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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

让我们联想到他建筑师的职业。
而深入了解后，便不难发现，郝琳身上文
人雅士的气质蕴含着他对于建筑的自我理解。
“虽然是身在理工科的院校里，我一直认
为，我是学文科的，建筑学是一门人文学科。”
也正是这种理解，让郝琳将建筑师这份在人们
传统观念中有些高高在上的职业，做得充满了
人文情怀与社会关怀。

师。”

高谈阔论。同学们在黯淡的楼道

在清华的学习后，郝琳有了想

这些老师，对于如今在香港中

里经常谈论建筑，那些名建筑师，

要去国外开拓眼界的想法。于是，

文大学兼任客座教授的郝琳，在

名建筑作品，大家的设计作业，

他便申请了美国的一批好学校，

教学理念与方法上，也有着很深

天南海北。泡面的味道也弥散在

包括哈佛、耶鲁、MIT、伯克利等。

的影响。

整个楼道里。那些日子现在想想，

他最终选择了在可持续发展方向

真的会很怀念。”郝琳的脸上难

有着优势、思维也特别活跃的加

掩留恋之情。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我在讲课中会自然而然地受
到清华老师的影响，我常回想当

理想的父亲的熏陶下，耳濡目染

年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清华的老

在清华的郝琳，面对丰富多彩

“这段学习让我在建筑上不再

中郝琳对于建筑学有着一种特别

师是怎样将知识一点一滴地传授

的校园生活，他更喜欢的是全身

迷惑，我想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

的热爱。这种热爱让他在高考那

给我们的。”

心地投入学习中去。“那时真的

建筑。真正的建筑应该是为人服

年，放弃了保送清华电子系的机

“更深层次的，在清华，老师

是很辛苦，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压

务，为环境服务。伯克利有这样

会，毅然决然地参加高考，一心

们让我们明白了建筑是应该为社

力。”郝琳坦言，总会看到同学

的传统，连同在清华的学习，让

想 要 进 入 梦 想 的 专 业 学 习。1990

会作贡献的，设计为人服务的建

和学长们的好设计，身处竞争激

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建筑必须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

筑。比起更注重个人的才华和个

烈的清华建筑系，自然会有压力。

是立足于人，关心社会的发展，

进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从此，

性的国外教育，清华则更注重集 “这个行业其实是很需要天分的。 必须有其社会意义。”郝琳这样

他便走上了一条与建筑设计难分

体的力量和团队，重视培养我们

我不属于有天分的人，是那种勤奋

难舍的道路。

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应该如何发挥

的人。我可能是因为机会比较好，

在美国工作时，他经常到美国

作用。”

不断地碰到好的机会、好的老师、

各地参访优秀的建筑。这段时间

评价那段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

年后的郝琳回忆起来，仍是历历

一向因为学科专业性的原因，

好的朋友。这些老师都会在人生

让他对建筑有了非常深入的体验，

在目。清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清华建筑系的作息在园子里显得

比较重要关键的时刻，指引你下

加深了对书本上学到知识的理解。

利分校、英国剑桥大学，郝琳分

十分独特。郝琳说起那段有趣的

一步该怎么走好。”郝琳谦虚地说。

别在这中美英的三所顶级名校中

学生生活，至今仍十分怀念。

“我和同宿舍的好朋友吴刚，

“后来我发现美国不太满足自
己的要求。在可持续发展都市和

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习。

入学第一天的夜晚，就让郝琳

但提起清华，他仍旧是激动不已。

认识到了大学与高中的不同。向

叫《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这

有些落后。”郝琳说。所以在学

“清华的建筑教育，为每一个

来生活作息规律的他，那天晚上，

就是清华精神，大家这么多年后，

习一年，工作两年后，郝琳便申

学生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在楼里播放罗大佑《恋曲 1990》

还可以聚集到一起，做一些很有

请了剑桥大学，进入剑桥攻读博

提起当年的本科学习，郝琳结合

的歌声中，直至十二点也无法入

意义的事情。好的老师，就像吴

士学位，专心研究和实践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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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与学生之间，常常不分高低长

“同时，这也与清华教授严谨
的治学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郝琳想了想说，“在清华学习中，
我非常幸运地接触到了很多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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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系的男生们会聚集在楼道里

从小，在热爱建筑却没能实现

对于清华五年的学习，二十多
儒雅，温和，文质彬彬，初见郝琳，很难

他们是真心愿意做教育工作的老

“熄灯后楼道里的夜聊，是我
另一个重要的课堂。”每晚熄灯后，

正在一同发展一本很不错的杂志， 建筑方面，比起欧洲，美国还是

幼地交流。”

工作至今，郝琳更多地开始了
对于建筑的社会性思考。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毕马
威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找到了
郝琳，希望在四川支援当地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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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建。郝琳并不希望建一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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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接触的东西。

变得更加美好，我喜欢让大家在

“这次实践，让我意识到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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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大家的公共‘客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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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通过建筑师，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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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事业变成一个大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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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实践和组织乡村营建社这类

来整合不同的人和想法。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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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慈善，设计师也可以作很多

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因为开放性

在郝琳眼里，尽自己的力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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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古地产合作，在四川设计建

的事。这样的建筑本质是聚集人

区再生，让在社区中的人意识到

造第二个慈善乡村社区中心。

心，通过这个建筑，可以改善他

自己的价值，让他们的生活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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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通过各界的知识和智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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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才是中

国的乡村进行更多的设计整合，

实，迈出清华，社会才是更大的

国人理想的生活状态。中国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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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

样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我想要以社会责任去定义郝

和生产方式。”这一点，对于当

琳对于慈善工作的热爱时，他则

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对于生活节

说，
“这也不完全是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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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从业十几年，郝琳在

奏急剧加快的每一个中国人，对

也是一种回馈。社会、清华教育

建筑界也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于常常迷失于忙乱之中的每个人

了我们，之前在清华，老师也告

担当着两家国际建筑事务所的负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诉我们学习建筑，是要为社会作

责人，是成都远洋太古里、隐舍、

“这个时代真正需要设计的，

贡献。作贡献最好的方法，我觉

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等国际获奖

恐怕不是什么雄伟的地标吧。 我

得就是拿出自己的手艺，去投身

作品的设计总监。但被问起是否

常想，设计，深入社会和日常的

社会，设计良善的大众空间，兼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郝琳却摇了

话，可以让大众的生活更美好吧。”

顾那些比较弱势的群体，能够让

摇头。

郝琳认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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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毕业的胡岱松，大学期
间学习的是水利工程专业，毕业
后就进入了水利系统工作。谈起
毕业二十年来的工作经历，胡岱
松说：“其实很多时候工作的变动
是很大的，我毕业到现在工作调
整了好几次，工作地点从湖北宜
昌到北京，再到现在的成都。因
为三峡工程建成后再向上游发展，
在长江上游又有几个巨型的水电
站在建，因此我的工作范围就在
四川省内了。从最初的职能性工
作到现在从事水库移民这种社会
性工作，虽然转变比较大，不过
怎么说都还是在水利系统里，算
是跟大学时候的专业有关系吧。”
刚毕业，胡岱松最初从事的是
职能性工作，专业性很强，参与
包括大坝、水电站之类的工程建
设管理。在从事近十多年的专业
工作后，工作调动使他开始从事
一 些 比 较 综 合 性 的 工 作。2011 年
“其实比我优秀的学长有很多，怎么会找到我呢？我其实算

设计推动文明，改善生活环境。”

“我的梦想，以前是希望设计

不上是优秀校友啦，就大概跟你分享一下这些年来的经历吧。”

郝琳在日常的设计中，会主动地

一栋自宅吧。现今，是希望设计

接起电话之后，电话那头已年过不惑的胡岱松用非常平和亲

融入慈善工作。“与中国儿童少

理想的永续社区，也就是一个大

年基金会合作，其实也拓展了自

众的家，让人们能够快乐地在其

己的眼界，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项

中 生 产、 生 活、 劳 作。 而 现 在，

目，找到了最好地融合在乡村和

这个理想还有距离。”

切的声音说到。

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电站工程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由于大坝修
建导致水位升高，当地的很多村
落城镇都要整体移民，胡岱松正
是从那时起去做了水库移民的安
置工作。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岗
位，忽然开始做一份每天都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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