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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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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四大城市和该州北部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

心，旧金山的复合式建筑风格展现了其丰富的人文地理特色和深厚

的历史风韵。自旧金山爆发革命性的“爱之夏 (Summer of Love)”
运动以来已有 50 多年，这座海湾城市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为居民和游客带来了大量建筑和文化方面的乐趣。

“旧金山只有一个缺点：令人难舍难离。” 

拉迪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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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标志性的摩天大楼座落于旧金山的金融区中心，是该城

市的第四高楼，拥有最大的建筑面积。在 1998 年与国民银行 

(NationsBank) 合并之前，这里一直是美国银行的总部，以展示

自身的兴盛、影响力和重要性。经过与建筑师 Pietro Belluschi 
协商，Wurster、Bernardi、Emmons、Skidmore、Owings 和 

Merrill 共同设计了这座大厦。

加利福尼亚街 555号
（旧称美国银行中心 (Bank of Americ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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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仕女 (Painted Ladies)”

彩绘仕女是旧金山的一种建筑奇观，由一系列具有维多利亚风格或

爱德华风格的华丽房屋组成，其名称取自 1978 年由作家 Elizabeth 
Pomada 和 Michael Larsen 创作的照片散文。普遍认为，城市建

筑由之前平淡朴素的色彩风格转换为欢快亮丽的色彩风格是由一位

当地艺术家引发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位艺术家采用生动鲜

丽的蓝色和绿色为自己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屋进行了涂装，自此掀起

了众所周知的 “colorist movement” 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旧金山部分区域，彩绘仕女与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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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层高的泛美金字塔是旧金山的第二高楼，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

之一。受泛美公司委托，建筑师 William Pereira 设计了这座引人

注目、棱角分明的建筑，其由 Hathaway Dinwiddie 承建，于 1972 
年落成。每逢节假日和特殊场合，一盏被称为“皇冠宝石 (Crown 
Jewel)”的明灯会照亮这座金字塔的顶部。

泛美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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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 Tower 位于旧金山 SoMa 区的商业区，是这座城市最

高的建筑。这座高达 326 米（1070 英尺）的 61 层摩天大楼由西萨·

佩里 (César Pelli) 设计，并于 2018 年落成，它拥有优雅的方尖塔

外形，并采用金属翅片作为遮阳板。这座建筑以可持续性为核心设

计理念，内部配置了水循环系统和高效的通风设施。外部遮阳板可

最大程度地获取光线，同时减少太阳辐射，而大楼底部的热交换线

圈可以利用大地恒定的低温来帮助大厦制冷。

Salesforce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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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伊特塔（又称 Lillian Coit Memorial Tower）位于旧金山电报

山的先锋公园内。这座装饰艺术风格的纪念塔由建筑师 Arthur 
Brown Jr 和 Henry Howard 设计，并于1933 年建成。这座塔

是为了纪念 Lillian Hitchcock Coit 而修建的，她是本地人，同

时也是一名深受爱戴的消防员。她还向旧金山市遗赠了一座包含

三名消防员的雕像，现座落于华盛顿广场公园内。

科伊特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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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砖石结构的海岸堡垒——尖兵堡——一直追溯到美国内战时

期，是美国陆军为保卫旧金山对抗敌方军舰而建造的。这座堡垒

在内战期间从未出现过敌情，在随后的岁月中被用于军队营房、训

练和储物，现在作为“尖兵堡国家历史遗址 (Fort Point National 
Historic Site)”而受到保护。

尖兵堡 (For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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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大桥是世界上最著名、最美丽的桥梁之一，也是旧金山的标志

之一。这座悬索桥拥有标志性的色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

线条，是桥梁设计工程的一项奇迹，也是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旅游

胜地。这座大桥由艾尔文·莫罗 (Irving Morrow)、查尔斯·埃里斯 

(Charles Alton Ellis) 和约瑟夫·斯特劳斯 (Joseph Strauss) 共
同设计，旨在连通旧金山和马林县，方便民众出行。然而由于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博弈，这个项目历经十多年的曲折才最终获批。这项工

程耗时四年，在 1937 年为期一周的正式庆典活动中开始对外开放。

金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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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岛位于旧金山湾，距离海岸 2 公里（1.25 英里）。岛上修建了

灯塔和军事堡垒设施，在 1934 年和 1963 年之间还被用作监狱。

今天，它成为了金门国家游乐区的一部分，向所有游客开放。

恶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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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条款和条件。

完成我们简短的反馈调查，即可自动进入抽奖环节，赢
取乐高®奖品。

乐高集团期待您就所购买的新产品发表看法。您的反馈将有助于我们
在今后改进本系列产品。请访问：

LEGO.com/productfeedback

乐高®建筑——您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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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建筑

乐高®建筑系列产品创意性地捕捉了众多世界标志性地标建筑的神

韵，同时还为您带来了欢乐有趣的乐高拼搭体验。

无论您钟情于旅行、设计、历史，还是建筑，这些套装均可作为

美好的纪念品，以怀念一次超棒的国外旅行、一座您所熟知的著

名建筑，或者一座您十分向往的城市。

每款乐高建筑套装都适合展示。这远胜于一张照片，可拼搭模型

并将其摆放到办公桌上、书柜里或者架子上，每当您欣赏它们时，

都会感到身临其境、如醉如痴。

敬请关注我们

亚当·里德·塔克 (Adam Reed Tucker) 是乐高建筑产品线的合

作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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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2 
自由女神像

21041 
中国长城

纵览世界著名建筑，集齐所有乐高建筑系列模型

21030
美国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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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9
上海

21028  
纽约

21034
伦敦

21047
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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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Service
Kundenservice
Service Consommateurs
Servicio Al Consumidor
LEGO.com/service or dial

00800 5346 5555 :
1-800-422-5346 :

图片 -

© GettyImages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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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网

Half Way to Hell Club 是一个高级俱乐部，由一

位在桥梁建筑期间（1936 年和 1937 年期间）从

桥上跌落并被防护网救起的男子所组建。

富有争议的艺术

在20 世纪 30 年代，超过 27 名艺术家以壁画

来装饰科伊特塔，画中描绘了加利福尼亚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当时，一些“激进”的壁画内容引起

了争议，并且在 1934 年这些壁画最终面世之前，

一些最具争议性的元素已被粉刷掉了。

金钱的颜色

彩妆女郎由数以千计类似风格的房屋组成，它们

拥有华丽的色彩和精致的装饰，象征着淘金时代

涌现的新财富。

金门大桥美景

根据金门大桥的最初设计，这座堡垒需要

拆迁，但最后被总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 

(Joseph Strauss) 所拯救，他重新进行了设

计，因为它是“砖石建筑艺术的一个典范”。 

这里为观赏金门大桥和海湾的壮丽景色提供

了绝佳视角。

岛上灯塔

这座小岛上还有一座灯塔，用以在深夜中引导船

只绕开其周围的礁石。在 1854 年启用时，它是美

国西海岸首座可操作式灯塔。

保持清洁

由于这座建筑的特殊形状，大多数窗户都可以旋

转 360 度，从内部对其进行清洗。

顶部艺术展

这座建筑的顶部展示了一个九层楼高的电子艺

术品，其以每天拍摄自这座城市的视频摘要为主

要内容。

事实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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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and the LEGO logo are trademarks of the LEGO Group. 
©2019 The LEGO Group.

The Transamerica Pyramid Building is a registered service mark of Transamerica 
Corporation and is being used with permission.

敬请关注乐高®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