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亭路 81弄：

“修旧如旧”中开启老家具收藏

2002 年，当时“尚不懂老家具

收藏”的胡平买下了安亭路 81 弄的

一处老房子。 那是一处西班牙风格

的独立式花园住宅， 出自著名建筑

设计师邬达克之手。 这栋房屋的结

构保存得较为完好，没有经历过“72

家房客”式的大规模改建，珍爱老房

子的胡平由此产生了“修旧如旧”的

念头———不仅要恢复房子初建时的

结构和样貌， 房屋内部的家具摆设

也要替换成与其年代、 风格相匹配

的品类。

有着“壁炉情结”的胡平首先想

把房间内的新式壁炉“翻旧”，为此

他跑遍了徐汇区周边的旧货商店。

一天， 他在永康路的一家旧家具店

前看到一位师傅正在清理一个老壁

炉架，尺寸合适，风格简约，于是以

1300 元的价格买下，成为了他购买

的第一件老家具， 也开启了他的收

藏之路。

“之所以特别喜欢壁炉，可能是

受到爷爷家装修风格的影响。 ”胡平

回忆道。 胡平的爷爷家位于北京东

路圆明园路拐角一幢三层砖木结构

大楼的二层， 大楼系美丰洋行旧址

所在，后改建为住宅。“爷爷家的房

屋有 4.8 米的层高，房间内的壁炉虽

然被封起来了， 但半圆形的炉膛还

是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壁炉前铺

了小块的褐色地砖，釉彩非常漂亮，

让人过目不忘。 ”

胡平的爷爷毕业于震旦大学，

奶奶则毕业于苏州景山女中， 两人

在年轻时都过着“摩登”的生活。 当

年，爷爷向奶奶求婚时，送的是自家

餐厅的著名餐点“咖喱鸡饭”，这是

当时南京的“网红”西餐，也有着衣

食无忧的寓意。 胡平幼时，每逢寒暑

假都到爷爷奶奶家居住， 安妮女王

风格大楼里的咖啡香、 奶奶亲手烤

的面包、 以及衣着考究的爷爷每每

叮嘱理发师傅给小胡平修剪的“菲

律宾式” 发型……这些都令他记忆

犹新。 或许，正是爷爷奶奶的言传身

教， 让胡平对海派生活方式有了最

初的领悟， 也对老家具与老建筑萌

生了深刻的感情。

安亭路的住宅在装修的过程中

不断给胡平带来惊喜：打开阳台间朝

东的墙壁，露出了尘封已久的整排钢

窗；凿开阳台铺设的地砖，露出了原

始的菱形水泥花纹；80 多年过去，洋

房原装的地板也依旧完好如初……

不断发掘着这些“惊喜”，仿佛是在自

己家中体验一场的“寻宝之旅”。装修

完成之后，胡平决定全部用老家具来

装饰这栋房屋，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

慢从入门到精通，成为了一位上海摩

登家具的收藏家。

胡平收藏上海摩登家具近 20

年，目前算上杂件共计有约 2000 件

藏品。 在胡平看来，海派文化孕育的

“上海摩登”风格西式家具，是中国

近代家具史上不可抹去的华美篇

章。“上海摩登家具其实见证了上海

城市发展的百年历程， 反映了那个

时代上海人曾经有过的生活。 ”

桃江路 7号：

海派文化爱好者“网友见面会”

2017 年初，胡平闲暇时在自己

的公众号“Art Deco 上海”上进行写

作，介绍上海老房子的故事，漫谈沪

上名人的传奇， 也回忆自己与老家

具、老建筑结缘的始末。 胡平介绍，

这个公众号完全由他自己编辑运

作，“原汁原味地表达了我的真实看

法和感受”。

作为一处记录自己对海派文化

理解的“小天地”，胡平一开始对于

读者的数量并没有过多期待。“我想

身边能有一二百个朋友阅读也就不

错了。 ”胡平笑道，“但只过了一年左

右，关注者就超过了 10000 人，还有

许多热心读者在评论区和私信中与

我探讨。 ”公众号的关注者多是分散

在世界各地的上海人或海派文化爱

好者， 这使胡平再一次感受到了海

派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2018 年初，胡平的公司搬迁到

桃江路 7 号。 乌桕树下的这栋花园

洋房， 最早曾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

的官邸， 对面就是知名的普希金铜

像。 为了庆贺公司的乔迁之喜，也为

了回馈这些素昧平生却志同道合的

读者， 胡平决定在桃江路 7 号举办

一场“向上海致敬———民国老上海

西式家具小型展”，展出他珍藏的上

海摩登西式家具。

展览期间， 许多老上海文化的

爱好者造访了桃江路 7 号， 参观这

些难得一见的珍品， 全程认真听胡

平的讲解。 大家的热情使胡平感受

到：“海派文化其实一直深深扎根于

大家的心中， 无论这个城市经历了

多少变迁，老房子会拆除、老家具会

损毁， 但大家心中纯粹的海派文化

是永不磨灭的。

这场展览成为了胡平与海派文

化爱好者们的“网友见面会”，也成为

了他们开展更多活动的起点。 此后，

他们每月相聚，开展人文行走，组织

讲座活动，渐成规模。今年 2 月，在胡

平、蔡震、惜珍、范基农、基诺等民间

老建筑爱好者的推动下，“上海徐汇

约莱老建筑文化促进中心” 正式成

立，成为上海唯一一个关于老建筑的

民非组织，也成为了这些海派文化爱

好者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六七十条

上海的徒步线路。 最近这一周，我们

共有三场人文行走活动， 走的是黄

浦区的路线， 与黄浦区文旅局合

作。 ”这些城市行走活动的带队老师

知识渊博、讲解生动，令胡平印象深

刻。 其中包括上海电视台编导、介绍

老洋房历史的公众号“外滩以西”的

主理人张军，全国特级导游孙国英，

以及走读上海活动撰稿人、 特聘讲

师彭彭等。 讲解过程中，他们还会身

着西装、旗袍，展现“老克勒”风采或

“老上海”风情，给予参与者们“沉浸

式”的体验。

花园饭店：

坐百年前椅子 想百年后变化

在 9 月 23 日第二届海派风尚

节的闭幕式上，有一场特别的展出，

花园饭店的主会场中展出了胡平收

藏的“100+1”把老上海古董西式椅

子。 观众们可以坐在这 100 把古董

椅子上，聆听风尚节的闭幕论坛“致

敬百年上海 ArtDeco———建筑、家

具、音乐风尚跨界对谈会”。

胡平将这场特别的古董家具展

命名为“100+1”，有着两重含义。 一

方面， 除了 100 把可供观众就坐的

古董椅子， 现场还展示了胡平收藏

的第一把古董椅子，因设计精美、做

工考究、意义特别，还被他用在自己

公司的标志设计中。 另一方面，

“100+1”寓意着：大家坐在 100 年

前的古董椅子上， 畅想未来 100 年

世界的变化。“我们不能只想着复

古，更重要的还是要面向未来。 ”胡

平说道。

这一理念， 与第二届海派风尚

节“在年轻人中推动上海海派文化

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主旨，也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海派文化活动的参

与者确实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会比较怀旧。 ”胡平说，“所以，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年轻人喜欢海

派文化，如何在年轻人中传承、发扬

海派文化。 我们将节庆活动命名为

‘海派风尚节’而非‘海派文化节’，

也是为了更时尚、更贴近年轻人。 ”

与第一届相比， 第二届海派风

尚节在主会场花园饭店之外设立了

更多的分会场，包括：扬子饭店、安

和花园酒店、静安寺漫选中古街、豫

园、 湖南路 1984 Bookstore 等等，

其中不乏吸引年轻人的活动地点和

主题。“比如在湖南路 1984 Book-

store 进行的欧洲电影赏析活动，我

们为了配合年轻人的作息时间，特

别安排在晚上 7 点， 这样吸引了很

多年轻人参与。 ”胡平表示，明年第

三届海派风尚节将会策划更多年轻

人喜爱的活动， 使得海派生活方式

的魅力为更广泛的群体所知晓，从

而推动上海海派城市文化不断更新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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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摆出“100+1”把古董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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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海派风尚节闭幕式现场展出的“100+1”把古董椅子

■2021年，胡平特地在爷

爷奶奶曾居住过的美丰

洋行大楼前留影

第二届上海海派风尚节日前在花园饭店落下帷幕。作为今年

“五五购物节”期间的特色主题活动，为期两周的海派风尚节围绕

着“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在各个分会场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市民们带来

了一场别具情调的风尚盛宴。

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三重底色

之一， 但一直缺乏相关的综合性节庆

活动。 因此，“举办一个关于海派文化

的节日”， 成为了海派风尚节创办人、

上海摩登家具藏家胡平一直以来的梦

想。 连续两届海派风尚节在民间力量

的推动下顺利举办， 践行了这个满载

着他记忆与情怀的梦想。

见习记者 陶胡昀 ■胡平（左二）在闭幕式的跨界对谈中介绍他对海派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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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庆长假 ， 本报

10 月 5 日休刊一期，10 月

12 日正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