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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坡道的演变为主线，探讨其作为空
间叙事的方法而产生的异于平常的空间体验，强调
了以人为主体的运动体验的追求来决定着建筑空间
的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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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坡道作为一种极具趣味和吸引

力的元素活跃着建筑空间。随着近几十年来，
基于对建筑体验的需求，坡道从最初用来解决
竖向联系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了一种大家熟知

空间叙事的方法，强调作为人活动的场所，最
终实现和支持了一种平滑表面的空间结构，这
种空间叙事使得多线索、“揭开谜底”式的空
间体验成为可能，最终创造了一种共生的空间
秩序，让建筑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场所。
在这一篇文章中笔者将结合建筑的空间体验来
探讨坡道介入空间叙事的发展与具体应用。

2    空间叙事
叙事，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对于一件事情的

描述。建筑空间叙事按照空间次序结构编排的
不同，分为“线性空间叙事” 和“非线性空间
叙事”。这些都以现象学为基础，追求的是建
筑通过叙事的手法来编排空间序列以期与场所
融合从而建立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场所。

孕育在结构主义框架内的传统叙事学强调
的是视觉画面的连贯性，即保证“感觉—运动”
连接的有效性。要求能够理性地组织画面与画
面的关系，其中贯穿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
一种典型的“线性叙事空间”。以杜尚的油画《下
楼梯的女人》（图 1）为例，画中表现的就是
一种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作用所表现出来的
画面的有理连接。从这个实例中可以分析得到，
传统的建筑叙事是运动单元（片段）的理性连
接方式。这里的理性指的是后一镜头所出现的
在前一镜头能找到暗示，空间和运动保持着紧
密的因果关系，空间结构直接规范人的运动。

反之，这种理性连接一旦被破坏，代之以
无序、混乱的非理性运动，那么，就会彻底颠
覆传统意味上的“故事性”结构，在此称之为“非
线性”的空间叙事。这种异质并存的空间缺乏
因果关系，变得不连续，人在这些独立、断裂
的空间中发生运动时，“感觉—运动”的连接
就不会很有效。

这两种叙事方法从逻辑结构上来看，处在
逻辑与非逻辑的对立点上。这导致了在两种空
间结构中坡道的涵义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完全
取决于空间叙述的主体。在建筑空间叙事中，
设计者作为叙述的主角与策划者，参观者亦是
在一场场“精心策划”的空间中完成了种种预
设的体验。但在另一种叙事空间中，使用者则
成为了空间叙述者，在使用者的参与体验下，
对场所与空间赋予了新的涵义。从建筑实体层
面上来看，如若使建筑完成从叙事到事件的过
程，前提就是对于分隔竖向空间的楼板进行非
水平化操作。其实，两种空间叙事模式的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让建筑如何呈现个人体验，并在
此场所中让真实的世界得以展现。

3     坡道在建筑空间中的线性叙事
回溯坡道的发展，柯布西耶提出的“漫步

建筑”，是现代建筑中将坡道引进建筑的首例。
他认为“一个建筑，必需能够被 ‘通过’，被
‘游历’。”[1] 由此可见他对连续移动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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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与体验十分关注。
“漫步建筑”首次强调了人的行为介入，

以此赋予空间以意义，称之为 “建筑环境” 
或“场所”。这时将坡道引进建筑内部，精致
性地刻画了空间，完整地表达了人、建筑、环
境三者的回应关系。要形成竖向的建筑体验就
要突破建筑空间设计的第三维要素——竖向高
度限制，因此要解放竖向的束缚，打破不同楼
层的隔阂，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使不同部分、
空间、功能串接起来。此时，在建筑中引入坡
道（而不是楼梯）的就显得极具意义了。

以萨伏伊别墅为例，柯布西耶通过缓步坡
道和旋转楼梯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竖向连接。为
了阐释设计意图，柯布在剖面图下加了一段注
释：“从架空的底层进入，沿坡道不知不觉的
上升，这种感觉与通过楼梯的行进是完全不同
的” [2]。对于竖向交通连接方式的选择，柯布
放弃了之前设计中使用楼梯正是因为坡道所具
备的可以与运动发生更直接的关联特征。相比
于楼梯，坡道不仅打破了层与层之间相互隔离
的确定空间关系使之相互融合与渗透，而且人
在其中运动的时间被延长以致人们足以将在建
筑中的感受加入到建筑中去。

很明显，柯布西耶在他的设计中强调了人
作为运动主体的知觉体验，在文章的开头提出
坡道作为一种空间叙事的方法是建立在现象学
的基础之上的，目的是让建筑空间形成一种富
有感染力的场所。刘先觉先生认为“场所概念
应当是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建筑与特定的人群
相互积极作用并以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整体。”[3] 因此连续坡道介入建筑中不仅只是
视觉上的形式，而是人的行为内容上的连续构
成方式。人的行走流线是三维的，方向、高度
都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运动经验与整个空间结
构联系在一起。运动的时间性被人为拉长的流
线以及由此所贯穿的连续差异空间予以强调，
场所感由此而生成。

为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坡道介入空间叙事所
产生的情节体验，以美国建筑师斯蒂芬·霍尔
的芬兰当代艺术博物馆为例来进行说明。霍尔
的设计理念深受法国现象学代表梅洛·庞蒂哲
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对建筑的亲身感受和
具体的经验与知觉是建筑设计的源泉，同时也
是建筑最终所得到的”[3]。在建筑空间叙事的
手法上霍尔为了使来访者能够感受到连续性展
开的一系列视角变换，在入口处（两个体块的
结合处）用弧形坡道不对称引导着空间序列的
行进，使得空间中各种景象的交互，“这些视
角将空间的内部体验与整体建筑的‘交织’概
念紧密结合”[4]。由于坡道的介入，整个设计
成为了轻微扭转的展厅的集合。弧线展开的空
间序列呈现出了让人既神秘又惊奇的元素——
而这些正是在典型的单向或二维正交展开的空
间布置中所体验不到的。在剥离了现实时间尺
度之外的在光影下的运动经验带给了人们不尽
的思考与发现，从而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场所借
助于坡道这种空间叙事模式成功的表达出来。

4     线性叙事向非线性叙事的过渡
线性叙事空间中的坡道以开放的连接过

渡、路径指向、促进交往等功能，决定了它成
为建筑各功能空间中弹性最大、最具吸引力和
活力的设计元素。然而，这种独立式坡道在其
应用上还是具有着诸多局限性，不仅没有使交
通空间与其他功能空间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坡
道在建筑中的秩序是建筑师预先安排好的，设
计师作为空间叙事的主导者是这种空间结构的
特点。在这种空间叙事模式中没有实现人的行
为自由化，更满足不了人们对复杂、刺激的空
间情节的心理追求。可见，坡道要成为开放空
间并且实现和支持一种平滑表面的空间结构，
使空间序列各部分能够自然衔接就要在高度上
打破传统建筑上基本“层”的概念，这样人行
为的自由化才会成为可能。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坡道完成了现代主
义建筑的空间叙事话语，然而，这种叙事模式
并没有解放坡道。从多米诺体系走出来的“漫
步建筑”一直在探索着如何将水平的楼板在空
间中倾斜甚至折叠迂回，让线性带状的叙事
模式与连续因果的空间感知变成一种能够产生
“令人惊讶”的复杂心理体验需求。因此采用
复合性坡道多变无序的非理性形式来完成建筑
空间的“非线性叙事”以补充独立式坡道形式
不足以表达环境多义性特征的缺憾。

5    坡道在建筑空间中的非线性
叙事

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能够完成非线性空
间叙事的复合型坡道其实就是传统独立性坡道
形式与意义的拓展。传统模式的坡道只是局部
放置在建筑的某个部位，并没有脱离“层”与
“层”之间连接体的概念，人的行为也同样受
到规范。尽管由于局部坡道的存在带给了使用
者丰富的空间体验，但是“层”的概念同样也
被会感知。然而复合型坡道就完全不同，层与
层之间得到了光滑无缝连接，人的行为有着很
大的自主选择性。其具体手法就是将楼板进行
非水平化操作。这样，“通道”与“楼层”全
部都因楼板的折叠或者说坡道的广泛运用而界
面最终也得到了消解。

复合型坡道的的产生是以德勒兹的哲学理
论作为基础的 , 该理论主要有两个思想。其一
是平滑思想，该思想用“平滑”形容自由、开放、
不受理性控制。运动往往从逻辑出发而得到非
逻辑的结果。空间亦从有序状态变到无序状态。
这种演化是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内在“随机过
程”所形成，而呈现出不确定性。与传统线性
观念相对的是，这种空间所形成的时空是非线
性的、不可分的。

其二是褶子思想，这是德勒兹因巴洛克风
格所得到的启示，结合了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

图 4- 当代艺术博物外貌 图 5- 当代艺术博物馆内部空间 图6、7、8-朱苏大学图书馆设计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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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哲学概念。在他所描述的褶
子世界里物体是内外双向折叠生成的，因而没
有内外之分。时间与空间共存于物质的折叠中，
外观就是物体自组织的表现 [5]。物体是动态连
续的，在空间中生成，发生在从一个时刻到另
一个时刻的时间延时过程中。

不仅如此，透明性思想也对非线性叙事（这
种“折叠”后的空间）也有着理论层次的影响。
凯布斯在其所著《视觉语言》中认为透明性不
仅仅暗示图形的一种特性，它还暗示着一种更
为宽广的空间秩序，同时暗示人们对空间不同
位置的同时感知。这时，运动可以任何从一点
跳到另一点。使得空间从明确地限定中解放出
来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开放。

在非线性的空间叙事模式中，认为建筑
存在于人的历时性行为中，并与人交互产生关
系，可以反映人的动作甚至情感，建筑的“形
成”过程也就是建筑的“建成”状态。强调使
用者的参与来赋予空间更多的意义，“不确定”
成为了事件的中心话语，从而激发空间中各个
片段的无理连接和对不同位置的同时感知的结
果。这种建筑生成手段带来了设计手法上的诸
多可能性，原有的空间、形式、功能以及美学
内涵都在发生变化，同时也提供了对于形式创
造的新途径。其形式并不是追求建筑形态的复
杂变化，而是在建筑空间多义复杂无序的空间
中，隐含这一种组织规律。通过折叠、复合等
方法变换坡道的组织结构，使得在建筑中感知
更加复杂化的戏剧性效果，实现一种“形散而
神不散”的空间营造。

在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法国巴黎朱
苏大学图书馆方案中。他通过对楼板这一物质
形态的元素的折叠处理，形下，把楼板进行局
部的折曲变形，然后上下搭接，形成一个巨大
而舒缓的坡道，这种形成楼板倾斜、连续曲面
或自由曲面形态的折叠处理，造成了空间在高
度维度上的直接连续，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了空

间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将空间之间的
关系与建筑自身的形状密切关联。这种空间之
间的关系不仅仅具有流动性，更具有一种塑性
和延展性。

近些年来库哈斯和扎哈·哈迪德的建筑
实践似乎成为了这类空间叙事模式的代表性人
物。当他们将一次次的尝试变成现实的时候总
能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扎哈在意大利卡利
亚里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2006 年 ) 的设计中使
用数字建构完成了非线性的空间叙事，人在屋
顶覆盖下的空间内肆意流淌。如同乐章般将舒
缓与激情串接，整体贯穿的步道非“坡道”亦
非“楼板”，完全消失了“上”与“下”的关系，
空间的边界也随之消解，呈现“混沌”的特性。
行走在建筑中，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在这里随
机发生，人的精神体验也不断获得丰富与调整。

较之于斯蒂芬·霍尔所设计的赫尔辛基博
物馆，这个的方案似乎完成了坡道对于建筑空
间的无限扩张与夸大化，坡道固化在人们心目
中的形象完全瓦解。代之以楼板的整体坡道化
最终实现了空间的平滑无缝连接。没有了那种
强烈的指向性，空间的各个画面也以有理与无
理并存的连接直接刺激着观众的感情和情绪。
序列组织也是逻辑与非逻辑交织在一起。

6    结语
通过文章的分析研究，从柯布西耶的“漫

步建筑”以来，坡道从人的行为体验为基点，
完成了从平面性的二维到“空间+时间+感知”
的五维空间的蜕变来实现建筑“层”的限制。
坡道与建筑其它构成要素相融合，原有空间垂
直和水平方向的界定也随之消解，给人带来的
是一种模糊和无序的全新建筑体验。这种多维
连续空间建筑的设计不是用几何体来塑造形
状，而是建筑所处环境中错综复杂的具体联系
来界定建筑本身，从场所体验出发赋予建筑以
形式。在强调使用者对于建筑的空间塑造应该

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今天，这种非线性空间叙事
模式正吻合了当下对空间动态性创造的探索，
以此引发了在功能以及形式上的更多选择，这
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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