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对建筑的理解和界

定 ,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认识。但

建筑作为一个多元化 ,开放化的

系统化科学 ,是历史与文化的积

淀 :是一门理论与实践性都非常

强的学科。基于此 ,文章试图从

建筑文化与历史及教育等方面 ,

探讨对建筑的再认识与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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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differ2
ent knowledge in different time

about 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

As a kind of pluralistic , open and

systematic science , architecture is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t is ve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course. On account of

this , 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reunderstanding and reconsidering

Architecture from the view of Ar2
chitectural culture , history and ed2
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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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作为一种物资 ,它给人们带来使用价值 ;无论是从最原始、最古老、最基础的建筑———掩蔽物 ,还是作

为商品来出售的建筑物———一种产品 ,它都反映民族文化 ,反映社会的生活模式及思想意识。无论是建筑家 ,

还是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他们对建筑物功能的层次划分 ,对建筑实践的认识不尽相同。因此 ,对建筑产生了许

多的理解或界定 ,本文给出了关于建筑的多视角认识。

1 　道家之说

老子 :“埏埴以为器 ,当其无 ,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

老子在《道德经》中虽未对“建筑”直接界定其内涵 ,但他用空间的概念强调建筑对于人 ,具有使用价值的不

是围成空间的壳 ,而是空间本身。当然要围成一定的空间就必须使用各种物质材料 ,并按照一定的工程结构方

法把这些材料凑拢起来 ,但这些都不是建筑的目的 ,而是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

2 　百科全书之说

《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建筑”条》认为 :“‘建筑’既表示营造活动 ,又表示这种活动的成

果———建筑物 ,也是某个时期某种风格的建筑物及其所体现的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并称‘建筑’一词是从日本

引入汉语的。这种解释似乎具有权威性 ,因此 ,在我国建筑学界取得很大程度上的默认 ,例如 1995 年《建筑师》

杂志第 64 期《“建筑师”一词的原意是什么 ?》一文称 :“‘建筑’这词最早是从英文译为日文 ,另外国内多种文献

亦称“建筑”一词可能是从日本译过来 ,这些观点同出一辙 ,对此观点已有学者持疑义。其中 ,高潮同志撰文否

认此说 ,他认为 :“‘建筑’一词源出日本说 ,非也 !”他引用大量资料证明 :“‘建筑’一词于清初时已多用之也矣 ,

吾国‘建筑’二字复合为一词 ,此乃日本抄自我国 ,以译名西文‘Architecture’,非我国抄自日本也 !”[1 ]

3 　维特鲁威朴素的建筑观

维特鲁威朴素的建筑思想体现在他的重要著作《建筑十书》中 ,尽管这种朴素的系统观反映了其时代的局

限性 ,但其影响深远 ,作为奠基性的著作 ,作者对建筑学的论述 ,代表了最古老的古罗马时期的建筑成就和建筑

思想 ,其思想框架如下 [2 ]。

建筑学

原则 :坚固、美观、适用

部门

制作日晷

制造机械

建造房屋

建造私有建筑物

筑城和在公共场地上建造公共建筑物

防御用建筑———城墙、塔楼等

宗教用建筑

实用的建筑 (供大众使用的场地、港口、

广场、浴场、剧院等)心理　 　　 会上的

综　 　　

4 　西语之说

西方古典建筑学中的建筑概念 ,外延比较大 ,如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就谈到选址、城市的建设、卫生环

境的要求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建筑巨著 ,如阿尔伯蒂的《建筑论》(或称《建筑十论》)也有相似的观点。

建筑一词 ,在西语中分为 Building、Architecture、Constrection ,其中对前两种的区别 ,比较知名的解释如

N. Pevsner所说 :“自行车棚为 Building ,林肯教堂为“Architecture”。

由此可见 :Architecture 是高级的 ,具有艺术价值的 Building ;Building 一般指建筑物、大楼 ,如高层建筑物 (a

high building) ,智能建筑 (intelligent building) Architecture 主要指建筑 (学、物、艺术、式样、风格) 构造、组织设计

等 ,如文艺复兴式建筑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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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三者的区别可表示如下 [3 ] :

建筑 (对象)

Architecture

建筑学 (学科)

Constrection

满足物质功能需要——————建筑物 (Building)

满足精神 (美学)功能需要————建筑艺术

　　(Architecture) ———构造、建设、建筑。he　　　 　　 　　　 　　 　　 　　 　　 　　 　　　 　　 　　 　 　 　 　　 　　 　 　　 　　 　　 　　 　 　 　　 　　　 　　 　 　　 　　 　　 　　 　 　　 　　 　 　　 　　 　　 　 　　 　　 　　 　　　 　　　 　　 　　 　 　　 　　 　　 　　 　　 　　 　　 　 　 　　　 　　 　　 　 　 　 　　 　 　　 　　 　　 　　 　　 　 膳繮 　　 　　 　　　 　　 　 　 　　 　　　 　　 　　 　　 　　 　　 　　 　 　 　 　　 　　 　　 　　　 　　　



　　图 2 　建筑教育知识结构设想 (见乐成民“从建

筑学知识结构的歧支性质谈建筑教育”)

讲 ,就是在基础教学的同时鼓励学生拓宽专业知识面 ,或通过多种形式

使学生获得较多的外围知识 ,培养学生科学技术与艺术素质的同时 ,更

应注意“通才”教育。刘永德先生把这种知识结构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 :

学习时期和应用阶段 (图 3) 。[8 ]

　　图 3 　知识的“金字塔”与“树状结构”

总之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建筑观”,而且建筑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

开原有的基础 ,都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同时在设计思想

和方法论上都免不了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 ;从与近代工业革命相适应

的钢铁、玻璃、混凝土建筑 ,到现代信息革命时代的智能建筑 ,对建筑的

认识和理解及设计都有了很大的飞跃。

现代建筑理论处于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信息的时代 ,建筑的涵义扩

大了 ,深化了 ;它已发展为具有广泛涵义的人居环境学。建筑学也成了

以诸多新兴学科相互交叉的大系统科学 ,而且 ,是一门永远开放的学科。

■

参 　考 　文 　献

1 　高潮 . 说“建筑”1 华中建筑 ,1997 (3)

2 　维特鲁威 1 建筑十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1

3 　顾孟潮 1 建筑设计方法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1

4 　王化君 ,顾孟潮 1 建筑·文化·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1

5 　转引自陈芬霞 1 设计意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1

6 ,7 　吴良镛 1 广义建筑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1

8 　刘永德 1 拓宽基础 ,开发意识 ,建筑学报 ,1997 (5)

收稿日期　1997 　11 　20

　　(上接第 34 面)

10 　王毅 :园林与中国文化 1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1

11 　庞朴 1 中体西用 1 见张正明 1 楚文化史 1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2781

12 　韩少功 1 哪一种大众 1 读书 ,1997 (2) :15

13 　张钦楠 1 阅读城市 1 读书 ,1997 (8) :120

14 ,17 　吴良镛 1 关于建筑学未来的几点思考 (下) 1 建筑学报 ,1997 (3) :31

15 　Cynthia C Davidson1 A rchitecture Beyond Region1 A rchitecture Beyond A rchitec2

t ure. ACADEM Y EDITONS , 199517～91

16 　同 14 ,英文扩大版 ,199013271

18 　Rob Wilson and Wimal Dissanayake1 Global/ L ocal1 The Global in the L ocal1

Duke Univ. Press , 1996. 31.

修回日期　1998 　02 　27

·建筑信息 ·

美国设计出节能住宅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建筑工程教授格伦·尤伊尔和他的研究生基

姆·里奥斯克共同设计的一幢1301064m2的不用火炉取暖的住宅 ,该房

为双层墙 ,采用自然太阳光能与加热设备的方法采暖 ,而其建房费用并

不比一般房高。

该房为了保持室内暖和 ,外墙厚度为普通墙的两倍 ,且层间插入

2154cm 厚的保温用石板。室内装有一个2 KW瓦的小型电加热器 ,在需

要加热时 ,它才工作 ,用以加热流进来的空气。空气加热以后通过直径

仅为 8189cm 的细管再散发到房内。细管埋在内层墙里 ,其空气入口与

飞机的通风喷嘴相似。该装置空气的流通量很少 ,只有压力通风设备的

1/ 10。新鲜空气进入室内的同时 ,就有同量的空气排出 ,保持室内的气

压恒定不便。空气流出房子之前 ,要再从热交换器内流过 ,以便让暖空

气来加热水 ,供室内使用 ,加热能耗费用一年估计为 110 美元左右 ,比一

般采暖法低得多。 (冯　雅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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