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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结 构主义建 筑与传 统民居
卢正懋
摘 要: 介绍了结构主义是一种认识事 物、
解析现象的方法, 指出民居独特的文化地理因素有着原型的价值, 对结构主义
与中国传统之民居建筑进行了分析, 从 民居建筑空间进行了论述, 以达到重新思考结构主义 建筑的效果。
关键词: 结构主义, 传统民居, 空间单元
中图分类号: T U 241. 5

1 结构主义在建筑上的表现

文献标识码: A
复使用外, 他们的建筑可以说像诗一般的而非散文式的( 见图 1) 。

提起结构主义这个名词,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 方学术界 是极
为重大的变革, 结构主义几乎对二次 大战后西方 社会科学 领域带
来革命性的转变, 尤其此结构主义思 潮所引发的 荷兰结构 主义建
筑观, 对战后现代建筑 的发展 有绝对 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 代美
国的路易士 康( L ouis Kahn) 及日本的丹下健三, 皆采取了 结构主
义的路线, 结构主义之 主要 思考 方式有 一个 共同的 基础 构架, 即
受到瑟许之语言理论所影响, 认为所 有的语言皆 可简化至 由语言
系统与语言活动所构成之语言模型, 结构主义即 以此语言 模型发
展出许多原 则, 以期透 过表 面寻 求底层 的关 系, 找到一 个放 诸四
海皆准之秩序与结构。
结构主义旨在寻求 人类生存永恒不变之 原则, 促 使人类之本
质与建筑之本质相 调和, 重 视人 文精神, 认 为只 有包含 人之 时空
才有意义, 空间的存在对人的意象为场所而时 间则是情境。
以下我们分别从 3 个观点来看结构主义在建筑上的表现。

1. 1 现代主义的集体形式
柯布西耶( L e Corbusier ) : 解 决都市 中人 与人间 的兴 建问 题,
提出三种人类集居方式, 将人类的 集居方式依性质分 农、
工、商三
类, 解决的方式为单元式、带状式、无线电波同 心圆的集 中。集体
住宅形态提出将个别住宅的单元放置在超大结构中形成整体。
路易士 康( L ouis Kahn) : 追 求的是 一种 理解, 理解 是感 觉和
思想两者的结合, 事实上也就是 秩序的意念。他 会对形式 给予一
新的意义, 主张形式必 须有 信仰 及精神, 通 常在 建筑表 现上 为了
维持建筑的形式接近原型, 所以总是 在创作过程 中保持着 他的信
仰, 常利用原型的组合使建筑物有着有机延伸 的可能性存在着。

1. 2 乡土建筑的集体形式
拉普普( Rapoport) : 在他的 住屋、文化与形式 一书中 将建筑
分为两大类: 1) 归属于壮丽设计传统。2) 归属于民俗传统。
前者建造的目的往 往是为了向老百姓夸 示权威, 或向同济设
计家或鉴赏家展示设计者的聪颖或 主事者的艺 术修养。相反, 民
俗传统却常常直 接而 不自 觉 地把 文化 的 需求 和价 值、人 民的 欲
望、
梦想和情感转化为实质的形式。

1. 3 个别诠释与集体模式
贺兹柏 格( Hermann Herzberger) : 他 的建 筑理 论 无疑 是从 结
构主义出发, 个别诠 释与集 体模 式显然 是借 用瑟许 的语 言模 型。
然而最难得的是他从未忘记建筑本身的角 色, 人 性化的建 筑一直
是他所追寻的理想, 他的建筑显示出 其忠实地将 建筑理论 转换到

另一方面, 结构主义建 筑的特色在 于拥有许多中性的 空间单
元与有机的系统组织, 而这种中性的空间单元具有高度 的弹性, 适
合不同的机能, 此与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单元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2 结构主义与传统民居
结构主义强调乡土建筑最佳的描述方式似乎该是个过程

它

如何被 设计与建造。用建筑的术语来说, 是以许 多空间单 元的个
体而建立一完整空间系统的建筑 [ 2] 。
密斯( M ies V an Der Rohe) 于 20 世 纪 30 年 代开始, 对合 院式
的住宅特别感兴趣, 并做了一系列 的合院式设计, 但是密斯之后 ,
除了丹麦建筑师乌 宋( Jor n U tzon) 以 外, 似乎 不再受 国际 上的 重
视, 也许是低层合院式传统民居无法 有效解决大 都市的高 人口住
宅问题, 使得传统民居 逐渐 的消失, 但 这种 都市高 层化 且忽 略城
市之涵构, 几乎失去了 原有 传统的 场所 性, 而呈现 极为 杂乱 的水
泥丛林风貌, 然而, 早期传统民居的建筑原则, 跟荷兰结构主义建筑
师所推广的建筑原则有极大的相同, 我们可以由下列几点来探讨。

2. 1 住宅如城市, 城市如住宅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 在于大家族一起生 活, 这种生 活方式即
反映在中国台湾传统民居的建筑上, 为了满足 这种传统家 族的特
殊需要, 大型传统民居发展成一种独特的集体形式, 在井然有序的
族群中, 除了安排各种生活的空间单元外, 许多院落 的中庭如同都
市中的广场, 而护龙的 廊或巷则如 同城市中的 街道。欧洲 城市中
广场与街道空间的集体活动, 也在大型的传统民居看到 其缩影, 正
如结构主义建筑师凡艾克所说的: 住宅如城市, 城市如住宅。

2. 2 结构与空间单元

实质形式, 及追求符合 使用者需要之人 性建筑的种 种努力。这种
态度足可代表荷兰结构主义学派 的一般主张。荷兰 结构主义的作

集体性结构及个别的 表现是结构主义原 则, 也可在 传统民居
发现其实例, 虽然单元 空间 的概念 与结 构主 义不尽 相同, 但 仍可

品在本质上是一 种细胞式的 组织, 除 了可以辨识 的空间单 元之重

从整体性, 转换性, 自我协调性, 中介性, 场所感中找出与之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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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历史 街区保护 策略初 探
胡冬冬
摘 要: 阐述了遗产保护的背景, 分析了国外传统街区的复兴要素, 介绍了国外传统街区的复兴策略, 探讨了我国历史街
区的保护策略, 以完善我国历史街区的 保护, 更好地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 历史街区, 保护与复兴, 策略
中图分类号: T U 984

1 遗产保护背景
18 世纪中叶, 英国的古罗马 圆形剧场成为欧洲第一个被立法
保护的古建筑, 这标志着文物保 护的概念扩 展到建筑 的范围。但
直到 18 世纪末历史建筑的保护和 修复工作 才开始受到 重视。至
于将历史建筑保 护作 为一 项 科学 工作 来 对待, 它 的 一些 基本 概
念、
理论和原则的形成则是从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 开 始, 欧洲就 开始 关注历 史街 区的 保护。
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贵性, 也是经历一条 破坏
反省 保护 的漫长曲折道路。
工业革命是一把 双刃剑 , 既给 欧洲各国带 来了无穷 的物质

文献标识码: A
财富, 也 炸毁 一 批批历 史积 攒起来 的文 化遗产 。究其 原因, 主
要还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文化水平 有限。正是随 着这种
破坏的 不断加剧, 社会问题接踵 而来, 促 使人们开 始反省。于是 ,
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被关注和认识。 但二战后经 济复兴, 各国
再次掀起了城市建 设的 高潮, 致使 许多 历史 建筑、历史 街区 及其
环境遭到破 坏, 文 化传 统特 色 在丧 失, 城 市历 史面 貌 严重 受损 。
城市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愈演愈烈, 造 成了不可估 量和无法 挽回的
损失。待经 济建设的 高潮过 去, 人们才 顿然醒悟 , 开 始积极 地探
索和进行历史文化遗产的挽救和保护工作。

2 国外传统街区复兴策略

处。1) 整体性。结构按照一定 组合规则构 成了整体( 人只是 社会

侧翼兴建 护龙。由于 每种空 间皆为 中性空 间, 当 家族成 长时, 原

的部分) 。2) 转换性。结构中的成分 可按照一定 的规则互相 替换
而不影响结构。3) 自我协调性。结构是自 足的, 理解它不需 要求

来的空间就可以改变其功能( 见图 2) 。

助于同其无关之任何因素。4) 中介性。建 立中介的观 念, 可 以使
冲突两端调和一致, 他们可以彼此 交替, 相互 作用, 回 归原始的双
生现象。5) 场所感。可使人性 的经验空间 重现, 使人们在空 间中
具有某种情境存在, 使人在空间中能产生互动 与情感的交流。

3 结语
工业革命以后, 人 口 急速 增加, 不断 向都 市 内 涌入, 直至 今
日, 当今 大约有 66 亿 人生活 在地球 上。预计在 未来的 7 年 间世
界人口数将超 过 70 亿, 而到 2050 年, 这一 数字 将会 增至 92 亿 。
亚洲大陆到 2050 年人口也将有巨大 增长, 大 概会由目 前的 40 亿
增至 52 亿 8 千万。
人口密度过高, 空间过分的拥挤 和混乱是目前亚洲 国家所面
临的问题, 不仅政府或 私人 投资的 大规 模集 合住宅 开发 案中, 很
难再找 到传统聚落的场所与人性的户外空 间, 更 值得反省 的是现
代建筑欠缺了传统建 筑拥有 的文 化特征 及象 征。另外 建筑 及其
他行业, 专业化和分工 的程 度不断 升高, 反 而使得 人们 参与 决定
自己的生活空间之程 度相对 降低。因 此为 了解决 高密 度的 都市
住宅问题, 营造人性化 的居 住环境, 值 得重 新思考 结构 主义 建筑
所重视的价值。

2. 3 变易与弹性
结构主义建筑所主 张的另一原则为弹性 及可变性, 传统民居
之空间单元与构造也 代表弹 性与 可变性 原则。 木结构 系统 空间
秩序与每个大小几 乎相 同的 建筑单 元, 可因 需要而 改变, 而 这种
长方形空间, 实 际上是 中性空 间, 它 具备多 功能, 弹性, 变异 与成
长的可能性。通常空间配置上重复此种空间单元于轴线上, 以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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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alism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residence
LU Zheng- mao
Abstract: Structuralism is one w ay of r ecognizing everyt hing and analy zing phenomenon, the special cultur al geography elements of residence
has the value of prototype. T he thesis makes an analysis about the structuralism and Chinese tr aditional r esidences, discusses the r esident ial architectur al space,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r econsider the structuralism architecture.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traditional residence, spatial unit

收稿日期: 2009-02-05
作者简介: 胡冬冬( 1982- ) , 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