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第 33 卷 第 7 期
2 0 0 7 年 3 月

西

SHA N XI

建

筑

V ol. 33 N o. 7
M ar. 2007

A RCH ITECTU R E

27

文章编号: 1009-6825( 2007) 07-0027- 02

极少主义室内设计
王

丹

摘 要: 对极 少主义及其影响下 室内设计的主要特点 进行了简要论述, 列举了部分 极少主义室内设计 的实例, 并对极少
主义室内设计中惯常运用的手法加以分析, 从而为建筑的设计提供了一种简约的设计理念。
关键词: 极少主义, 室内设计, 色彩, 光线
中图分类号: T U 238. 2

文献标识码: A

极少主义在狭 义上 被认 为是 20 世 纪 60 年 代兴起 于美 国的
一种艺术形式, 主要表现在绘画 和雕塑艺术 上。其理念在 于降低

和琐碎的功能, 强调以 简洁 通畅来 疏导 世俗 生活, 给予 人们 的始
终是一种淡泊的、
明净的、静默的、
圣洁的空间气氛。

艺术家自身的情感表现, 而选择单 纯的、
逻辑 的表现方式, 采用极
为精简的设计要素, 创 造简 洁的 外在形 式, 往往 能运用 有限 的信

室内设计作为建筑设 计的再延续, 绝不能孤立于建 筑设计而
存在, 在经典的极少主 义建筑 中, 极少 的 设计理 念总 是从 建筑

息传达耐人寻味的深意, 给人留下深刻的视觉 印象。
极少主义同地域主 义一样, 并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一种设计风

外观完整贯彻到室内。安 藤忠 雄被认 为具 有极少 主义 的设 计倾
向, 尽管未必出于他的 本意, 然 而确实 可以 从他的 一些 作品 中感

格, 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思潮, 一种 理念。可以认为 , 极少 主义
起源于对抽象表现 主义 的反 叛, 作为一 种反 纷繁复 杂, 回归 简约

受到极少主义的设 计理 念, 譬如他 简洁 的几 何形的 构图、光 洁而
少装饰的混凝土外墙面、
为了掩盖柱 子不惜将墙 体做到与 柱子同

的设计理念, 它 波 及了 包括 戏 剧、音乐、建筑 在内 的 众多 设计 领
域。John Pawson 将极少主义 定义 为 当一 件作 品的 内容 被 减少

宽等。以光的教堂( 见图 1) 和水御 堂( 见图 2) 为例, 前 者是 一个
简单的矩形混凝土盒子, 后者是在一 片椭圆形的 荷池中藏 着拾阶

至最低限度时它 所散 发出 来 的完 美感 觉, 当 物体 的 所有 组成 部
分, 所有细节以及所有 的链 接都 被减少 或压 缩至精 华时, 它 就会

而下的建筑入口, 外观形象都是 极其单纯的。两 者的室内 设计也
都具有极少主义倾向, 前者突出的是 一片斜墙入 口处透进 来的天

拥有这种特性。这就是 去掉 非本 质元素 的结 果。 极少 主义 在建
筑与室内设计上, 最早可以追溯到路斯 的 装饰即罪恶 以 及密斯
的 少就是多 , 然而 少 并不 会直 接导 致 多 , 极少不 是要 简单

光, 以及墙面上由 光线组成的 光的十字 , 别 无其他装饰, 后者将
一个直径 14 m 的圆形大厅用 4 m 高、
0. 21 m 见方的立柱 以 间
为柱距作格网分割, 室 内用 朱红基 调, 每当 夕阳余 辉从 大厅 西侧

无味, 而是追求简洁却 富有 深意, 极少 主义 作品 提供的 是一 个简
洁精致的背景与舞 台, 通过 突出 表现其 中极 少的几 件元 素, 从而

光庭映入御堂, 列柱便投下长长的影 子, 大厅 充满红光, 给人们以
一种静寂神秘和超凡脱俗的深刻体验。

激发鉴赏者注入其中的 联想、
思考、体验等各 自不同的感受, 达到
了丰富的内涵。极少主义 的室 内设计 提倡 摒弃 粗放奢 华的 修饰

为了达到简洁的效果, 极少主义 的室内设计往往简 化了一些
较为具象的东西, 例如使用硬朗、冷峻的直线条、
光洁而通透 的地

律感。当人们置身其中 时, 除了 感受到 幽雅 宜人的 环境 的同 时,

如陈年好 酒, 越陈越 香。建筑场 不仅仅 是当代人 的一个 舞台, 也

还应该体会到它 所带 给人 们 心情 和心 理 上的 收 放感 和韵 律 感。
当人们融入一个成功的景观序列时, 它不仅仅是 景观元素 使用的

是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交点, 而 且也将许许 多多后来 者提供
他们的舞台和阅读前辈的舞台。

恰到好处, 而且在元素 的组 织排 列上有 松有 弛有聚 有散, 从 而给
人不断的 磁 感受, 人 在景 中游, 被景 吸引, 最 终达 到人的 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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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以及墙面、利 落 而不 失趣 味 的设 计装 饰 细节 等等, 而色 彩、光

从 图 3 的这 个走廊中, 看到了色 彩和自然光 线在极少 主义作

影、
质地这些非具象 的东西 却反 而在简 化的 背景之 中被 突出 来,
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品中的精心运用 , 因为 除去 色彩和 美妙 的光 影效果, 恐 怕这 样的
空间就显得毫无特色可言了。
在没有自然光线的场 合, 人工照 明便在极少主义室 内设计中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 色。这里 的灯光 设计 除了提 供一 般性 的照
明设计来满足功能 需要 之外, 更注 重了 渲染 空间气 氛, 提供 构图
上的变 化等特殊的照明效果。而灯具的 设计也是很 有考究的, 或
是加以弱化, 隐 藏起来, 从 而保证空间的简洁 性, 又或者 是加以强
化, 使得局部的若干灯具本身成 为室内的一 项重点装饰。 从光色
上说, 大 多是清 冷的高 色温光, 配合 室内明 朗、
简 洁的气 氛, 但在
某些场合, 也可以小范围地采用暖色光。

极少主义室内设计 中很强调色彩的运用 , 有高度 统一的色彩
基调, 而且往往就是大 片的 单一 色, 或 者是 强调 同一色 调间 的微

Na Xemena 别墅就是一个 相反的 例子 ( 见图 4) 。在 这里, 暖
黄色的灯具成为了 空间 中一项 重要 装饰, 可 以想象, 这 里使 用的

妙变化, 或者是在其间 加入 一两 处对比 色加 以强调, 达 到一 种强
烈的视觉效果。

是极少 主义室内设计中较为少用的暖色调, 而原 因是这座 别墅坐
落于海边, 色调采自于 自然, 屋 内墙面 使用 的是白 色及 大片 的钴

Hakuei 别墅的室内, 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 墙、柜子的 表面都
是光滑的, 黄色 调 子, 地面 是 深一 些的 暖 黄色, 稍 微 有深 浅的 变

蓝色, 而灯具自然就用了暖黄色 形成一定的 对比。在极少 主义设
计中, 家具与摆设也是 一项 重点, 必须 是由 设计师 设计 指定 的和

化, 但也是组 织在 规 整的 大块 方 格之 中。在 大片 黄 色的 基调 之
中, 黑 色的床 置于墙 侧, 得 到了充 分的突 出与强 调。室内飘 浮着

整体的极少主义设计 的室内 风格 相协调。 极少主 义室 内设 计中
使用的家具往往是 简洁 而造型 优美 的, 多使 用直线 条, 摆设 也总

柔和的漫射 光, 在淡黄 色的 墙面 上形成 了微 妙的光 色变 化, 使得
空间丰富起来, 耐人寻味。

是大方而精美, 在设计中起到点睛的作用, 不可以随便替换。
极少主义室内 设计 往往给 人一 种高 品位的、小 资的、可远 观

在商业建筑, 特别 是一 些高档 的专 卖店中, 极 少主 义无 疑是
一种首选方 案。首 先, 少 而 精的 商品 摆 设往 往代 表 着高 档和 品

而不可亵玩的感受。 它注定 不是 世俗 与哗众 取宠 的。而这 也引
起了人们的一番思 考, 那就 是, 极少主 义的 室内设 计是 否适 合于

味, 更重要的是, 极少主 义的处理通过对空间 界面的简化, 可以达
到突出商品 本身 的 目的, 刺 激 消费 者 的购 买 欲。Antonio P ernas

住宅设计, 是否 这样的住宅少了一点 家的随意、散漫与温情, 多了
一些冷漠 与生硬? 俗 话说得 好, 萝卜青 菜各有所 好, 并不是 所有

专卖店, 墙面是 大片单纯的白色, 灯光聚焦在 红衣模特身上, 格外
抢眼。而墙 面上一块带纹理的绿色凹槽, 在这里 与大片平 整的界

的人都 喜欢把家弄得一尘不染象个展览厅, 有些 人也不能 忍受过
分随意 而显得有些杂乱的家居生活, 有的人在极 少主义的 居室里

面形成对 比, 丰富了 空间肌 理。同时, 绿色作 为红色 的互补 色存
在, 更强化了模特衣着色彩的视觉冲击力。

感到紧张与生硬, 而有些人也许感到 的恰是一种 整洁明朗 而带来
的放松心情, 所以不妨各取所好, 不必妄下定论。

在蒙特卡洛的公寓 这个例子中, 设计者运用了磨 砂的玻璃盒
子作为过滤和控制整体色调的主角。通 过磨砂玻璃 的过滤,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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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inimalism, inter ior design, color, r 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