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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大庆即将到来之际，从
香港传来喜讯：在刚刚落幕的由美国建筑师学会
香港分会（ AIA HK ）进行的 2018 年度区域
与城市设计评比中，溢达集团在桂林投资建设的
“十如”(Integral)工业旅游园区荣获“年度城
市设计类优异奖”。该奖项为美国建筑师学会在
亚洲地区(除日本)组织评选的建筑与城市规划行
业重要奖项之一。

“十如”是溢达在纺织服装行业深耕 40 年
的转型升级之作。溢达集团成立于 1978 年，伴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壮大，也亲身经历了纺织行业
的波澜起伏。时至今日，溢达打造了从棉花种植
到零售的纵向一体化供应链，在海内外数十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 57000 余名员工，每年为 Hugo
Boss 、 Ralph Lauren 、 Tommy Hilfiger 、
Lacoste 、 MUJI 等知名品牌生产超过 1 . 1 亿件
衬衫。

然而，在举世闻名、风景秀美，对于环保要
求极为严苛的桂林市投资 20 亿建设一个“工
厂”，让很多不了解溢达的人感到疑惑。

“人们可能会认为纺织制衣行业是劳动密集
型的夕阳产业，而我们在桂林做的就是要颠覆大
家的固有观念，向世界展示纺织行业在保持竞争
力的前提下，依然可以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
境，达成自我价值，并践行可持续绿色发展。”

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道。

位于桂林市象山区，占地 800 亩的“十
如”之名取自佛学“十如是”的概念，即：世界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是紧密相连，

相互依存的，要想达到和谐共生，必须从多方面
努力，不懈追求，才能达到日臻完美的状态。

“十如”由备受推崇的香港吕元祥建筑师事
务所（ Ronald Lu & Partners ）操刀进行
建筑概念和方案设计，该事务所同时也是香港戏
曲中心及零碳天地等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单位。吕
元祥在进行“十如”概念设计之初就尝试将工业、
建筑和景观进行完美融合：依照原有的地势进行
建筑排布，避免过多的土方挖填；以桂北风格民居
为蓝本进行厂房设计，外立面使用传统的青砖和
竹制材料，让建筑与周边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料，
溢达也都精心地保留了下来，用在园区美化和围
墙建设等工程上，力求尽量减少由于施工而对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目前，“十如”工业展示部分的 5 栋主要
建筑已全部完工，采用世界上先进设备的棉纺工
艺展示中心已开始试运营。该展示中心的设备全
部由德国和瑞士进口，是目前世界上自动化程度
最高的纺织生产线之一，近 5 万平方的恒温厂
房里，一班仅需 30 余名员工。

在“十如”的获奖页面，美国建筑师学会香
港分会写到：

Integral’s prime planning and archi-
tectural design principles were to respect
nature and site context and create archi-
tecture which co-exists with the natural
landscape. It strives to create a balance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while

enhancing industrial &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f society.（翻译：十如的基本规
划设计原则在尊重自然和原始环境前提下，打造
与自然融合共生的建筑；在不断推进工业和技术
进步的同时，创造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平衡。）

美国建筑师协会（ AIA)是一家拥有一百多
年历史的专业建筑师协会，与英国皇家建筑师协
会（ RIBA ）并称为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两大建
筑师学会。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奖被认为是建筑
界最高的荣誉之一，共设有三个奖项，分别是建

筑设计、室内设计和城市设计类作品，每一个
获奖作品都是非凡卓越的代表。

与十如一同获得 2018 年度美国建筑师协
会香港分会设计奖的建筑包括：

西藏林芝市墨脱气象中心
中国银行宁波分行大楼
浙江湖州安吉悦榕庄
……
自此，我大美广西将新增一个标志性景

点！

展现工业与生态交融之美，为 60 周年大庆增光添彩！

桂林“十如”（ Integral）获美建筑师协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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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广西的近代名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李白黄”，然后，再说下去，应该就是马君
武。前三人是武将，马君武是文人，是“李白
黄”的前辈，他做广西省长的时候，也算是
“李白黄”的上司。

马君武是少有的国共两党都尊重的广西名
人。白崇禧晚年的口述史专门用不小的篇幅说
到马君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鲜活的马君
武的形象，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曾在百色向他上条陈，建议应如何收拾
数项，适马在下围棋，他对公事本事必躬亲，
独下围棋时什么事都不理，有人递上我的条陈
给他说：“白某人来条陈。”他随便一看没看
完说：“狗屁。”人家对他说：“这人是保定
的，他的说法也不错。”他再看看才说：“还
好。”他个性强，对公文都亲自批阅，但常
说：“狗屁不通。”我由广西潜赴广州疗腿
伤，到贵县，发现马省长上船，遂一起赴粤。

在广州他待我很好，陈炯明叛，叶举炮击观音
山时，我在医院听到炮声，他竟亲自来看我，

拿钱给我，叫我不要出去。

这是白崇禧与马君武直接接触的印象，白
崇禧的口述史还提到马君武的一段公案：

（马君武）对戏剧改良颇为注意，对名演
员小金凤极为捧场。出于他很廉洁，黄旭初主
席特别替他在环湖路盖了一所公馆，持书“以
彰有德”四字为大门横额。马自题一门联：
“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河山。”有谑
之者在两句下各添四字“春满梨园；云生巫
峡”，成为极工整的两联而影射马之捧小金
凤。马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作二首绝句，以讽
张学良与胡蝶，脍炙人口，没想到今日被人幽
了一默。此对联在报上发表过，后来该报社长
韦永成特为此事登报道歉。

“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河山。”
本是马君武为自己公馆题的门联。“种树如培
佳子弟，春满梨园；卜居恰对好河山，云生巫
峡。”则是好事者对马君武的讽刺挖苦。

马君武这副对联在当时传播广泛，田汉话
剧《秋声赋》里都说到它。我们望道剧社的年
轻人在排练这个戏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说到
这副对联时角色要笑，他们不知道实际上这是
当时的好事者在影射子虚乌有的马君武与小金
凤的暧昧关系。白崇禧口述史在讲述马君武这
个轶事时又提到马君武写的抨击张学良的绝句
《哀沈阳》，这其实也容易造成误解。事实
上，马君武对张学良的抨击与好事者对马君武
的影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马君武虽然是文人，但个性很强，性格刚
烈。今年桂林戏剧创作研究院策划创作一台有
关桂林文化城文化人的桂剧，马君武是其中重
要角色，编剧用桂林山和水分别隐喻当年的男

性和女性桂林文化人，我顺其思路联想，马君
武就应该是桂林城的主峰独秀峰。实际上，抗
战时期的广西军人和文化人，都有“南天一
柱”的气质，他们以卓然独立天地间的气魄撑
持着中国的半壁江山。

马君武有很多头衔：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
员，中国留德工学博士第一人，著名翻译家，
著名诗人，曾任上海中国公学总教习（教务
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工业大学
校长，还担任过司法部总长、教育部总长等
职。然而，在我看来，马君武所有头衔中最重
要的，是广西大学校长。

马君武是广西大学的创办人，他曾三任广
西大学校长。从 1927 年广西大学筹办，到
1940 年在广西大学校长任上逝世，马君武
“经历了广西大学初创、停办、恢复、发展、
改组、由省立改国立”的最初的十多年。今年
是广西大学创建 90 周年，可以说，广西大学
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校长像马君武这样经历过
如此多的坎坷曲折，更没有哪一位校长像马君
武那样为广西大学做出了那么重要的贡献。

马君武时期的广西大学在全国已经有了相
当的声誉。 1933 年“双十节”，马君武在广
西大学成立五周年纪念会上作题为《建立中华
民国和建立广西大学》的演讲，其中就说到
“广西大学在国内已经颇有相当的荣誉”。
1933 年 10 月 15 日，马君武在广西大学纪念
周上又作题为《大家应有自动学习和爱校的精
神》的演讲，其中亦说到“西大创设的历史为
时不过四年，但在此短时间内，在国内得有相
当的声誉，使参观者满口赞誉，悦意而归，使
在校做事的教员恋念不置。”

“相当的荣誉”，“相当的声誉”，这些
主观的评价，来自当时广西大学的办学实绩。
仅以学校仪器设备而言，马君武专门提到两个

例证：一是原来在广西大学担任助教的董钟
林，公费到英国留学以后，专门写信给马君
武，述及广西大学“测量仪器之完备为国内
著名的大学如唐山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所
不及，惟北平的清华大学可以比拟”；二是
教育家侯鸿鉴到广西大学视察之后，亦认为
“西大设备完全，尤其是生物系为国内各大
学所不及”。

当时的广西大学不仅有非常完备的仪器
设备，而且还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
的学风。 1933 年 4 月 26 日，马君武在广
西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从西
大的特质说到自治会组织的意义》的演讲，
其中说到：“像西大这样特殊的情形，学生
用功读书，刻苦耐劳，性格朴质……在国内
大学真是可以说是‘惟独仅有’的！”“那
种勤苦力作的现象，不但中国没有，在外国
说起来亦足以‘骇人听闻’！”

正是因为这样的办学实力和这样的学风
气象， 1933 年，在长江流域大学学生数量
减少的情况下，广西大学的学生一天天增
多。更为重要的是，广西大学不仅学生数量
增加，而且学生质量向好。 1939 年 11
月，马君武在广西大学纪念周作题为《抗战
期中大学生应有的修养》的演讲中，欣慰地
提到一个变化：

以前本校土木系毕业的同学派出铁路上
实习时被人家放在第三等，第一等是××学
校的学生，第二等是××学校的学生，第三
等是我们西大和××学校的学生，他们所以
如此，便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西大同学的程
度很差，而且还问我们西大同学有没有见过
经纬仪？但是，在实习过程中，我们西大同
学个个都能奉公守法、埋头苦干，学问也差

不多，别的大学毕业生能做的工作我们西大
同学也能做，因此，我们西大同学才被他们
看得起眼，现在已经一律平等待遇，而且由
第三等升到第一等了。

学生待遇“由第三等升到第一等”，这
是马君武执掌广西大学时期的成绩，我以
为，也是至今广西大学仍然视马君武为其精
神之父的缘由。

马君武对当时广西大学的现状有乐观的
评价，他认为“虽然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婴
儿，但是先天很好，体质康健，并且沉着珍
重，很有长成壮丁、制成大器的希望”；他
对广西大学有很高的期许，相信几年以后的
“西大不但是为广西学术研究的重要机关，
抑且为国内的著名大学”，“希望西大再经
过相当的时间就能建设完备而成为世界上一
个著名的大学。”“希望不但全省而且全国
都有西大学生去努力，许多科学的发明都由
西大而来”。

据《马君武教育文集》的《前言》，可
知马君武本人亦视广西大学为其人生最重要
的事业。他曾对学生说：“我一生做的许多
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西大，是我求
别人”“把西大弄好，就是我这一生的事
业”“只有努力把西大弄成国内有名的大
学，我们才可以对得着广西全省的父老。”
这些话，语重心长，言犹在耳，尤其应该为
今日广西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铭记。

马君武为他“这一生的事业”，用今天
的话说“够拼的”，他确实将广西大学办到
了全国著名的境界，但他也终于倒在了广西
大学校长的职位上。不过，马君武留下的精
神遗产却是值得广西大学永远记取的。

西大校长马君武
□黄伟林

▲马君武（资料图片）

▲溢达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车克焘(左三)与设计单
位———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合影

▲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 ▲获奖证书

▲完成一期建设的十如厂房
十如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