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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厦学院为厦门民办高校，已有十几

年的办学历史，现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决定建设

新的校区。新校区占地约40 hm2，用地周边临

近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地块内地势高差约

为20 m，并有山头余脉、鱼塘、古榕树和村落。

规划用地较为紧张，因此用地内仅解决必要的

教学、科研、行政用房，其余的后勤设施将被

纳入社会化服务体系。另外，用地地形复杂且

因临近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而受到噪音的

影响，用地条件不算理想。通过实际分析，本

次规划将需要重点解决生态观照①、空间营造、

秩序控制等几个方面的问题。生态观照重在因

地制宜，营造环境；空间营造重在强调功能，

体现理念；秩序控制重在协调关系，统一整体。

生态观照

现代高校校园设计愈来愈关注生态问题，

本次厦门华厦学院新校园的规划设计采取了

“缀块(Patch)—廊道(Corridor)—基底

(Matrix)”模式，分析了基地的景观生态情

况：基地以山坡为基底，基底之上有山头林

地、古榕树、村落、池塘及农田等不同景观生

态缀块；基地内有一条高压线和一条农田水利

水渠，二者为较明显的廊道；基地内山水相

依，内有水渠，还有两座山势相对的小山，颇

具“山得水而活，水因山而依”的特色。规划

以“显山露水”为着眼点进行构思，力图使

“山”“水”成为校园的最大特色；在空间处理

上，注重营造小尺度的校园环境，力图做到因

地制宜，依山就势，营造生态环境，并以此达

到隔离噪音的效果(图1，图2)。具体说来，规

划从缀块、廊道、基底三个层次作了以下处理：

(1)因地制宜，具体处理不同缀块。规划

将“山”作为校园的有机构成部分，保留山体

及山体上的植被，利用两座小山丘的原生林将

“楔形”绿色生态体系引入总体布局中，景观

的营造顺应山势的起伏，并与校园形成对景。

整个校园以滨水景观作为校园环境的主体结

构，规划结合原有水渠与虾池的自然地理特点

形成湖面，以美化环境，构成环湖校园景观；

充分利用资源，保留古榕树，并改造村落中质

量较好的民居，使之成为学生的活动中心。

(2)保持基地内两条廊道的现状，廊道周

边不安排建筑，仅作运动区和明渠水沟景观。

(3)根据地势，对用地基底略作处理，将

校园环境的基底与自然山坡相重叠，进行复

合修正，构成双重(人工+ 自然)的基底。

校园环境的介入及生态结构的复合，使

得生态系统前后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基底

由单一的自然山坡基底转变为校园环境与自

然山坡相重叠的复合基底；规划不仅保留了

缀块中现有的林地、古榕树，还改造了池塘、

民居，增加了教学区、实验区、运动区和行

政区几个部分，并根据各个部分的功能特点，

结合庭院、小品、水池、绿化等在更小尺度

上补充和优化生态缀块；廊道也由原来静态、

被动的景观，变成了依托新的校园道路的积

极景观，生态景观变得富有生机。

本次规划运用生态观照的理念，分析基地

并对其作了具体处理，不仅节约了生态资源，

还保护了园区生态，提升了园区的环境品质。

[ 摘　要] 厦门华厦学院校园规划设计以“显山

露水”为着眼点，以动静功能分区为基础，以

“一心，一线，山、水、庭院”为结构内核，采

取“缀块—廊道—基底”模式，形成“主体入

口仪式空间—教学院落空间—围合的广场空间

—连廊的线性空间”的空间组织结构。

[ 关键词] 厦门华厦学院校园规划；生态观照；

空间营造；秩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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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的观照不仅体现在总体规划的布

局上，还体现在对建筑的处理上。规划在建筑

上采取了以条式建筑围合成内院的方式，以利

于通风和采光，并利于建筑围合成宜人、雅致

的教育场所；从教育建筑的特性出发，根据功

能塑造其形象，使之既满足功能需求又具有现

代感，各栋建筑统一采用架空通廊、立面遮阳

等设计手法，充分考虑对微气候环境的营造。

空间营造

“环境育人”是现代校园规划、设计的重

要理念，而校园空间作为环境的载体，作为

师生活动的场所，也就成为了规划体现校园

理念的重要场所。本次校园规划重点依据噪

音梯度分析，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功能关系，对

整个空间作如下处理：从周边的道路环境出

发，按噪音梯度将地块分成几个梯度，分别

依照建筑功能要求对应为教学静音区、实验

和运动减噪区、生态林带隔音区；将中心教

学区和行政办公区、图书馆置于中心静音区；

根据人流量安排校园主入口，且校园主入口

避开了城市快速干道，而与次干道相连，以

保持校园与城市的交通联系(图3，图4)。

本次规划在校园总体空间组织上着意创

造层次丰富，并能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空间

形态。其总体空间组织为：

(1)中心控制，两翼延伸。规划以从主入

口至图书馆的空间为校园的主体空间，并以

此向两翼延伸，分别形成与山水相依的教学

区空间和实验区空间。整个建筑群形成以图

书馆为“源”，向四方延伸、渗透的空间体系，

营造“山水校园，职教之源”的文化内蕴。

(2)建筑围合，自然渗入。利用建筑围合

成不同尺度的场所和内院，加上各部分之间

的连廊连接，形成多层次、宜人、雅致的空

间；在空间布局中充分利用自然山体和水体，

使建筑与地形有机结合，体现现代校园的生

态化设计理念。

因为校园的主体空间从主入口开始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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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学校图书馆，所以规划在校园主入口

前设置一个缓冲空间。规划在校园内部的中

心广场上设置具有秩序感的绿化景观；围绕

校区的主入口广场组织图书馆、教学楼、实

验楼等建筑群，形成整个主体建筑的中心；

将图书馆设置在地势较高处，使之成为校园

的精神、文化中心和标志性建筑。

规划以人流流动线和功能关系为内在控

制关系，分别联系实验区和教学区；实验区

和教学区以院落簇团为基本发展单元，分期

发展。建筑群采用底层架空的条式结构、廊

道相连的空间组合方式，以适应厦门亚热带

海洋性气候，同时这种紧凑的空间组合可以

节省土地，利于形成高效便捷的组织关系，便

于高校管理，并可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教

学区建筑群依山傍水，层层推进，形成一定

的韵律，共同构成了集聚的教学群体空间。同

时该区与体育中心区相邻，以方便学生使用。

该区与小山体之间形成山体公园，隔街与水

景相对应，体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

意境；实验区建筑群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城

市道路噪音对教学区的干扰。该区外围用环

形道路和内部广场将各科、系连结起来，以

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各科、系之间的融合。

规划将中心广场向左延伸，使之与左侧

行政办公小广场和右侧滨水空间一起形成富

有特色的主体控制空间；在教学区和行政办

公楼及学校图书馆之间，利用建筑围合成一

个多向渗透的学生广场，使其成为校园的记

忆场所，以适应多元的校园活动。

以上各区建筑之间以连廊、曲墙、列柱、

树阵等元素构成校园的多层次空间。这样，整

个校园从噪音梯度分析出发，以动静功能分

区为基础，形成了“主体入口仪式空间—教

学院落空间—围合的广场空间—连廊的线性

空间”的空间组织形式，从而形成高效便捷、

便于交流的功能空间，体现现代校园开放、渗

透、交流的空间理念。

秩序控制

规划是先于实践的经营控制，规划设计

中最重要的控制便是对整体关系中的秩序控

制。通过理性分析，本次规划以“一心，一

线，山、水、庭院”为结构内核，并根据复合

基地图底关系调整具体形态。“一心”，即以图

书馆为控制中心；“一线”，即以图书馆为基

点，与两个主入口相联系，形成一个渐变放

射趋势控制线，在这条控制线上根据地形、地

貌的变化，由教学区部分长短不一的条式建

筑构成多进院落，体现整体秩序性，用实验

区规则院落的布局结合在城市道路上所形成

的界面效果，体现校园设计的整体性。本次

校园规划设计在把握设计秩序整体架构的同

时，也注重了对细部的处理，具体体现在对

山、水、庭院的处理上，使得总体设计有血有

肉。如果说“一心、一线”是校园的总体骨

架，那么“山、水、庭院”就构成了校园的形

态“表情”，二者的结合使校园既具有了“显

山露水”的特色，又具有了整体性和秩序性。

本次校园规划设计依据生态观照的理

念，结合功能关系，营造空间环境，避免了

规划的盲目性，进而实现从整体上把握规划

设计的目标。

(参与项目设计的人员有：王绍森、郭

露、吴晓文、于涵、吕耿、周飞、李

可、胡璟、张晓谦等。)

[注　释]
①“‘观照’一词一般常被看作理智意义的观察作用⋯⋯观照

在本质上是在自我和对象之间设有距离的时候产生的。它是自

我以这种态度接受对象的作用。”(竹内敏雄著，池学镇译．美

术百科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147．)

这里借用该词，意在说明设计者对生态的理智的观察，而理智

的观察正是规划师对生态的分析、判断、综合的意识。它是主

体设计者对生态保持尊重、理解的理智的反应，而不是感性地

任意处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观照”一词不仅仅是美学

意义上的概念，更是主体设计者对生态问题的态度和思维方式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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