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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建筑师和他们的椅子

Mod ern Western Archi tects  and thei r
Chai rs
胡  

涂  斌
Hu Jing

Tu Bin
| 内容摘要 | 本文通过分析建筑师和他们设计的椅子，说明建筑师可

以通过设计椅子来激发建筑创作的灵感，体现建筑观点，试验那些还

没有机会在建筑中实现的概念。并更进一步说明建筑与椅子的关系体

现了建筑和艺术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交流。

[关键词] 椅子/建筑师/建筑设计

建筑与椅子，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空间结

构，离不开人的活动。两者构成相同，但尺度

不同。建筑之于人，大到高楼，小到农宅，尺

度不同，感受不同。椅子之于人，尺度更小，是

可以掌握在手中的建筑。人既是设计者又是使

用者，还有可能同时是开发者，这使得设计一

把椅子变得容易。通常上午有了一些想法，画

了一些草图，下午的时候，设计原型就出来了。

这种情况使得设计师与作品之间没有夹杂什么

其它因素，只是材料有时会出现一些抗性而已。

几乎每一个20世纪建筑名师的名字之后，

都有一把造型奇特的椅子：赖特、柯布、密斯、

阿尔瓦·阿尔托⋯⋯尽管他们的设计目的不同。

当代建筑潮流的领军人物，如弗兰克·盖瑞、扎

哈·哈迪德等也通过设计椅子来体现他们的建

它们既没有封闭自身，也没有把周围环境排除

在外，而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内外平衡。赫曼·赫

茨伯格评价它：“这座展馆拥有了里特维德经

常设计和制造的家具中蕴涵的所有东西，只是

尺度更大。正是他的家具在平面和三维空间之

间立起了一座风格派的非常独特的桥梁。”

阿尔瓦·阿尔托也是凭借椅子设计取得国

际性突破的。20世纪30年代他创立了“可弯曲

木材”技术，将桦树板巧妙地模压成流畅的曲

线，再将多层单板胶合起来模压成胶合板，创

造了一系列曲木家具。正是这种集成材的使用

促使芬兰的木材产业得到蓬勃发展。阿尔托的

头像也因此出现在芬兰货币上，被视为国家英

雄。通过椅子设计，阿尔托可以直接与一种天

然材料相接触，那就是有生命的树木。树木带

给阿尔托案头工作处理抽象作品与设计所不能

提供的感觉的抵抗力和坚实的结果。后来借用

到建筑中的木材形式的例子如1937年巴黎国际

博览会上的芬兰馆，它被人们形容为一块“漂

流的木头”。而阿尔托建筑设计中主要形态之一

的波浪形曲线形态，则来自于他在20世纪30年

代从家具设计中反推出来的抽象形态。

二、椅子可以体现建筑师的建筑风格和思想|||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弗兰克·盖瑞受到艺

术家朋友用废旧物品制作艺术品的影响，动用

了用硬纸板当实验材料的念头。最终，他所设

计的一系列17件硬纸板压合成的家具在纽约的

一家精品百货店推出。由于它们具有轻便、结

实、便宜的特点和独特的流线造型，所以大受

欢迎。这一系列的家具除了体现盖瑞建筑设计

中富于激情、理性的曲线的运用之外，还反映

了他对材质所采取的态度。盖瑞的硬纸板椅子

中所蕴涵的观念，演变成了日后他在自宅的设

计中大量运用石棉瓦天花板、波纹钢板、链状

铁丝网、三夹板、沥青地面铺料等建筑材料的

“废弃美学”观念。而硬纸板椅子的粗糙质感，

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处于未完成或快要散开来的

状态，也变成后来他的自宅设计中所呈现的那

种“未完工”的质感。

扎哈·哈迪德是近10年来国际上最有争议

的建筑师之一。她的设计追求建筑的动态构成

韵味，通过体块的化整为零、叠加、倾斜等手

法来突破建筑设计常规的界面法则，从而体现

出她所幻想的梦幻般的动态效果。哈迪德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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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观点和试验那些他们还没有机会在建筑中实

现的概念。本文将列举数位建筑大师和他们设

计的椅子，并从几个方面探讨椅子和建筑师及

其建筑作品之间的关系。

一、 椅子设计可以激发建筑创作的灵感|||

建筑史学家彼德·史密森曾写道：“椅子一

向在建筑设计风潮的转变里，扮演着风向球的

前导角色。由于某种特别的因素，使得他们具

有能在一夜之间塑造新风格的能力。” 1947年，

当密斯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他的第一次建筑

作品回顾展时，美国建筑大师菲利普·强森也

评论说：“密斯流派的建筑师所设计规划的都

市，其观念与风格都是源自于密斯所设计的椅

子，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通常建筑师们设

计的椅子，可以激发创作的灵感，是最先为他

们打响名号的作品。

荷兰著名风格派建筑师里特维德先是在

1917年设计了著名的红黄蓝扶手椅。13根木条

互相垂直，采用螺丝紧固而非传统的榫接方式，

并涂以红黄蓝三种原色来强化结构。这把椅子

以最简洁的造型语言和色彩，表达了深刻的设

计观念。它与众不

同的现代形式，终

于摆脱了传统风格

家具的影响，成为

独立的现代主义趋

势的预言。里特维

德设计的Sonsbeek

展馆由少量的墙体

和屋顶平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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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不久，除设计了富有特色的维塔消防站外，

最有灵感和技巧表现的大概就是设计椅子了。

哈迪德1988年设计的一系列沙发具有大胆的色

彩、尖锐的棱角、旋转的身躯和笔直的后背，本

身就是一组动态的空间，和她的建筑设计作品

没什么两样。

三、椅子可以加强建筑空间的表达|||

如同城市中必然包含建筑，建筑中也一定

有家具的存在。合适的家具不仅有利于建筑空

间精神的传达，更可以加强它的感染效果。就

像西班牙天才建筑师高迪设计的位于维卡尔维

特公寓和巴蒂洛住宅中的椅子一样。这些椅子

具有结实的造型和简单的轮廓，又结合了人体

工效学和那些美丽、清晰、常常源自有机体的

线条。其形状在新巴洛克式的审美趣味和单纯

的线条之间达成了平衡，与建筑风格达到完美

统一，为建筑平添了许多趣味。

密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是其流动空间的代

表作之一，“少即是多”的建筑处理原则在此得

口头语言是非洲黑人文化最基本的传承工

具，非洲文化的传播、保存和继承，主要表现

为一种口语传承活动。因为在无文字的口传社

会中，文化的传承必须借助于口头语言，以口

耳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人类创造的文

化财富、文化遗产，大都凝结在由口头语言构

成的口传文化中。口传的文化信息，主要蕴藏

在各民族世代流传的大量口传神话、史诗、故

事、歌谣、谚语、咒语中。这些口传文化构成

了非洲历史文化生活的“口碑史书”或“有声

文献”，构成了非洲黑人文化内容的“流动博物

馆”，保存着非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艺

术、技术、自然等各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本

文通过调查研究，认为非洲民间谚语是非洲蜡

染图案重要的文化题材，也是非洲黑人文化的

非语言文字传承方式之一。

一、非洲蜡染图案的民间谚语题材|||

非洲蜡染图案的题材有许多来自非洲民间

谚语，它的根源就是黑人各族的口述文学。有

的非洲谚语本身是口述故事的主题句，如“妒

忌是灾难，它能给人带来不幸”，“谁损人利己，

谁会失去友谊”，“贪心无好报”，“应当宽恕请

求原谅的人”，“狂言害怕事实”等。非洲谚语

无论长短，一般都具有较为明朗的思想指向和

较为确定的语义内涵，如桑给巴尔的“路再长

也有终点，夜再黑也有尽头”[1]，豪萨族的“保

持你的尊严比保护你的财产更重要”[2]，伊拉族

的“大象不会在一天内消瘦下去”[3]。有的非洲

谚语采取以物喻理的修辞形式，如桑德族的“野

猫通过尖叫炫耀自己”，约鲁巴族的“去的路上

咒骂，归途就会碰上苍蝇”等。总之，非洲谚

语浓缩了非洲文化史、心理史和风俗史。蜡染

图案以它为题材可谓取之不尽，也为我们从中

了解非洲黑人智慧和文化风貌提供了途径。

二、非洲蜡染民间谚语题材图案实例|||

下面我们从西非市场收集到的蜡染图案中，

选取一些有典型部落口传文化内涵的图案加以

非洲蜡染图案中的口传文化
题材探讨

王  华  Wang Hua

孙  理  Sun Li
| 内容摘要 | 本文采用民间调查的方法，在非洲蜡染图案实例分析的

基础上，介绍了非洲蜡染图案中的谚语文化题材；同时探讨了非洲黑

人文化的特征及其非语言文字的传承方式，认为非洲蜡染图案是非洲

文化的传播、保存和继承方式之一。

[关键词] 非洲/蜡染/图案设计/黑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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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充分的体现。室内布置的密斯专门设计的

靠椅和平椅，舒展的体形与开放的建筑很相称，

由于造型优美后来得到流行，因而被称为“巴

塞罗那椅”。德国馆内除了这些精致的座椅外，

别无其它装饰系列，它们就是馆内惟一的展品。

菲利普·强森曾这样称赞“巴塞罗那”椅：“它

是密斯所设计的最漂亮的椅子，胜过任何一件

现代艺术品，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金属杆

的宽度和厚度以及相交处曲线弯曲的程度，皮

垫的厚度，装饰纽扣的大小，包边的比例等。对

细节的这些关注也同样体现在他追求“‘美与比

例’的建筑设计中。”

四、建筑与艺术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虽然本文只提到了建筑与椅子的关系，但

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建筑师已不再仅

仅局限于建筑设计，他们还活跃于雕塑、绘画、

家具设计、室内设计、环境设计等领域，甚至

还开始涉足产品设计、装置艺术、舞台设计等领

域。建筑与艺术的关系，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交流，在许多时候并不是直接挪用，而是在观

念、媒介运用、审美敏感等许多方面的相互启

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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