ，于此事毫无 

知识，莫名其妙，等于盲人扪檠，即在莫斯科餐厅 

午餐”⑧。即使看不明白，遗老们仍愿一探究竟， 

这正说明了苏联展览馆电影馆在当时对人们的吸 

引力 。正如戴锦华指 出的，“20世纪中叶，电影不 

仅是大众社会的世俗神话的源泉，而且影院几乎 

成了最辉煌的尘世‘教堂’：人们在影院中获得教 

益，获得 日常生活的信念与价值，获得生活方式与 

时尚的信息”⑨。苏联电影在当时也有这样 的 

作用 。 

观影活动之后 ，很 多人 的选择 即是到展 览馆 

的莫斯科餐厅就餐。可以说 ，苏联展 览馆的莫斯 

科餐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北 

京最著名的几家西餐厅之一 ，也引领 着当时的饮 

食风尚。王蒙在谈到莫斯科餐厅时说：“五十年 

代北京苏联展览馆建成 ，莫斯科餐厅开始营业 ，在 

北京的‘食民’中间引起 了小小的激动。份饭最 

高标准十元 ，已经令人咋舌。基辅黄油鸡卷 、乌克 

兰红菜汤 、银制餐具 、餐厅柱子上的松鼠尾花纹与 

屋顶上的雪花图案 ，连同上菜的一丝不苟的程序 

⋯ ⋯ 都 引起 了真诚的赞叹。” 除正餐之外 ，莫斯 

科餐厅的苏式糕点也长期供不应求。1958年 5 

月，展览馆管理处向北京市委提出请求，要求增加 

食品原料的供应。该报告称：“莫斯科餐厅 自制 

的苏式糕点，除餐厅 日常营业用以外并长期供应 

苏联大使馆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部 分 ，但 因面 

① 《艺术属于人民——介绍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电影馆》，载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宣传处编：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纪念文集》，时代出版社 1955年版，第 130—131页。 

② 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电影公司合编：《北京文化史资料选集——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下册)1995年 
版 ，第 110—111页。 

⑧ 《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四位团员和北京观众会面》，新华社新闻稿 ，195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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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白糖、花生油等原料供应不足，其点心生产总 

是供不应求 ，由于 目前 天气 渐热 ，餐厅 营业 量增 

大 ，急需增加糕点和冷食的生产。因此，请粮食局 

通知西 四区粮食科 自 1958年 5月 15日起每月增 

加供应富强面粉 20袋，花生油 250斤，请副食品 

商业局通知糖业糕点公 司每月增加供应 白糖 

1500市斤。”①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 

直到 2O世纪 60年代 ，正如一本小说的描述 ： 

“1968年的北京 ，诺大的一个城市 ，只有两家对外 

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 

展览馆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 

馆 ，其附属 餐厅 叫莫 斯科 餐 厅 ，经 营俄式 西 餐。 

⋯ ⋯ 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习惯了以前 

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 

‘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 

店 ，经营的是法式西餐 。这两家西餐厅是 当时京 

城顽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②我们在很多描写 20 

世纪50—70年代北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老 

莫”的形象，很多精英及子弟的光顾，使这里已成 

为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③可见，俗称的“老莫” 

在 20世纪 50—60年代 的北京消费文化 中占有重 

要地位。正如一位 1950年代出生的人所说：“莫 

斯科餐厅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 

超过了展览馆”，而且“事情有时很奇怪，统一建 

筑体系，展览馆留给人们的，是地道的苏联文化气 

息，而‘老莫’却要复杂得多。它见证了中国社会 

阶层的区别，见证 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人群的 

悲欢聚散⋯⋯莫斯科餐厅对 1950年代出生的一 

代人的成长，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很难诠释，但至少 

注解了他们在特殊时代氛围中青年人不可或缺的 

浪漫”。④于是，“老莫”作为标志性消费文化的符 

号，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集体记忆。 

四、结 语 

北京 自晚清民国时期开始 ，虽然也有不少城 

市近代化的探索，但当时的北京一直以“文化古 

都”的形 象示人 ，与 “摩登 上海 ”形 成鲜 明对 比。 

新中国成立后 的“新北京”如何 塑造新的城市文 

化?这可能需要我们从城市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多 

角度对此加以解读。近年来城市文化史中的一个 

新的研究趋势是将“日常”(everydayness)作为一 

种分析方法。“日常”的概念是历史、现代性和文 

化实践关系 中的一个关键构成部分。⑤北京展览 

馆(苏联展览馆)的营建，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北京城市新的地标空间的诞 生，营造 了新 的城市 

文化氛围，丰富了大众的休闲娱乐生活，让我们感 

受到了 20世纪 50年代北京城市的“日常”，也揭 

示出当时北京都市文化中的“苏联印记”。此外， 

北京展览馆(苏联展览馆)的个案也提示我们，在 

城市文化建构过程中空问的意义。在 20世纪 50 

年代“新北京”的文化叙事中，“苏联式”建筑景观 

成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建筑景观的营建有助于重 

塑城市空间并进一步促进城市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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