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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视角看当今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
高

能

摘 要: 对中 西方文化进行了比 较, 探讨了 当代中国建筑的发 展方向, 指 出应将中国建筑艺 术文化中的精髓同 西方建筑
艺术领域的先进元素相结合, 向前辈学 习, 从而走出一条建筑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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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 常说: 建筑 是凝固 的音乐。没 有文化 的建筑, 如同 没有
了旋律的音乐, 将会因缺少灵魂而成 为钢筋和混 凝土支撑 的空壳
子。城市的一街一巷、一楼 一房 无不关 联着 建筑与 文化 的融 合。
建筑反映的不仅是技术, 在更大 层面上体 现的是文化
建 筑是
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
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 历史的积 淀。它存
留于建筑间 , 融汇 在 生活 里。随 着技 术 和生 产方 式 的全 球一 体
化, 人与传统的 地域空间趋于分离, 地域文化 特色渐转衰弱, 而标
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 建筑环 境趋 同。建筑 文化 的多样 性遭 到空
前破坏。

1 中西方文化的比较
近年来, 国外建筑 师大 举抢滩 中国 市场是 一个 不争 的事 实:
他们不仅在北京等 大城市 拿到 了像国 家大 剧院 ( 见图 1) 、CCT V
大楼这样的一些大项目, 甚至在一些 中小城市的 房地产开 发项目
中也都占有相当 的份 额。其覆 盖面 之广, 势头 之 猛, 都是 几年
前无法想象的。
近几年, 我国 学 术界 掀起 了 关于 东西 方 文化 比较 的 讨论 热
潮。这使人想起了 20 世纪 初的 新文化 运动, 尽管 时间 已过 去百
年, 而所争论的仍旧是东西文化 孰优孰劣的 问题。一个问 题纠缠
百年而未有 结论, 说明 问题 的复 杂性; 两次 论战 均由文 化比 较进
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 等多个领域, 涉及社会发展方 向,
更使人们对这一论争 的重要 性和 现实意 义有 了清 醒的认 识。对
于中国建筑师来说, 在全球化语境中 对中西文化 进行认真 的思考
和比较, 不仅对于个人 的创 作, 而且对 于中 国建 筑的发 展更 有重
要的意义。

20 世纪初国学大师梁漱 溟先生的 一篇文 章中曾 提出这 样一
种观点 : 在东西 文化观上, 把人类文化划分为 西洋、
印度 和中国三
种类型 , 称中国 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 和、
持中 国其根本精神的, 与
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 方文化 和印 度文化 有别。中 国文 化以 孔子
为代表 , 以儒家 学说为根本, 以伦理为本位, 它是人类文 化的理想
归宿, 比西洋文化要来 得高 妙, 认定世 界未 来的文 化就 是中 国文
化复兴, 认为只有以儒 家思 想为基 本价 值取 向的生 活, 才能 使人
们尝到 人生的真味。这篇文章的观点, 很有代 表性。这恰好 解释
了近年 来我国过于追求更快更好的发展, 我们不 再坚持自 己的传
统, 转而向先进的西方学习。这样不 仅安德鲁的 方案入选 是必然
的, 而且我们 模仿西方建筑, 一些开发商和 领导追捧国外建筑师 ,
以及西方建筑师 占领 中国市场也都无可 厚非, 甚至是理 所当然
的事情。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 现在很多西方人都 在反思: 思 考西方文
化、
东方文化和其他文化对未 来世界发展 的影响。亨 廷顿
一
个很有名的西方学者, 而且是强硬的西方中心主义 者, 认为 20 世

环境。这也 同时需要我们 每个 规划设 计者 必须 具有丰 富的 专业
技巧, 充足的信息及跨学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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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世界冲突是经 济原 因造 成的, 而 21 世 纪的 冲突则 将是 文化

于 形似 , 如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

的原因, 在 21 世纪, 中国传统儒家文 化将对西方 文化构成非 常大
的 威胁 。但更多的西方人则是想从东 方文化吸取 营养, 挽回西

第二类是对 传统古典 建筑 形式运 用现 代建筑 技法 进行 淡化
变形, 使之既含传统符 号, 又具 现代形 态, 如北 京摩根 中心 ( 中国

方文化的颓势。
世界文化已经出现 了跨文化发展的趋势 , 中国现 代建筑的发

台湾李祖原事务所) 就是一条东方巨龙的具象( 如图 2 所示) 。
第三类是将传统与现 代融为一体, 既蕴涵中国文化 或传统建

展也必须顺应这一潮流。中国建筑跨文 化发展的前 景如何, 将决
定于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精神实质能否有 一个深入和 全面的认 识。

筑神韵, 又符合现代建筑发展需 要。这一类建筑 应该理解 为对传
统建筑进行再创造的主流和探索方向, 如金茂大厦 。

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 赛中, 中国 建筑 师的方 案 铩羽 而归 , 除
了我们的积累和经验不够外, 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 正是缺乏 自己的

3 当代中国建筑发展思索

文化精神。
在一部分方案 中, 我们 看到的 不是 中西文 化的 差异, 而 是西
方文化和仿西方文化 的差距。 如果我 们能 够在 深入了 解东 西方
文化精神的基础上, 坚 持在 全球 化语境 中的 跨文化 对话, 坚 持在
多元文化视野中自 身文 化精 神的重 建, 那么, 实 现中国 建筑 创作
的突破和创新是可以肯定的。

2 向前辈学习
让人欣慰的是, 我 们的 很多老 前辈 们已经 意识 到了 这一 点。
华夏意匠 作者李允 先生认 为, 现 代建 筑事 实上包 含着 很多

我们国家 被世 界 所牢 记的 不 应该 仅仅 是 经济 的飞 速 发展 。
文化的尊重、文化的认 可将 会显得 尤其 重要, 探讨 当今 建筑 的发
展方向, 是我们每一个建筑师的 责任与义务。在 正确对待 现代建
筑的基 础上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 创造 有中国特 色的建
筑作品应当成为设计 的主流。 发扬中 国文 化的神 韵与 内涵 应该
被广为 提倡。在 这里引出吴良镛前辈的 几点希望和 建议, 和大家
共勉:
1) 我们在谈论要活跃 自己的理论思维时, 希望不要 陷入盲目
跟风、
追求时尚的误区。
2) 提高 理论认 识, 不 断剖析 全球的 文化多 元与交 融大趋势 。

中国传统建筑的内 容, 它们 之间 有很多 相同 的原则, 只 不过 是较
为难于直接观察而已。 如 果说 华 夏意匠 里说 的仍然 有些 乖巧
和空洞, 那么贝聿铭先生提出的 中国建筑 师的当务 之急, 就是探

同时还要积极地、深入地发掘民族的 、
地区的 建筑文化, 向我们的
前辈学习。
3) 我们不能 丧失 信心。创 造有中 国特 色的社 会主 义文 化仍

索一种建筑 形式, 它既 是我 们有 限的物 力所 能及的, 同 时又 是尊
重自己文化的 观点 则鲜 明了 很多。 北京 宪章 里 也曾 有一 段

然是中 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未来走向, 关键 有待我们 如何作
为。当前中国建 筑文化的深入发展, 也必然会留 下与这一 趋势走

话: 文化是历史的 积淀, 留 存于 城市与 建筑 中, 融合在 人们 的生
活中, 对城市的 建造、
市 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 无形的影响, 是城市

向密切关联的深刻烙印。

和建筑之魂
技术和生 产方 式的全 球化 带来 了人与 传统 地域
空间的分离, 地 域文化的多样性和 特色逐渐衰微、消失; 城市和建
筑的标准化和商品化致使建筑特色逐渐衰 退, 建 筑文化和 城市出
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

4 结语
建筑是一种生活, 建筑 也是 一种文 化。在现 代社 会中, 我 们
看到更多的却是建筑的时尚化, 建筑的平庸 化。盲目追逐 商业利
润的结 果就是建 筑失 去了 灵 魂, 只是 在一 味 跟踪 所 谓的 时尚 潮
流。建筑不 是时尚, 建筑 应该回 归到她 的平实, 就是 日常百 姓的
生活, 就是中 国文 化 的体 现。记 得一 位哲 学 家曾 做 过这 样的 比
喻: 政治 是骨骼, 经济 是血肉, 文 化是灵 魂, 它 形象地 说明了 文化
对人类社 会发展 所起的 作用。因此, 实 践中的建 筑文化, 旨 在形
成强大的文化生产力, 要探索提高中 国建筑文化 地位的特 殊竞争
力。让 我们共同期待中国建筑文化在新世纪的辉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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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paper ex plores the development dir ection of now adays Chinese ar chitecture,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r chitectural art and cultur e should be combined wit h the advanced elements in Western architectural art field
and should learn from forefathers, so as to go alo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road in the ar chitectural and cultural dev elo 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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