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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檔案館：蓋提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的建築收藏庫 

Wim de Wit - 洛杉磯蓋提研究中心建築與當代藝術部主任(譯文) 

 

 

在眾多收藏文化和歷史文物的機構中，建築博物館是迄今為止這一區中最年輕的孩子。在

歐洲與美國，藝術博物館、科學博物館以及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晚期。當時，

歐美的貴族家庭開始逐步允許受過教育的公眾參觀他們家族在過去幾個世紀裏積累的藝術藝術品和

“Wunderkammer”（德語，意為“奇妙的房間”）。然而，建築博物館的歷史卻只能回溯到五、六

十年前。除了極少數特例以外（尤其是位於莫斯科的 Shchusev 博物館），大部分建築博物館都設

立於 1970 年代早期到中期。在這一時期，基於檔案研究的建築歷史開始成爲一個廣泛認可的學術

研究方向。 

 

在這個相對年輕的建築博物館的歷史中，位於洛杉磯的蓋提研究中心擁有的建築收藏處於

一個奇怪的、有些“精神分裂”的位置：儘管最早的建築裝飾材料，如尼古拉斯· 佩夫斯納

（Nikolaus Pevsner）的檔案，是在大約 30 年前獲取的，管理這些藏品的部門卻建立還不到 5 年。 

 

我可以想像，這一切聽起來一定非常的令人困惑。我想我最好還是先簡要的介紹一下蓋提

研究中心及其各部門的歷史。蓋提研究中心始於石油大王保羅·蓋提（J. Paul Getty）。蓋提決

定將自己的錢投資在藝術收藏品上。他大量收藏古典雕塑、繪畫，尤其是 17 和 18 世紀的法國裝飾

藝術品。蓋提的收藏品的數量增長得很快。他先是在自己加利福尼亞州的馬里布的房子加建一個側

翼來存放它們。到了 1960 年代後期，他決定為這些藏品另外建造一個單獨的博物館，也就是我們

說的蓋提別墅。別墅的結構採用古典樣式，模仿古羅馬城鎮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的 Papiri

別墅 （Villa dei Papiri）的樣式。大約在這座新建築建完啓用的時候，保羅·蓋提去世了。他

將可觀遺產中的大部分用於設立一個信託基金，目的是管理和維護博物館及其藏品。不難理解，蓋

提的遺願很多年之後才得以實現。但在 1983 年，位於馬里布的小型博物館突然得到了 20 億美元的

捐贈，一躍成爲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博物館。考慮到可運用的資金遠遠多於需要投資在藝術市場上的

數目，蓋提信託基金決定設立一些其他的機構，其中之一就是蓋提研究中心。 

 

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蓋提研究中心旨在促進與藝術、建築、考古及相關領域內的人文

研究。它以不同的方式達成這一目的，但其所有活動的核心是它的圖書館。由於具備堅實的資金後

盾，研究中心得以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建立一個擁有大量善本與新書，以及版畫、繪圖、照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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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材料等特別藏品的大型研究圖書館。而建築繪圖、模型與照片在一開始就在圖書館的收藏範圍

内。 

 

區別於其他許多收藏，蓋提研究中心的研究收藏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們是出於研究的目的

收購的，而非為了美觀或展覽的需要。每當我們提議建立一個檔案庫，或是提議收購一套繪圖或是

模型時，我們總會問自己：這些藏品的研究價值是什麽，它們如何能夠提高我們現有藏品的研究價

值。換句話說，收購藏品的真正原因，永遠是促進蓋提研究中心工作人員以及從世界各地來訪的學

者的研究工作。 

 

讓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在這裡，你看到的這張建築平面圖是我們大約一年前獲得的。它

據稱是建築師米開朗基羅·西莫內蒂（Michelangelo Simonetti， 1724 年-1781 年）為梵蒂岡的

皮奧·克萊門蒂諾博物館 （Museo Pio Clementino）做的一張初步設計圖。一開始，對於這張圖

的鑑定似乎毫無問題，尤其是當我們將它與該博物館在 18 世紀後期的實施平面圖相比較的時候。

正如你看到的，博物館的真實建築平面圖與我們獲得的繪圖在很多部分上是類似的。兩者都有一個

圓形的房間，一個希臘十字形狀的房間以及一個巨大的樓梯。儘管在皮奧·克萊門蒂諾博物館中，

房間與樓梯的佈置與繪圖上看到的非常的不同，儘管在博物館中使用室外的牆壁表達圓形與十字型

的空間手法與繪圖上空間像是從厚重的牆壁上雕刻出來的手法非常的不同，但是將這張圖鑑定爲是

博物館的早期設計圖是正常的，尤其是考慮到繪圖的背面寫著“梵蒂岡”這個詞的時候。然而，我

們在與博物館有關的出版物或在梵蒂岡的網上檔案庫裏都找不到任何與這張繪圖相關的資料。很難

證明這張繪圖確實出自西莫內蒂之手。 

 

因此，我們向一位做過皮奧·克萊門蒂諾博物館研究的學者展示這張繪圖。他把注意力集

中在繪圖背後的另外一段文字：“Gentilhome Vénétien Farsetti”並提出這是法國建築師

Charles-Louis Clérisseau （1721 至 1820 年）為威尼斯的 Farcetti 宮殿（Palazzo Farcetti）

所做的設計。衆所周知，Clérisseau 為 Abbé Farcetti 工作。Abbé 擁有一個很大的古典雕塑石膏

模型收藏，他希望將這些藏品提供給藝術家們做寫生研究。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這張繪圖便是將

Farcetti 宮殿改建成一個雕塑品展廊的設計圖。 

 

這件事情還沒有這麽簡單。在這裡，我必須補充的是，還有另外一位研究意大利 18 世紀的

建築學者提出，這張繪圖很可能只是為一個由學術機構如羅馬的聖·盧卡學院( Accademia di San 

Luca)主辦的競賽繪製的，並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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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些對於這張美麗的建築繪圖令人疑惑的種種猜測，恰恰成爲了我們決定收購它的

目的。我們期望，在我們發表了關於收購這張圖樣的消息後，會吸引衆多的學者更細緻的探究它的

細節。而通過這項研究，這張圖樣將會獲得一個全新的生命。 

 

我猜想你們大概會覺得爲了研究而收藏仍然是一個非常籠統的説法，而你們會想知道一些

更精確關於收藏的目標的描述。我們的確有一個確切的定義以及收藏政策，它引導了我們多年來的

收購過程。我以下將會詳細地介紹我們的收藏政策及其影響，因為它能進一步幫助理解我們創建這

個能在學術界、建築師團體以及業餘愛好者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建築收藏庫的策略。 

 

每當我接到建議收購的建築繪圖或是模型或外出尋找某個建築師的檔案時，我總是會考慮

這些物件如何可以滿足以下五個類別中的一個或多個。從而幫助我們理解建築行業以及環境建造的

歷史。以下是一些例子。 

 

我要提出的第一個類別的材料，可以簡單的説是那些明晰建築想法發展過程的文件。我們

持有的大量優質的建築草圖本和筆記本。例如，在 1990 年，丹尼爾·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

贏得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設計比賽之後，我們立即收購了這位建築師的早期檔案。這其中包含了一組

1988-89 年比賽期間有趣的一系列草圖。這些筆記本展示了李伯斯金對於哲學和猶太文化的興趣，

討論了建築和音樂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呈現了他為了要使柏林博物館的形式與概念一致所做出的掙

扎與努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設計過程的最早階段，並獲取到在通常檔案館中的建築藍圖得不到的

信息。 

 

我們開發的第二類建築藏品，是那些能夠重現關於建築常規是如何建構起來的材料。例如，

我們有相當多記錄了 19 世紀到 20 世紀的歐洲建築設計和工程教學的材料。人們可以從這些文件中

得知很多東西，因為它們能夠告訴我們在那一個時期哪些東西被認為是重要的、一代人如何影響下

一代人、傳統如何倖存下來、設計師的新思路的靈感由何而來，尤其是，如何訓練建築師/工程師

的手和眼睛。 

 

例如，我們有一個非常出色的包豪斯（Bauhaus）相關材料藏品庫。那些展示了在校學生作

品的文件是特別有價值的。你們可能知道，包豪斯錄取的每個學生在第一年，都被教導要忘記在以

前學校學到的一切。無論之前接受過多少培訓，所有的學生都一定要上一個叫“Vorkurs”的基礎

課程。這個課程強調的重點不是繪畫草圖的技術，而是在於體驗所有的媒介——紙張、木材、金屬、

織物等等——，並了解他們的具體特點。在修讀完這個基礎課程之後，學生可以進入一個特定的工

作室，並向該領域（如陶藝、紡織、家具、雕刻等等）的師傅學習。我們的包豪斯學生作業藏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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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現學校課程的這兩個階段。在 Vorkurs 的作業要求中，可以看到老師通過讓年輕的男生女生們

從美學的角度重構不同的材料來教他們材料的紋理與特點。但我們也有很多來自紡織車間的作品，

如掛毯設計，或是——在學校後期的歷史中的——建築設計。因為我們擁有部分瓦西裏·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的檔案，人們甚至可以比較康定斯基備課時的筆記以及他學生的課上筆記。

這能幫我們更好的理解學生學到了什麽，以及學生畢業之後帶走了什麽。 

 

建築常規一旦被建立起來，將不僅表現於方法論上，也表現在類型學上。由於時間所限，

我在這裡無法贅述了。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有很多的繪圖能讓你研究不同建築類型的歷史，例如火

車站、醫院、教堂，甚至釀酒廠。 

 

我們建築收藏庫的第三個類別的材料，是那些能幫助學者研究建築設計的成品的文件。我

在這裡指的當然是建築攝影。在這一類別中，我們擁有一些重要的檔案：南加州現代主義攝影師朱

利葉斯·舒爾曼（Julius Shulman）和法國攝影師呂西安·埃爾韋（Lucien Herve）的作品。後者

最重要的客戶就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這兩位攝影師的生活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相似之

處。他們不僅年齡完全一樣（都出生於 1910 年），也在非常相似的情況下決定成為建築攝影師。  

 

1936 年，朱利葉斯·舒爾曼偶然遇見一個在理查德·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的辦公

室工作的人。這個人把舒爾曼帶到諾伊特拉最近完成的房屋中去。舒爾曼當時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

校的學生並對攝影建立了一定的興趣。他帶上自己的相機，拍了大約 10 張照片，沖洗出來並送給

諾伊特拉作為禮物。諾伊特拉一看就非常喜歡的那些照片。後來他總是聘請舒爾曼以照片記錄他的

新建築。我們可能會覺得奇怪，當時在洛杉磯一定有其他更有經驗的攝影師，為什麼這位著名的建

築師要僱用這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與經濟有關，僱用這個在此之前還不知道要不要做專

業攝影師的年輕人，會比委托成名的攝影師要便宜。另一個原因則一定是諾伊特拉認為舒爾曼天生

能夠理解他的建築。但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諾伊特拉明白，他可以訓練這個“未受污染的心靈”按

他希望的方式拍攝他的建築。 

 

呂西安·埃爾韋（出生於匈牙利，並於 1930 年來到法國）的故事多少有些類似。 1949 年，

當他在法國南部的時，候聽說勒·柯布西耶在馬賽 (Marseille)完成了一座新的建築。他跑去看這

座房子並拍了 100 多張照片。這座房子當然就是馬賽公寓（Unité d’Habitation）。埃爾韋打印

了其中最好的那些送給了勒·柯布西耶。勒·柯布西耶立刻邀請他來自己的辦公室討論這些照片。

像舒爾曼一樣，自此勒·柯布西耶完成每一項工作都聘請埃爾韋為他拍照。而聘請這位不知名的攝

影師的原因大概也是相同的：勒·柯布西耶一定認為埃爾韋理解他的建築（他在信中稱埃爾韋擁有

“建築師的靈魂”），而且這位相對年輕的攝影師能比較好的表達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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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提到的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研究攝影師的檔案可謂一舉數得。如前所述，它們能告訴

我們很多關於攝影師在推廣建築師作品上的作用。它們也同樣能被用來研究著名建築師的作品，或

是幫助建築保護主義者將建築復原到剛完成時的樣子（大家都知道，它常常與在繪圖上看到的很不

一樣）以及幫助歷史學家研究攝影。 

 

第四個類別是那些能幫助我們了解建築師所處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材料。我們收集

了大約 6500 張洛杉磯聯合車站（Union Station）的建築繪圖。這幢有著爭議性歷史的建築是一個

非常好的例子。直到 1930 年代初爲止，洛杉磯擁有四座屬於四個不同的鐵路公司的火車站。市政

府希望把這些鐵路集中在同一座建築中，但人們對這座房子要蓋在哪裏爭論不已。經過一次公民投

票和許多訴訟之後，最終選擇了一塊鄰近市中心新建的市政廳的場地。然而，這個場地有一個問題：

那裏已經有人住了，它當時是洛杉磯的唐人街。我們有大約 300 張底片以及繪圖的檔案顯示，當時

的人們被強迫離開該地塊並搬到東北方向幾英里的一個街區。所有的房屋都被完全地摧毀。 

當建築師們開始這個項目的設計工作的時候，正是美國大蕭條如火如荼的時候。因爲沒有太多其他

的工作，設計師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繪製建築繪圖。在那些精美的、混合了包豪斯與加州的“使命

派風格”的繪圖手法的繪圖上，每一個小細節都被表現出來。沒有任何一丁點地方是參考之前有過

的設計。 

 

另一個例子是攝影師倫納德·納德爾(Leonard Nadel)的作品。納德爾在 1949 年被洛杉磯

洛杉磯房屋管理局僱用。他的工作室記錄當時城市貧民窟可怕的生活條件以及當時興建的新住屋項

目。納德爾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任務，就是去記錄這座城市早期為其不斷增長的多種族人口的建造綜

合性公共住屋所做的努力。倫納德·納德爾將照片和文字裝訂成兩個大型皮革冊子，希望能夠出版。

這些書告訴我們有關兩個早期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公共住房項目的詳細故事，一個是普韋布洛·德

爾·里約項目（Pueblo del Rio project，由洛杉磯第一個成功的非洲裔建築師 Paul Williams 建

於 1930 年代後期，目標群體是非洲裔美國人家庭）和 Aliso 村（這是美國第一個種族融合的公共

住宅項目，由弗蘭克·勞埃德·賴特 Frank Lloyd Wright 之子勞埃德·賴特 Lloyd Wright 建於

1942）。儘管這些冊子在開始時引起了出版商一定的興趣，他們卻從來沒有機會出版。這很可能是

公衆不久就將公共房屋視爲左翼政治活動的一部分並產生敵對情緒。事實上，1950 年代初期，當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偏執地攻擊一切他視爲共產主義的事物時，納德爾的主管被指

控從事反美活動。在他遭解僱后，納德爾辭職以示抗議。因此，關於這些住屋的照片只覆蓋很短的

時期。但這些藏品非常的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批判性的角度去探究城市和建築的發展。它曾

創造了一個短命的並被強迫隔離聚居區取代的樂觀主義精神。而這一狀況直到現在才慢慢地在美國

的一些城市裏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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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一個研究主題是南加州的建築。在一段相對短的時間內，我們已經能夠獲得一些相

當重要的建築師的檔案，其中包括約翰·勞特納（John Lautner）、皮埃爾·柯尼希（Pierre 

Koenig）、韋爾頓·貝克特（Welton Becket），雷·卡皮（Ray Kappe， SCI-ARC 創始人）以及

弗蘭克·以色瑞爾（Frank Israel）。同時我們也收藏了一些或多或少地被遺忘了，但是值得被重

新評估的建築師的檔案，如弗雷德·萊曼（Fred Lyman）、威廉·科瑞瑟（William Krisel）以及

哈倫·喬治斯科（Harlan Georgesco）。在南加州，最重要的建築檔案庫毫無疑問是在加州大學聖

巴巴拉分校。我們的藏品亦僅次的排名第二。這將成為我即將介紹的未來一個展覽的基礎。 

 

正如上述介紹中呈現的，我們當前建築收藏主要覆蓋的地域範圍是歐洲和北美。由於蓋提

整體（即基金會、保護中心與研究中心）未來的趨勢將專注於在亞洲的項目，我相信我們的建築策

展人很快將涉足地球上你們的這一部分。不過請放心，我們並不打算突然購買你們全部的檔案收藏。

相反，我很樂意了解你們是否願意與我們合作，一起保護你們的建築文件和檔案資料。 

 

我在此集中的討論了我們的收藏活動。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構，藏品是我們工作的基

礎。如果沒有藏品，就沒有研究，而沒有研究，就有沒有研究中心。然而，我們的策展活動所帶來

的卻不僅僅只是藏品。我們也很努力地通過編制藏品目錄，將藏品資料放到網上，以及將地區的建

築和藝術史課堂帶入蓋提研究中心等方式，吸引大家對蓋提藏品的興趣。我們自己的研究、我們的

出版物，尤其是我們的展覽，也都是爲了實現這一目的。 

 

在這個脈絡下，我想說一下我們在過去的三、四年中一直籌備的一個展覽。展覽的名稱為

“超速行駛：洛杉磯構建未來，1940-1990 年”。該展覽著眼於這座城市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高速

增長。這一時期的工業、企業、建築師和工程師們一同協作並互相啓發，而整個城市成為了建築創

新的實驗室。我們的目標之一是打破現有將洛杉磯視爲一座無窮盡的無計劃的蔓延城市的誤解。我

們也將著眼於洛杉磯的汽車文化和它對公路沿綫建築，如咖啡館、加油站、（免下車的）露天電影

院甚至（免下車的）露天教堂的影響。我們也將著眼於高速公路和水路，使城市發展的不同企業，

以及如迪士尼樂園這樣的景點，洛杉磯棒球場和其具爭議的歷史，和大型購物中心。當然，展覽也

會包括洛杉磯最有名的建築，它的住宅，包括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住宅佳作分析 (Case Study 

Houses)，洛杉磯特有的地區性房屋（單體設計完全相同的住宅）及公共住宅，以及弗蘭克·蓋裏

（Frank Gehry）和莫菲西斯（Morphosis）著名的房子。 

 

這種全面性的調查式展覽的一個問題是，它只能展示著名建築師的某幾個作品。我們還是

希望能夠展示那些優秀的但是被遺忘了的建築師的作品。因此，我們決定與當地的其他機構合作。



M+ 思考 | 亞州設計: 歷史，策展與收藏 [2012 年 12 月 2–3 日]  

www.mplusmatters.hk 

	  

	   7 

每一個機構將負責一些比較小、並彼此相關的主題，並提供比我們的概述性展覽中更豐富具體的細

節。所有的展示將歸屬於一個總標題，即“太平洋標準時間：洛杉磯的現代建築”。這些展覽將會

涉及到以下主題，如 1990 年後的洛杉磯，從車上看到的建築和城市景貌，1960-70 年代建築與藝

術的關係等等。在明年春季，總共將有 9個建築展覽在洛杉磯舉行。 

 

我們將明年的五月到六月間的四個星期稱爲“建築月”。在此期間，上述這些展覽，加上

會議、專題討論會、建築導覽以及電影放映將大量吸引來自建築與建築史領域的人們。我們更期望

活動能吸引及幫助建築與建築史領域以外的人更進一步理解我們所居住的環境。歸根結底，這才是

我們收購和展示藏品的根本原因。我明白這並不是唯一的做法。你可能會有不同的計劃。但我相信，

在傳播知識方面，無論是對學者或是對普儸大衆，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期待與你們討論你們的

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