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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有机建筑设计原则
杨卓楠
摘 要: 通过对阿尔瓦# 阿尔托与赖特这两位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大师的设计理念、方法的分析, 探讨有 机建筑作为一种将
/ 人0 与/ 自然0 二元统一的设计原则所具备的共性和多样性, 并阐述 这种二元统一的建筑设计思想在当今的重要性, 以引
导建筑师接近人类的本原而不是继续偏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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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 有机 的建 筑 设计 手法 贯 穿了 整个 建 筑发 展的 过

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生成过程。对于赖 特来说, 整体统一 才是有

程, 直到近代赖特将 其作为 一个 体系从 历史 的长河 中提 取出 来。
任何试图以文字对其加以定义都难概其全 , 或者 仅仅表述 了它的

机建筑的根本。局部服从整体, 整体 又兼顾局 部, 这就 是完整性 ,
而完整 性导致统一性。对他来说, 建 筑物不再是 平面方案 的三维

某一部分, 如仿生、可持续。即使是提出这 个概念的赖 特本人, 也
未能成功的对有机建筑下一个定义。在 1931 年的 一次讲演 中他

产物, 其本身是 一个三维实体, 各立面丧失主 导性, 退而 成为空间
等级的外在表达, 空间再次回归 主导。他的设计 手法也追 求同样

提出了 51 条解释, 以 说明他的有机建筑观 点, 但 这更倾向于 诠释
他的理念。究其一生, 赖特只是勾画 出了有机建 筑的轮廓 和指出

的原则。

了它可能的发展方向。所以正确的理解, 有机的 创作不是 一种风
格, 而是一种原则, 有机建筑具有多元、
反常、矛盾和善变的特征。

阿尔托热爱自然, 强调建筑应 与自然界紧 密联系。正是 芬兰
北部优 美的风景孕育了阿尔托的建筑艺术, 他将 建筑与环 境完美

1 共性
1. 1 统一

的结合起来, 使用各种极具创造力的 灵活手法来 消解它们 之间的
对立与冲突, 并 且凭借简单的自然材 料, 尤其 是木材, 以 各种新颖

相较普遍逻辑的、
一步一步的设 计方法, 阿尔瓦# 阿尔托 更倾
向于采取一种直觉的和同时性的方法, 这保证了 他设计的 过程从
构思一开始就是完整的 意向, 从 直觉提炼、抽象到形成新的形 式,

1. 2 自然

和原创性的方法发展 出流畅 的空 间形式。 赖特认 为美 来源 于自
然, 建 筑就是 自然的 一部分, 强调 建筑与 天然环 境的融合 。现代
主义建筑中柯布西耶强调的/ 架空0 而产生的漂浮感强调了人工造

信的瓦解。

等问题 , 而不是一味的 停留 在仅 被少数 人欣 赏的趣 味的 羁绊中 ,

中国建筑的发展自 进入现代时期以来, 已经经历 了数种风格
形式的变迁 , 尽管每次 不同 风格 更替的 动因 不同, 但没 有哪 种形

这是每个建筑师都应该鼓起勇气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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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异质感, 赖 特则 坚持/ 有 机建 筑是 一 种自 然的 建 筑, 土生 土
长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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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住 宅的固有形式。然而在他反对国 际式的欧洲 外来文化、拒
绝古典 主义这一/ 时髦但衰老的东西0 的同 时, 却 与东方文 化不谋
而合, 后者对他产生了意义深远 的影响。首先是 老子对建 筑空间

1. 3 人性
有机建筑的恒久正 是源 于其 中的温 暖与 人性。作 为人 情化
建筑大师, 阿尔托的建 筑对 人的 感受、实用 等方 面的考 虑无 处不
在。赖特所阐述的/ 自 内而外0 的设计 也打 破了 关于形 式与 结构
的既定观念, 他所设计的住宅建筑, 也是充满人情味的居住空间。

2 多样
2. 1 / 人情化0与/ 泛神论0
阿尔瓦# 阿尔托的/ 人情化0 建筑 创作使他在 那个理性 主义至
上的时期显得与众不 同。当时 建筑师 很大 程度 上把建 筑学 当作
一门科学去对待, 但是这种科学推理 式的过程并 不完全适 合建筑
设计, 因为人是有 情感的, 供人使用的建筑应 该具备/ 人文0特 征。
阿尔托对这一点做了深入的探讨, 他 的一切建筑 理念手法 都是源
于/ 人0这一 原则。比 如他是坚定的功能 主义者, 但是他对/ 功能0
的理解首先是从人的要求出发的, 于是/ 功 能主义0 就变成 了表达
有机理念的手法、
手段与途径。人情 化的设计理 念也直接 导致了
他对建筑设计的民族化、
地域化和多元化的追 求。
赖特无疑是崇 尚自 然的, 他对 泛神 论的信 仰, 形成 了独 特的
自然观和对建筑的理解。在理想状态下, 一座生 态建筑应 该看起
来是从场地上生长出来的, 是场 地独一无二 的结构。流水 别墅无
疑是这个理念最完 美的 诠释: 悬 挑在瀑 布上 的建筑, 其 悬臂 被成
倍放大, 变成像从岩石 中生 长出 来一样 的平 台, 建筑与 景观 的融
合在这里达到极致, / 自 然从 每个 角落 渗透 进 来0。 他的 住所, 两
个塔里埃森分别以不同的形式与各自基 地的自然风 貌融为一 体。
东塔里埃森 由于置 身山 头而从 属于 山丘。在 西塔里 埃森, 石 块、
红木、混凝土和帆布都 不加 修饰 的裸露, 这 种天 然质朴 的粗 掘感
和沙漠的锐利坚硬、
清晰和粗放相协调。

的描述神奇的与他的思想契合, 这有 力的证明了 有机理念 的真理
性。而 后日本的文化艺术则成为他又一个建筑创作的灵感源泉。

2. 3 手法主义与结构突破
波浪的曲线、
不规则扇形、阶梯状平面, 作为其 具有代表 性的
三个有机形式语言, 在他的设计 中重复出现。阿 尔托在纽 约世界
博览会 芬兰馆通过内部空间的塑造, 给使用者带 来真实的 空间感
受, 空间体验变 成一系列的发现, 从而达到了 空间的连续性、整体
性。芦原信义认为阿尔托 是/ 用 加法 创造 空间0 , 即先 确定 内部 ,
再向外建立次序 , 虽然 对外 部空间 会有 一些 损失, 但是 内部 功能
及空间理想状态 能得到 充分 研究, 所以 每个 局部都 十分 人性化 、
充满关 怀。赖特 则借助于 建筑 结构的 可塑 性和连 续性 去实 现空
间的整体性。用面或边界代 替承 重墙 是赖特/ 捣毁方 盒子0 理念
的全部内容, 他 引出了悬臂梁的概念 , 这使角 柱丧失支撑功能, 角
落被打开, 盒 子随之 消失, 楼板和 屋顶在 空中伸 展开来。而 他的
有机一开始便意味 着把 混凝土 悬臂 设计 成自然、树 状的 形式, 这
种形式的构思从装饰引申到整个结构。

3 人与自然
从现今建筑设计的发 展来看, 有 机建筑的设计理念 正从不同
方面渗透到建筑师的设计作品中。这个 课题所关注 的核心, 人与
自然的 关系, 在建筑设 计上升 到/ 生态 论0 的 今天, 已经 成为 一个
不可忽 视的问题。有多少建筑师一边感 叹环境的日 趋恶劣, 一边
继续 设计破 坏自然 的建筑, 还在 为自己 找借口: 条 件、
技 术、业主
要求等 等。这是 一种责任感的缺失, 也是对自然 界的重要 性缺乏
正确的 认识。大 多考虑了人的需求的空 间是自私的 空间, 经不起
时间的 考验。与 自然融为一体的空间才 是活的空间, 与人 最本质

阿尔托善于从历史 中汲取营养, 重视从建筑方言 与原型中反

的潜在呼应。
有机建筑是以原理为基准的建筑, 是/ 活0 的建筑。它坚 持永

映出来的人们内心 的需 要, 因此 他并不 拒绝 古典符 号和 语言, 因
为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有机生长出来的空间 充满了触觉 认知 [ 2] , 毕

恒不变的设计原则而 将形式 不断 演绎以 适应 变化着 的环 境。这
种活的观念能使建 筑师 摆脱固 有形 式的 舒服, 注意 按使 用者、地

竟有视觉层 次冲击的场所更能 打动人。卡 累利阿 ( K arelian) 就是
对他创作影响深远的 场所。珊 纳特塞 罗市 政厅 正是卡 累利 阿原

理环 境、气候条 件、
文 化背景、技 术条件、材料 特性的 不同情 况而
采取相应的对策, 最终达到与有 机和谐的设 计层面。有机 建筑的

型的再现, 展现了充满自然诗意 的营建方式。阿 尔托另一 个标志
性的设计语 言: 不规则 的扇 形或 辐射形 平面, 则 出于对 古希 腊建

特性决 定了它的设计不可能是模式化的, 赖特希 望它成为 一种伟
大的、可持续发展的设 计思 想, 它可以 引导 建筑师 越来 越接 近人

筑精神的提取。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设计 中, 楔状 扇形的演 讲厅作
为两个正交矩形空间的支点, 成 为建筑的中 心。演讲厅同 时是室

类的本原, 从而使建筑设计充满生机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外剧场, 仿佛古希腊的 露天 圆形 剧场一 样, 自然 景观成 为剧 场的
天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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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nalysis of desig n co ncept and met hods of Alvar Aalto and W rig ht, the contempor ar y masters of modernist design philosophy . T he study on its commonality and diversity as the way to unify / human0 and / natur al0 is such an important design philosophy in today ,
w hich is g oing to guide the architect close to the arche of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deviating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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