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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案积累到领域拓展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
究深入的若干可能
From Amalgamation of Case Studies to Expansion of the
Field: Possibilities of Enhancing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刘亦师

LIU Yishi

摘要：在近年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和出版欣欣向荣的背景下，本文简要分析其成因，并尝试讨论若干使本领域
走向深入和深刻的可能。首先，以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课程为例，补充论述其教学现状及发掘
一手资料、发动多数学生开展普查和研究的重要性。此外，试从技术史、观念史和思想史等视角与方法，以及重
视 1949 年前后的断裂与接续问题两个方面论述可能的方向与方法。结论部分论述本领域研究的两个特点，指出
未来近代建筑史的生命力在于在艰苦、坚实的史料工作和案例研究基础上，能够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叙事方式和研
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教学、学术史、案例研究、领域拓展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sperou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the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xplores possible ways to expand the field and complicate our understandings.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semester-long class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expl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discovery of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mobilization of students for archival and field work. It also
contends for two other possibilities, technological research can be aligned to intellectual study and history of ideas
to examine architectural, urba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drawn to the disconnections
and interconnections across the boundary of 1949.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Teaching on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Case study, Expansion of the field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繁荣局面的出现

华地带。梳理这些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研

及探因

究其中近代建筑的发展历史，从而指导当代的城
市规划和建筑保护及利用等工作，这是 20 世纪

在中国近代时期，不但传统政治中心城市有
了很多新发展（北京、广州等）
，而且因为特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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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科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
之一 [1]。

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历史条件，一些原本籍

近年随着我国建筑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城市

籍无名的小县城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商业中心
（上

更新、历史建筑再利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

海、香港等）
，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新城市（
“新京”
、

使得近代建筑的研究日渐昌盛起来。除每两年一

青岛等）
。形成于近代的这些城市的空间结构在今

次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一直持续举办并出

天的城市生活中仍发挥其功能。而这些城市中的

版其会议论文集（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系

近代建筑不但数量众多、类型繁杂，且多位于繁

列丛书）外，前几年规模宏大、皇皇 440 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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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史》
（五卷本）面世，这是

直由附设于中国建筑学会的近代建筑史学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充满活力、蓬勃发展

术委员会承担，其在促进学术研究、培养

的高校并不多，仅清华大学、南京大学、

的最好说明。除此以外，国内主流建筑刊

骨干力量以及有意识地引导研究方向等发

湖南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等寥寥几所。

物如《建筑学报》
《建筑师》
《新建筑》等，

挥了重要作用 ，但至 2018 年初因清理

这种与近代建筑史研究快速发展极不相称

近十年来多次刊载以近代建筑和城市历

三级学会暂停组织活动。虽然每两年一次

的教学现状，是将来教学改革中亟待调整

史研究为主题的专栏 ，遑论为数更多的

的近代建筑史年会仍在继续（2018 年第

增补的对象，即在我国各大高校的建筑系

相继发表的论文。其研究内容，已从早前

16 届年会在西安召开，2020 年第 17 届年

里因地制宜地设置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课

的样式描述和基本事实梳理，扩及对建筑

会将在济南召开）
，但今后如何重建“学

程，使之既体现这些研究成果，拓展研究

思想、社会因素、建筑技术等诸多方面的

术共同体”组织、采取何种方式开展活动，

视野，也促进“中国建筑史”教学的进一

讨论，呈现出一个更加多元、丰富的近代

从而健全机构、推动和引导学科建设，这

步完善。我们以开设中国近代建筑史课程

建筑史研究图景。这都是十年以前未有的

是当前大家都关心并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最早的清华大学为例，略作阐述。

现象。

我们希望，
能在此“学术共同体”的组织下，

[2]

[4]

目前，国内开设中国近代建筑史课程

2012 年以前该课程由张复合教授主

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前述社会经济

选取若干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在全国范围

讲，主要着重于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而造

建设等现实需求外，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领

内联合多校从事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学者开

成的一些主要城市建筑的发展、变化，以

域 30 多年来筚路蓝缕，艰难中发展，终于

展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研究，产生大量

地域和交通为主线，结合我国十余座城市

在这一时期枝繁叶茂、花开结果。在老一代

重要的学术成果。

的具体研究情况讲述。2012 年以来笔者

[3]

和中年学者仍孜孜耕耘的同时 ，受他们培

接替讲授此课，为了能从整体上描述近代

炙的新生代学者已走向前台，成为活跃于本

二、中国近代建筑史课程 ：群众路

建筑的全景，逐年加强了对中国近代建筑

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老、中、青三代人组

线与案例积累

史讲授的理论性。具体而言，是在课程设

成了西方学界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其成

置上将全部内容划分为两大部分，即理论

员都受过专业训练，有共同关心的议题和价

得益于前 30 多年研究的积累，虽然

部分与实例部分。理论部分着重论述中国

值取向，他们同时致力于领域拓展，这一时

已有基础和条件做理论的和较宏观的工

近代建筑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从近代建

期的论著数量自然可观，研究质量也随时间

作，但我们应该较为清醒地认识到，目前

筑的历史分期、近代建筑的定义、近代建

推移较前有长足的进展。尤其青年一代已普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仍处在“摸底”阶

筑的类型、近代建筑的特色、中国近代建

遍具有国外经历和国际视野，对本领域未来

段，还存在大量此前尚未纳入研究视野的

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资

的发展还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都是近

案例，仍需开展大量坚实和艰苦的实地调

料的类型等各个侧面逐一论述，尽力使学

十年才逐渐形成的局面。

研和案例研究。同时，虽然近年来近代建

生对近代建筑的发生与发展能形成一个整

筑史的研究队伍扩大不少，但专职从事这

体、连贯的印象，不为各时期、地域的不

尚待加强的不足之处。从具体的研究来说，

方面研究的学者人数仍很少。因此，普及

同现象所割裂。同时，理论部分的授课旨

至少有两方面内容可以加强。首先，对广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知识并有效地发动

在加强学生对城市建筑的关联性、近代建

大内陆地区的研究仍欠深入。这是本领域

更多一般爱好者，走近代建筑调查研究的

筑的全球关联性，以及研究近代建筑的跨

研究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之所以提

群众路线，十分必要。实际上，在中国营

学科方法等观念，为他们将来继续深造打

倡有针对性、目的明确的积累案例研究的

造学社创建之初，交通、信息均闭塞的情

下基础。

原因，可以想见其过程是艰苦和长期的 ；

形下，梁思成先生曾给应县等地的照相馆

在此局面之下，我们也在反思有哪些

[5]

而在实例部分，则按照地理空间的分

其次，以“通史”体例的著述为例，在积

写信，请求协助提供当地古建筑的照片 。

布，分别论述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北、

累足够多具代表性案例研究的前提下，宜

这何尝不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当然，今天

西南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建筑，

拧合线索、提炼主旨、精选案例、平衡布局，

的研究条件已不同于 90 年之前，我们认

根据不同学校和授课教师的实际情况，选

同时在按年代推移分期的基础上，可考虑

为有效普及知识和发动大家共同研究近代

取重要的城市，展开比较研究，针对“理

加入围绕主题组织材料的研究。目前而言，

建筑的一个好办法，是开设中国近代建筑

论部分”所涉及的内容加以详述。此外，

探索“通史”书写的其他可能方式仍有很

的课程。如此，不但可以系统地介绍既有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教学中加入实地考察

大空间，这也有助于丰富对近代建筑发展

成果和前沿趋势，且可安排选课学生根据

的环节，组织学生走出教室，亲自参详其

全景的认识。

教师按要求开展调研，此外还有利于组织

样式、材料、功能、空间布局、艺术手法等，

针对近代建筑的测绘工作，教学相长，一

既改进了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方

举数得。

式，又有利于教学与实际相结合。

从“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层面来说，
2018 年以前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的组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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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的作业要求学生选取与他 / 她本人成

校内近代建筑为主的 20 多幢近代建筑（此前中

长经历密切相关的一幢近代建筑或某个近代城市

辍多年）
。在测绘过程中，帮助师生提高了对近代

片区，利用假期调研，并完成一篇课程论文。因

时期的设计方法、建造方式、结构形式等诸多内

选题多位于其家乡，选课同学大多积极热心，多

容的认识。以近代建筑中十分关键的屋顶结构为

方搜集资料，论文水平较高。此前每届近代建筑

例，不但包括规格较高、施工较复杂的清华大学

史学术年会都有清华大学曾选该课的本科生参会

大礼堂混凝土薄壳结构和图书馆一期的混凝土屋

并宣读论文，其成果也被收录到《中国近代建筑

架及钢桁架，就木屋架形式而言，也远远超出成

研究与保护》系列丛书中。

书较早的《建筑新法》中所总结的 6 种基本型，

2017 年以来，为了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和相关

而产生很多变化。

资料文献的训练，我们又要求凡选择北京市内的
近代建筑为题的同学，必须在档案馆查找相关的

三、技术史、观念史与思想史 ：深化近代

一手资料，辅以实地考察和其他资料完成论文，

建筑史研究的若干可能举例

并在课程大纲中加入一节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实地
教学课。这几年来同学们普遍反映所获较大。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此前多着力在讨论建

1 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9 年春季学期该课程的

筑造型和风格，较少见到有关建筑技术和建筑思

安排。

想方面的研究。集中、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化进

清华大学的教学安排是在大三年级暑期安排

程中建筑技术的发展情况，近年来成为中国近代

为时两周的测绘实习。我们将之与近代建筑史课

建筑历史研究向深入发展的关键环节 [6]，也为贯

程结合起来，从 2012 年以来测绘了以清华大学

通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尤其

清华大学 2019 年春季学期中国近代建筑史课程大纲
周次

章

节

表1
内 容 概 要

基本概念：中国·近代·建筑史
身边的近代建筑：清华大学早期规划与建设为例

1
导论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概念与领域、视野、方法
主线·分期·特征·方法·资料类型
全球视野：田园城市思想与田园城市运动

2
3

外力主导下的近代化（一）：外廊式建筑的类型与分布

外廊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及其在中国的分布与传播的三种不同形式
（以天津、广州、北海等为例）

外力主导下的近代化（二）：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城市与建筑

西方殖民主义的租界与租借地
日本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城市建设（以长春为例）

外力主导下的近代化（三）：基督教建筑与中国近代社会

13 所基督教会近代大学的校园及建筑

理
4

论

5

部

6

分

第一部分

假日、清华大学校园近代建筑调研

7

第一部分（续）

外力主导下的近代化（四）：
基督教建筑与中国近代社会

8

第二部分

中国政府主导的近代化：
民族主义与传统复兴建筑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上的体现

9

第三部分

中国民间自发的近代化：闽粤侨乡建筑及骑楼建筑

五邑侨乡碉楼；泉州、漳州、金门等闽南民居及骑楼

东北地区的近代建筑

沈阳、哈尔滨、大连、营口、满铁附属地城市等；
学生选题报告（一）

华北地区的近代建筑

北京、天津；学生选题报告（二）

华东地区的近代建筑

上海、南京、青岛、济南

10
11
12
13

第四部分
实
例
部
分

北京市档案馆实地教学

14

中南地区的近代建筑

武汉、长沙、广州、海口

中国“边缘”的近代建筑：西南、西北与大陆之外

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包头、西安、兰州，以及港、澳、台地区

第四部分（续）

15

16

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三例：湘雅、燕京、铭贤

结语

第五部分

历史连贯性视野下的近、现代建筑史研究：跨越 1949 年 + 北
京现代建筑史（1949—1978）

我国近现代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及其技术标准研究——跨越 1949 年界
限之研究一例
1950 年代的旅馆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建构
（和平宾馆、前门饭店、民族饭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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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是，建造技术的发展有其较强的稳定性

学主义”普及行道树的各种知识，成为教育民众、

和延续性，并不因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而随之发

褒扬民主主义和激发爱国精神的手段。1928 年以

生突变，因而能以之为线索，跨越政治制度的更

后，行道树种植和植树节、植树式结合在一起 [9]，

迭而考察不同时代建造技术对建筑形态的影响，

具有了国家认同和纪念孙中山等象征意义，内容

以及相似的建筑形态背后建造技术的异同。

与形式又为之一变，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近代建筑思想史的研究，此前多为讨论那些

草坪的引入和接受过程也能说明观念对城市

熠熠生辉的高大人物，如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建设和景观改造的影响。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大

童寯等人建筑思想的内容及其得以产生的背景，

面积规整的草坪基本从未成为重要的造园元素。

以及探求近代知识谱系的形成与传播，如近代建

在非西方世界，草坪最初是由殖民者带入的，但

筑教育和期刊发展等问题。应该认识到，近代中

本地的精英阶层很快仿效建植类似的公共空间和

国已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时

私人宅邸。草坪不仅是像西方那样的生活和娱乐

期内产生的建筑（包括规划）思想的全球传播是

设施，同时也代表了城市的近代性和主事者将城

无可回避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检视一种起源

市西方化的决心。经过数十年的学习和模仿，非

于西方的建筑或规划思想如何在全球传播，以及

洲和亚洲诸国在公共空间和机关单位的环境营造

在各地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了怎样了调适、增删和

上也具备了类似西方的形象，在物质层面上局部

有意无意的误解等，无疑将使一些从前看似平淡

实现了西方化，不仅改变了城市景观，也促成人

无奇的课题新人耳目，富有历史的张力。一个典

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例如，近

型的例子是全球视野中关于田园城市思想及田园

代中国新创设的机关，如西式学校、医院和根据

[7]

城市运动的研究 。
与思想史相关的，是观念史的研究。近代以

西式风格兴建的官衙，在其建筑环境中都普遍使
用了草坪。从这个视角考察我国近代以来园林和

还，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各国之间的

建筑的发展，能够突破某些占据主流的叙述脉络，

经济、文化等联系和贸易往来引发了各种物品、

将一些以往不为人们注意的、零散孤立的现象连

技术、人员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因此，

成一体，有助于拓展视野，形成研究近代建筑和

在研究中凸显近代建筑现象的全球联系性是近年

园林的完整的全球图景 [10]。

来本领域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典型的，

此外，技术史、思想史和观念史三者既是研

是一些源自西方的观念因其代表了西方的文化和

究方法，亦是研究视角，因此自然能够相互渗透、

生活方式，作为“近代性”和“西化”的象征被

联系在一起，滋生出新成果，意旨则不外乎使我

带入非西方世界，被附带了更多的意义，并改变

们对近代建筑和城市的认知走向深入和深刻。例

了当地的物质景观和文化趣味。

如，技术史研究也包括田园城市郊外住宅（garden

以 20 世纪初才在我国兴起的行道树种植观

suburb）的规划技术，而这种设计方法被带入非

念为例，可以窥见观念史对研究我国近代以来城

西方世界后，促进了城市和居住区绿化的普及，

市景观的影响。除了美化街景之外，行道树还是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对居

国家近代化过程中完善市政的一种手段。此外，

住环境的评价标准，竟致我们对很晚才出现的公

因其选种、培育和维护所需的科学知识和系统组

园、行道树、大草坪等事物习以为常、习焉不察。

织效力，行道树也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环，

这类“低位阶”但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研究，

体现出城市乃至国家的“近代性”
（或现代性）
。

相比伟大人物和知识谱系等课题，其历史研究价

我国传统的行道树事业有着深远的历史渊

值同样重要。

源，
“论世界行道树，我国可称鼻祖”
。然而近代
以还，
“古治不修，民风益替，道其颓矣”[8]。究

四、领域拓展 ：跨越 1949 年的研究

其原因，一是在 20 世纪初的城市规划和市政建
设上，相比列强在华的租界和欧美城市，作为支

有关近代建筑史时限和研究对象，是凡关心

撑这一近代性意象重要特征的林荫大道和行道树

学术史者应该反复讨论的问题，一定将随研究的

自然也为国人积极效仿 ；二是行道树的选种、种

深入和进展而获得新认识。目前，以 1949 年为

植和维护涉及一系列科学知识。因此，借用“科

界区分近现代建筑史，但将近代以还的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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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已

识今天的城市和现代建筑的源从去向有所

者共同努力完成。总之，笔者认为治中国

日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而考察 1949 年前

裨益。

近代建筑史的研究，目前而言特点是“艰

后建筑机构和建筑师的联系、建筑和城市
规划制度的异同、城市建设形态和方式的

苦”和“自由”
，青年学者更加应该勇于

五、结论

延续性和创造性等等，也将滋生出颇多饶

承担积累、开拓领域的学术使命，我们相
信总会由量变引起质变，使本领域的研究

富趣味的新课题。有关现代化理论、民族

首先，中国近代建筑史是一个年轻的

主义理论以及技术史和机构史等研究视

学科，成立不过三十多年，而近十年来这

角，都是跨越了 1949 年这一政治史上人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笔者认为

为设定的分界点而使其能在较长时段下进

这是与新起的一代学人积极发掘基础史料

行考察，体现了历史运动的连续性特征而

和开展艰苦、坚实的案例研究分不开的，

不割裂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链条。例如，

这也是构成我们学科进步、走向深入和深

在近（现）代化的线索下将我国近代和现

刻必不可少的两方面工作。这些工作必然

代建筑史贯通研究，考查自晚清以来不同

要求研究者植根在他或她研究对象的区

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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