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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总部
y 地址：美国纽约州纽约市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USA
更多内容
y 布局：包括 4 大建筑：秘书处大
厦、大会堂、会议区(包括理事
会厅)和图书馆。
更多内容
y 总设计者：华莱士·哈里森(美
国)；设计顾问：尼古拉·巴索夫
(苏 联 )、 加 斯 东 ·布 兰 福 (比 利

地点

时)、埃内斯特·科尔米耶(加拿
梁思成(中国)、斯文·马克柳斯

占地 18 英亩的联合国总部矗立在纽约市
曼哈顿岛东岸，位于东河之滨。它一直
是和平的象征、希望的明灯。

(瑞典)、奥斯卡·尼迈尔(巴西)、

国际领土

霍华德·罗伯逊(英国)、苏瓦耶

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属于国际领土，归联
合国所有。未经联合国秘书长准许，美
国联邦、州或地方政、法、军、警人员
一律不得进入。

大)、夏尔·勒科比西耶(法国)、

(澳大利亚)和胡利奥·比拉马霍
(乌拉圭)。
更多内容

但联合国同东道国签有协定，保证总部不成为下列人员企图躲避逮捕的避难
所：美国联邦、州或地方当局依法通缉者或者美国政府欲引渡至他国者。联合国
有自己的消防和警卫人员，以及自己的邮局。
联合国总部是为 4 大人群服务而设计的——代表团：现共代表 193 个会员
国，每年派 5 000 多人来纽约开大会年度会议；秘书处：世界各地工作人员共约
7 500 人，其中纽约有 4 900 人左右；游客：每年平均 100 万人；新闻工作者：
其中约 2 000 人常驻联合国，重大会议期间则有 6 000 多名记者到联合国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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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纽约
1945 年 12 月 10 日，美国国会一致决定邀请联合国在美国永久安家。之后，
1946 年 2 月 14 日在伦敦举行的大会第一届会议作出将联合国设在纽约市附近的
决定。
在选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之后，一个特设的联合国选址委员会于 1946 年下半
年视察了费城、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可能的地点。最初考虑的是纽约市以北地区，
拥挤的曼哈顿并未受到认真考虑。但小约翰·洛克菲勒于最后一刻表示愿意捐赠
850 万美元购买现址，这项提议于 1946 年 12 月 14 日获大会绝大多数代表接受。
之后纽约市又增拨地皮，才有现在规模的场地。
联合国选定的是一个相当破旧的地区，曾是屠宰场、轻工业区和铁路驳船码
头。
布局
在您即将读到对联合国总部的描述之际，我们希望告诉您，联合国已经开始
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翻修工程。2008 年 5 月 5 日，伴随着破土仪式，翻修
工程正式启动。联合国标志性建筑群将进行耗时五年、斥资 19 亿美元的翻修。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un.org/cmp/uncmp/English/index.asp]
秘书处大厦
秘书处大厦高 550 英尺，其外墙全部用铝材料、玻璃和大理石建成。大厦没
有采用传统的退台式设计，而是用大面积的浅绿色玻璃构成整块墙体。与之形成
对照的是，大厦北面和南面的墙面上没有窗户，外墙大理石产自佛蒙特州。这些
大理石合计重量达 2 000 吨。除了地上 39 层，秘书处大厦还有 3 个地下层，分
别与大会大楼的 3 个地下室相连。街面以下的设施包括维修车间、消防队、收货
和装货平台、邮袋发送股、警卫室、储藏空间、一个三层车库、汽车加油维修站
和为空调供给冷气的制冷车间。
在大厦内部，尽管也有一些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现代化设施，但并没
有奢华的装饰。办公室一般都很小，所有空间都充分利用起来。镶嵌在铝制窗框
中的玻璃窗使总面积为 20 英亩的办公空间阳光充足，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充分
保留太阳的热量。窗户下方还安装了 4 000 部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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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活动隔板固定在房间上层结构的支架上，可以很方便地拆卸和重新安
装，以配合重新布置办公室空间的需要。一个电动升降机综合系统使文件和邮件
可以在整个大厦内部快速传递。
大会大楼
大会[http://www.un.org/ga/]大楼长 380 英尺，宽 160 英尺，整个建筑结构
呈斜坡状，四边呈凹面，顶端是浅浅的穹顶。
大会大楼的北端通向一个绿化广场，是进入总部楼群的主要公共入口。大厅
右侧朝里走有一小间默思室。在连接大厅和二楼大会堂礼仪入口的楼梯平台上方
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傅科摆。
在大楼大厅的西北角，也就是默思室入口处的旁边，有一块宽 15 英尺、高
12 英尺的彩色玻璃板。这块象征着人类为和平而奋斗的彩画玻璃板是俄罗斯艺术
家马克·夏加尔的作品，由联合国工作人员捐款购得，以纪念 1961 年在刚果因飞
机 失 事 不 幸 殉 难 的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达 格 · 哈 马 舍 尔 德
[http://www.un.org/sg/hammarskjold.shtml]及 15 名随行人员。在夏加尔玻璃作
品旁边，陈列着由美国雕刻家和纪念章艺术家罗伯特·克龙巴赫制作的铜制雕塑和
饰板，这是为了纪念“在执行联合国观察、调停和调解任务中因公殉职的军事观察
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雕塑和饰板附近还悬挂着从位于巴格达运河旅馆的联合国
驻伊拉克总部 2003 年 8 月 19 日的爆炸现场找回的联合国旗。
蓝、绿、金三色相间的大会堂长 165 英尺，宽 115 英尺，天花板高 75 英尺，
占据了大会大楼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层。会员国代表在会议桌就座，面向高起的
发言讲台和主席台。从代表的角度看主席台的座位从左往右依次为：大会主席
[http://www.un.org/ga/president/65/]、联合国秘书长和主管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
的联合国副秘书。
大会堂为 193 个代表团提供了座位。每个代表团有 6 个座位：3 名正式代表
在会议桌后面就座，另外 3 名副代表坐在正式代表身后。
1898 个座位全部配备有耳机，可“收听”发言者的原文发言或大会六种官方语
言——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同声翻译。口译员坐在
有玻璃墙的口译室内俯瞰大会堂。摄影人员、播音员和其他新闻人员、以及文字
记录员分别坐在类似的隔间。
发言人讲台后上方的大型显示屏上列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名称并显示相应的
投票结果。代表们按下桌前方的绿、红、黄按钮，即可代表本国对某项决议投赞
成、反对或弃权票。
大会[http://www.un.org/ga/]第七届年度常会于 1952 年 10 月 14 日在大会堂
开幕，这是大会第一次在大会堂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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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大楼的下面两层有一个大会议室和四个小会议室，以及电台和电视台演
播室、录音设施和总通迅控制室。还有面向游客的公共区域及各种设施。

会议楼
会议楼连接大会大楼和秘书处大
厦，整个建筑沿河而建，延伸 400 英
尺，悬建于富兰克林·罗斯福高速公路
之上。会议楼露台的三面由缅甸柚木
制成的栏杆围起，总长度超过半英里。
二楼和三楼有三个理事会议厅。
安全理事会
[http://www.un.org/Docs/sc/]
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是由挪威装修的，设计者为挪威著名建筑师阿恩施泰因·阿
尔内贝格。通过摆放在会议厅中央的马蹄形会议桌，很容易辨认出安全理事会会
议厅。挪威艺术家佩尔·克罗格的巨幅壁画作品覆盖了东墙的大部分空间，它象
征着未来和平及个人自由之希望。
托管理事会
[http://www.un.org/en/mainbodies/trusteeship/]
隔壁的托管理事会会议厅由丹麦装修，设计者为丹麦建筑师芬恩·尤尔。依墙
而立着一座九英尺高、举起双臂的女性雕像，是丹麦雕刻家/画家亨里克·斯塔克
的柚木雕刻作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http://www.un.org/en/ecosoc/]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厅由瑞典现代派建筑师和设计师斯文·马克柳斯设计，
由瑞典负责装修。
二楼北端有一个大的代表休息室。休息室靠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厅。休
息室的北侧玻璃幕墙俯瞰着草坪、日本樱花树和玫瑰园。
在这些理事会会议厅下面，有三个大会议室。
图书馆楼
在联合国场地的西南角，同秘书处大厦相连的是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
[http://www.un.org/Depts/dhl/]。该馆于 1961 年 11 月 16 日落成，纪念已故的秘
书长[http://www.un.org/sg/hammarskjold.shtml]。建造这座楼是为了满足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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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书馆服务不断增加的需求；福特基金会捐赠 660 万美元，使图书馆楼得以顺
利建成。设计任务由联合国建筑顾问——哈里森、阿布拉莫维茨和哈里斯事务所
承担。该楼用白色大理石、玻璃和铝材料建造，总共六层，包括地面三层和地下
三层。
图书馆普通藏书约有 40 万卷，此外还有数百万份联合国文件。其地图室藏
有 8 万多张地图和 1 500 册地图集。期刊阅览室提供 10 000 多种政府官方出版
物和 4 000 多种非官方期刊。
庭园和装饰
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的国旗在总部入口处迎风招展；国旗沿联合国广场排
成长列，成一弧线，首尾相距 500 多英尺。秘书处大厦前有一圆形水池，中间是
喷泉；水池是用美国儿童捐赠的 5 万美金建造的。池底波浪形纹饰以白色大理石
碎石和黑鹅卵石间隔拼成。黑鹅卵石取自希腊罗得岛的海滩，是罗得岛妇女儿童
赠送给联合国的。
1964 年在池边修建了一座青铜雕塑，纪念已故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
[http://www.un.org/sg/hammarskjold.shtml]。这尊取名“单一形式”的雕塑是英国
现代派雕塑家和艺术家芭芭拉·赫普沃斯的作品，由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
布·布劳斯坦捐赠。
英国抽象雕塑家和艺术家亨利·摩尔雕塑的铜像“斜靠着的人形位于秘书处大
厦北面的园景区。
从大会大楼公众入口处前面的广场通往联合国花园的纪念阶梯是纽约州捐赠
的，以缅怀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http://www.un.org/sg/hammarskjold.shtml]。花园
俯瞰东河，内有埃莉诺·罗斯福纪念碑和巴西、德国、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捐赠的
雕塑。
总部大楼所用材料来自许多国家以体现联合国的国际性。大会大楼和会议楼
的石灰岩外墙贴面来自英国，大理石来自意大利，办公家具和书架来自法国，座
椅和布料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现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希腊，地毯来
自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此外，桌子购自瑞士，内部装修用的各种木材来自比
利时、加拿大、古巴、危地马拉、菲律宾、挪威和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联合国总部唯一由大会委托创作的艺术品是一幅题为“巨人”的油画，由美国
画家卢门·马丁·温特绘制。此画位于连接会议楼和大会大楼的三楼走廊上，主题
是纪念 1970 年在总部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捐赠给世界青年大会的剩余基金被
用于购买这幅油画。
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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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址选定后，下一步就是如何设计这一世界性组织的总部。联合国决定不搞
国际竞赛，而请许多国家的知名建筑师协同设计联合国的新居。美国的华莱士·哈
里森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并担任规划主任。另外选定 10 人组成设计顾问委员会协
助他开展工作；他们都是各国政府提名的建筑师。
该委员会成员为：尼古拉·巴索夫(苏联)、加斯东·布兰福(比利时)、埃内斯特·科
尔米耶(加拿大)、夏尔·勒科比西耶(法国)、梁思成(中国)、斯文·马克柳斯(瑞典)、
奥斯卡·尼迈尔(巴西)、霍华德·罗伯逊(联合王国)、苏瓦耶(澳大利亚)和胡利奥·比
拉马霍(乌拉圭)。
规划主任和设计顾问委员会于 1947 年初在洛克菲勒中心内的一间办公室开
始工作，先后提出大约 50 个基本设计方案。考虑到联合国的结构，其中包括大
会、三大理事会和常设秘书处，规划人员必须兼顾代表团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需
求。
由于土地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小，需要建一座高楼做办公楼。规划人员发现，
接近地表有坚硬的基岩，即纽约大多数摩天大楼作为地基的曼哈顿片岩，这有利
于施工建造。(基岩在 46 街和 47 街之间向下伸展至海平面以下 60 多英尺，就是
现在大会大楼以北的大草坪下面。)
把秘书处大厦建于场址南端是为了方便人们利用 42 街的公交系统出入联合
国，因为 42 街是曼哈顿中城的主动脉。大厦呈南北走向，有外观上的考虑，另
外一个原因是，如果建成东西走向，大厦的阴影就会覆盖总部大片场地。
设计人员的设想是修建一个公园似的平台,从第一大道伸至河边,大楼滨河而
起。为了尽量利用延伸至河畔的地方, 他们决定园景区和会议楼采用悬臂式技术
跨过富兰克林·罗斯福高速公路。
施工建造
选定设计方案后，施工方案迅速展开。联合国承担费用重新安置了 270 户住
户；肉类加工厂和驳船码头也重迁新址，原有的建筑都被拆除。1949 年 1 月，
建筑合同授予纽约四大建筑公司联合执行。19 个月之后的 1950 年 8 月 21 日，
秘书处工作人员迁入新的办公室。
1949 年 10 月 24 日 (联合国日)，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奠基仪式上置
放基石，当时在场的还有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基石上刻有 1949 年五种官方语
言(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联合国”字样，并用罗马数字标明日期。
基石配有一个金属盒，内置《宪章》一份、《人权宣言》一份、会议日程表
一份和总部咨询委员会会议记录等文件。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规划主任华莱
士·哈里森将金属盒密封。基石位于联合国场地南端、图书馆东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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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于 1961 年落成，这是总部建筑群第一座增建的主要
大楼。
扩建
这些年来, 各建筑物内部屡作改建,以容纳联合国成立以来加入新加入的许
多国家。1947 年建筑方案拟定之时,联合国有 57 个会员国，为当时为会员国增至
70 个[http://www.un.org/en/members/growth.shtml]做了准备。到 1955 年, 会员
国的增长超过了之前的预期数目。1964 年完成的一扩建方案可容纳 126 个会员
国。
由于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大幅度增加, 大会于 1976 年核准一套重大改建计划，
对大会堂和所有大会议室进行翻修，增加座位。改建于 1980 年 9 月完成。
由于工作人员人数不断增加，秘书处大厦办公场地已不敷应用，需要向附近
大楼租借办公场地。大批工作人员，包括联合国开发公司的员工，都要在第一大
道对面的 44 街办公。联合国开发公司是纽约州创立的非营利公益机构，负责为
联合国及有关组织提供设施。
该公司于 1987 年初又建了第三栋大楼，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使用。
翻修
建于 1981 年 6 月的一座现代化文件印制厂，占据大会大楼北侧大草坪的地
下两层。
另一个项目是有 750 个座位的工作人员和代表自助餐厅，位于秘书处大厦东
南角的两层楼内，俯瞰东河。该餐厅于 1982 年竣工。
迄今为止最宏大的翻修工程在 2008 年 5 月 5 日的破土仪式上启动，这标志
着联合国标志性建筑群翻修的开始。翻修将耗时五年、斥资 19 亿美元。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un.org/cmp/uncmp/English/index.asp]
成本
原先规划的建筑群估计耗资达 8 500 万美元。不过，在特里格夫·赖伊秘书长
的指导下，设计人员把费用减少了 2 000 万美元，主要是把秘书处大厦由 45 层
减至 39 层，缩小会议区，并把场址内现有的一座建筑用作联合国图书馆。1947
年 11 月 20 日，大会核准了这个 6 500 万美元的计划。
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 6 500 万美元的无息贷款，作为建筑费用。这笔贷款
的最后一笔 100 万美元的分期付款已于 1982 年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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