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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贤访谈
——关于北大建筑
WANG Mingxian Interview：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Graduate
Center of Architecture
刘文豹

LIU Wenbao

王明贤

WANG Mingxian

摘要：访谈从
“实验建筑”说起，介绍了张永和教授创办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还有他辞别北大前往 MIT 担任建
筑系主任的一些情况。文章最后，谈及北大建筑教育的启示性以及中国当代建筑发展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实验建筑、张永和、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建筑教育、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建筑

Abstract：The interview begins with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It introduces some situations of Professor Yung Ho
Chang’s founding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Graduate Center of Architecture (PUGCA) and Yung Ho Chang left Peking
University and went to MIT as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Finally, it talks about the enlightenment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PUGCA and some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Keywords：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Yung Ho Chang (ZHANG Yonghe), Peking University Graduate Center of
Architecture (PUGCA),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2021 年 2 月 28 日，山中天艺术中心结合建

筑史上有一页很重要，那就是中国的实验建筑。

筑展览举办了首场论坛活动 ：
“能思考的工匠和能

经历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中国的

动手的思想家”
。论坛围绕“北京大学建筑教育的

建筑创作与思潮基本上都是国家体制下的设计院

实验”展开。论坛召集人王明贤先生曾提到“北

体系的设计活动。很少有人能用一种实验性的、

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是一次重要的实验”
，而且

批判性的观点去关注如何创造中国的当代新建筑。

“这个展览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其实是关于中国建

在当时，创建中国的实验建筑比较重要的是

筑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实验成果的展示”
。就有关问

要打破既有观念，创造新的体验。但所谓“实验

题笔者与《建筑师》杂志主编李鸽在 2021 年 11

建筑”并没有很具体的什么纲领、思潮，等等。

月 23 日上午以腾讯会议（因疫情原因，见面不

它有点像禅宗，也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

方便）对王明贤先生进行了采访，内容如下 ：

实际上，也是一种当代的观念。它与主流建筑不
一样，不受主流建筑束缚，让青年建筑师能寻找

一、实验建筑与实验性
作者：
刘文豹，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
教授；
王明贤，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客
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艺
术史学者。
DOI：10.12285/jzs.20220331003

自己的创造性。至于具体做法，其实各种各样。
比如说 ：张永和做的主要是关于西方现代建筑的

刘文豹（以下简称刘）：这个展览提到了“实

引进，当然他也注意到中国当代的特点 ；王澍注

验性”
。您是当代中国实验建筑概念的提出者以及

重的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当代转换 ；刘家琨可能

推动者之一，您如何定义“实验性”？

就采用了中国民间做法——所谓“低技策略”——

王明贤（以下简称王）：我觉得在中国当代建

用较低的成本从事当代实验 ；朱锫则关注自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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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和不完整的完整性。
说到中国的“实验建筑”
，与当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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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南北建筑师对话会对“实验建筑”

筑设计的问题、建筑教育的一些问题。当

的提出就更加具体了。

然到（19）90 年代他回国以后，我们有更
多的机会在一起讨论。他谈到了中国建筑

当代艺术的发展、实验艺术有关系。因为
a

中国的当代艺术从“85 美术运动” 一直

二、创办北大建筑

教育的很多问题。后来，他有机会创办北

发展到 1990 年代，影响非常大。然而，反

大建筑学研究中心，实际上也是在实现他

观当时的中国建筑设计，实际上离真正的

刘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创办于

当代建筑还差很远。因此，我们也想针对

2000 年 5 月，秋季学期正式开课。您以

那个时候，我们讨论很多。我很希望

中国当代建筑展开讨论，
比如 1996 年的“南

前经常跟张永和一起探讨关于建筑教育的

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能成为像包豪斯、黑

，在广州、深圳
北建筑师 5·18 对话会”

问题，作为北大建筑实验性办学的见证者，

山学院 i、德州骑警 j、AAk、哥大建筑 l

举办。b 这个会议由我和饶小军两人主持。

能否谈一谈北大建筑创办之初您所了解的

一样，都是实验性、创造性的建筑教育体

我们邀请了建筑界的张永和、王澍、马清

一些情况？

系。张永和自己就不用说了，他对西方的

c

运、赵冰等；
也有艺术家隋建国、汪建伟 ；

的这些想法。

王：
“北大建筑”是中国实验建筑发

现代建筑教育以及中国的建筑问题有很多

还有文学界的几位大咖，像李陀 ——当时

展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知道，张永和是很

思考。因此我觉得，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

他也算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大腕，小说家

重要的一位实验建筑师。虽然他现在并不

的创办应该是中国建筑教育史上一件非常

余华，以及在美国教书的批评家张旭东 。

一定这么认为，但你们可以看张永和最早

重要的事。是这样的！

那次对话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得的、汇

。他早期
出的那本《非常建筑》 （图 2）

集各界的活动，也等于是中国实验建筑的

的方案实验性非常强。当然，他后来对中

院校——像老八校——都是很有影响的，

第一次会议。

国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又提出了“平常建

几十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建筑教育主流。

d

e

至于说到“实验建筑”几个字是怎么
见诸文字的呢？应该是在 1996 年年初，
也是在南北建筑师对话会之前。当时，我
在 1996 年《建筑师》杂志第 2 期上刊登

g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中国传统的建筑

筑” 。但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对实验建

但 2000 年张永和创办的北大建筑学研究

筑是很有研究的。

中心，还有像中国美院王澍创立的建筑艺

h

我觉得张永和、王澍是中国建筑界极

术学院，以及像中央美院建筑学院……他

为难得的天才。一方面他们对建筑实验、

们走的路与老八校的建筑教育有点不一

了董豫赣的设计作品《太阳与碑》 。在

设计实践都很感兴趣，做了很多工作 ；另

样 ：它们一方面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标题上，我们给它写上“实验性建筑设计

一方面，他们也对建筑教育抱有热情。这

教育的深入理解与引进 ；另一方面，也很

方案”
。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实验

非常难得。他们对建筑学理论也都有深厚

注意中国建筑设计实践的特点，这是难能

建筑”的文字。

90 年代中期那段时间，
的研究。
在
（20 世纪）

可贵的。

f

当时，董豫赣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
究生，给他们上建筑评论课的导师是关肇
邺。关先生就把研究生的评论文章都寄给

我与张永和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当时他
讲了中国建筑教育的一系列问题。
不过，我与张永和的交往就要更早

张永和在北大的教学概括起来有两
点。一点就是对当时国际建筑潮流的一种
回应。比如说，他的第一学年是建造研究，

我，让我选择。我选了好几天。从清华本

了。在 1987 年，张永和从美国回来探亲。

第二学年是城市研究。实际上，建造研究

科一直读到研究生的学生，他们的文章都

张开济老先生就跟我说，
“我孩子张永和

回应了弗兰姆普敦提出来的“建构文化研

写得很好，写得很流畅，问题也谈得不错。

要回来，你们两个年轻人见见面”
。后来，

究”m ；而城市研究呢，从（20 世纪）90

董豫赣的文章呢，其实文字还略显生涩，

我就跟张永和见了面。他当初谈到中国建

年代直至 21 世纪初，当时整个世界建筑，

不像其他人写得那么流畅。但他有一种对
问题的深刻理解，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所
以，我当时就选了董豫赣的文章发表。我
还写了一封信，约他来见面。因为那时也
没有电话，没法直接联系他。他也许感到
莫名其妙，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到《建
筑师》编辑部来。一个 20 多岁的小年轻，
糊里糊涂就来找我。后来，他又做了一个
虚拟性的设计方案。作品刊登的时候，我
就给他加了一个标题，副标题就是“实验
。当然，我们 5 月份
性设计方案”
（图 1）

图1：董豫赣建筑设计作品《太阳与碑》，出自《建筑师》杂志
1996 年第 2 期

图 2：
《非常建筑》（1997 年），张永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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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很重要的建筑师，对城市研究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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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场先在北京，后来在杭州举办

组成部分”
，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重视，像库哈斯等人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q

（由矶崎新和张永和发起）
的“M 会议”

王 ：张永和最好的朋友都是当代艺术

所以我认为，北大建筑是对这两个问题进

（图 4）
，有很多文化学者和当代艺术家参

家。王澍更不用说了，中国美术学院实际

加，如汪晖、蔡国强等。蔡国强当时在杭

上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平台，一

行回应。

r

另外，北大建筑可贵的一点是把世界

州做了一个爆炸的作品 ——他用导火线

个大本营。王澍与当代艺术家的关系非常

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请过来做讲座。在

在建筑柱子上形成一个结构，然后就做成

好，他自己对当代艺术很了解。刘家琨虽

2000 年以前，很少有外国建筑大师来中国

。
“M 会议”也是由
一个爆炸装置（图 5）

然在成都，但那里也聚集了一批当代艺术

讲座。当然也有，但是很少。尤其是一些

埃森曼和矶崎新曾经在欧美做的“ANY 会

家，刘家琨与这些当代艺术家有联系。所

s

刚刚在国际上获得重大声誉的中生代建筑

议”的延续 ，本来也想把它做成亚洲甚

以，当代艺术肯定影响了中国当代建筑的

师，一般都不会来北京做讲座。张永和等

至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会议，但很可惜，没

发展。

于是把世界重要的建筑师与中国建筑界联

有继续进行下去。

系起来了。比如，最早来北大讲座的建筑
。
师是山本理显，我印象就特深了 （图 3）
n

像山本理显讲座的时候，当然很多人

在 2005 年 以 前， 我 们 这 几 个 朋 友，

李鸽（以下简称李）：这个会议怎么

如张永和、隋建国、汪建伟等，每年都要

会想到邀请艺术界的人，像装置艺术家蔡

聚会，当然平时也会有很多联系。但是至

国强也参与进来？

少每年年底，大家肯定要聚一下。

去听了，包括建筑师、高校教师、年轻学

王 ：1993 年张永和刚回国的时候，当

生等。那时还去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潘石

时中国应该没有几位建筑师或朋友能跟他

王 ：所以，我觉得北大那几年的发展

屹 。潘石屹在那边眼睛瞪得很大，特别

聊得来，可能思想观念相差特别远。张永

极其了不起。甚至可以说，是以张永和一

认真地听。我当时就说 ：
“我看全场听得最

和刚回北京的时候，就把他家那个两居室

己之力对中国整个建筑教育的改变，对中

认真的就是你呀！”他说 ：
“不会吧”
，接

改造成了工作室。第一次聚会，我帮他请

国建筑设计的改变，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着又说，
“你们这些建筑师肯定会很认真地

了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像隋建国、汪建

而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包豪斯。当然，北

听”
。后来他想了想，说 ：
“也对！因为你

伟、宋冬等，张永和与他们的共同语言可

大建筑不可能有包豪斯那么深刻的影响。

们建筑师花的都是别人的钱，所以你们不

能比建筑师们还要多。像汪建伟，他当时

但我是觉得，在中国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一定那么用心。我们开发商花的都是自己

就对建筑特别热衷。所以我也觉得，中国

刘 ：您曾指出，
“建筑师张永和带来

的钱，我们当然要特别专心的听，去了解

的实验建筑发展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大的

的是现代主义的建筑教育，并且是国际化

当代建筑的情况。
”后来，潘石屹就请了山

关系。当代艺术实际上推动了当代建筑的

本理显为他设计一个项目——建外 SOHO 。

发展。

o

p

当时世界上几位最红的建筑大师，像库哈
斯、MVRDV、斯蒂文·霍尔等，都到北大

李 ：当时艺术家对建筑也很感兴趣，
是吗？

建筑做过讲座。张永和是在北大建筑经费

王 ：对！特别是汪建伟，是最感兴趣

很困难的情况下邀请他们来的。这些人其

的，恨不得自己变成建筑师！汪建伟在很

实都是路过北京，或者正好来北京出差，

多影像作品中，都在做有关建筑的研究。

比如有项目什么的，并不是专程邀请他们
来。所以，这样就节省了一大笔经费。

图 3：北大建筑“日本建筑师演讲系列”，海报

刘 ：原来这样啊！

刘 ：您曾指出，
“当代建筑也是当代
艺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更有力量的

图 5：蔡国强装置作品
“蛛网爆炸”，图片场景分别为：
蛛网结构、点火、燃爆、硝烟

图 4：
“M 会议”杭州论坛闭幕前的讨论。从左到右：侯翰如、矶崎新、浅田彰、
Ackabar Abbas、张永和、Karl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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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
，认为“张永和实际上是把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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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辞别北大

经费困难了，那时张永和开展工作也就困

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引进来，结合中国
自己的独特性，形成一种建筑教育方法”
，

难了……正好有个机会，张永和可以去美
刘 ：张永和先生于 2005 年辞别北大，

国任职，他就走了。

请问“结合中国自己的独特性”体现在

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出任建筑

但我还是觉得非常遗憾。本来 2005

哪里？

系主任。您认为“这也成为中国建筑教育

年应该是张永和在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发

王 ：当然，张永和可能并不一定会经

的一大遗憾”
，
这里的“遗憾”具体指什么？

展最好的时机，以及建筑设计最好的时机。

常提包豪斯。我觉得，包豪斯已经变成现

王 ：回过头来，我也觉得很遗憾。我

所以我说“很遗憾”
，就是指这个！
刘 ：但您后来也提到“北大建筑的精

代主义的传统了，张永和可以直接引用。

们当时希望北大建筑，不一定规模办得很

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现代主义建筑已经

大，不一定要办成个上百、上千人的大学

成为一种新传统的血液。张永和从整个当

院。但哪怕就几十个人，它在学术上的影

王 ：是的！一方面，张永和对西方建

代建筑的新传统中来接受它，也是理所当

响，对中国建筑教育的影响，甚至对国际

筑教育有比较深的理解 ；另一方面，他对

然的。

建筑教育的影响，应该要更大。也就是刚

中国当代的建筑问题也有亲身体会。所以

才我所说的，应该像包豪斯、像黑山学院、

在课程设置上，他抓的这个点（建造实验

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实际上，他对

像德州骑警、像 AA 它们那样，影响整个

与城市研究）就像针灸的点，扎得很准，

中 国 文 化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理 解。 我 发 现，

世界建筑的发展。我觉得，如果当时张永

扎在“穴位”上了。张永和不是仅仅培养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留学回来的建筑师

和不离开，还是完全有可能把北大建筑办

一些技术性的人才。他要培养“会动手的

有很多，基本上把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

成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一座建筑学院。

思想家”和“会思考的工匠”，要培养的

但我觉得像张永和，你别看他强调

或者当代的建筑学得很好。但为什么有
的人做的作品很有意思，有的没什么意

刘 ：在我的印象中，张永和老师曾多
次提过黑山学院……

神还是传承了下来”
。

还是有创造性（能力）的人，而不是纯粹
技术性的、墨守成规的建筑师。再有，今

v

思呢？我发现关键就在，中国文化作为

王 ：上海正在举办海杜克的展览 ，

天还在北大建筑的老师依然坚守着，惨淡

一种底子在这里起了作用，它并非是对

张永和应该是策展人。张永和对黑山学院，

经营，又使北大建筑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西方当代建筑的照搬。

应该是对美国这些实验性的建筑教育，都

张永和能够结合中国的独特性，我觉

很感兴趣。

刘 ：尽管北大建筑的办学条件有限，
然而第一届学生，像陆翔与黄源，他们一

2005 年张永和离开，我觉得还有一点

整年的学习实践居然盖出了一座木工车

涵的理解。你可以看《非常建筑》那本书，

遗憾。因为 2005 年是中国建筑发展、城

间，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x。这在当

里面有很多方案都有对中国文化有趣的运

市发展很关键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时具有显著的启示性。

用，并非纯粹挪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他

中国当代很多建筑师，他们最重要作品都

王 ：张永和之前就跟我说过国外大学

的那些实验，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

是在这一时期做的。但恰恰就在 2005 年至

的木工车间是什么样的——学生都能在里

2010 年最重要的时刻，张永和离开中国去

面动手做模型。反观当时中国的建筑学院，

的文章——文章并不长，点几句，

了美国。当然他也做了一些设计，但毕竟

都没有那种条件。他在北大这么做也是出

但是都点到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谈到达达、

跟他一直在中国是有差别的。包括后来他

于这个原因。张永和当时创办的北大建筑，

禅宗以及维特根斯坦等，黄永 砯 就点一

返回中国后，还有一个过渡期。因此有很

有点像“圣地”一样，一个“革命圣地”
。

点，非常有意思。张永和的文章也是这样，

长一段时间，他并非直接介入中国建筑发

所以，很多年轻建筑师都向往到北大这

有机锋啊！这种机锋恰恰是中国禅宗最重

展。按理说从 2005 年至 2011 年甚至更晚，

边来。

要的一种形态和观念。所以，张永和的整

应该是张永和最好的作品出现的时候。

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他对中国文化内

t

面。张永和写文章，很有机锋 ，有点像
黄永砯

u

个教学与设计就不会是纯粹西方现代主义

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遗憾的。

的，它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东西。

刘 ：当时难道没有挽回的可能性吗？

刘 ：北大实验性的建筑教育在今天是
否仍具有启示性？
王 ：实际上，张永和与北大建筑的教

王 ：我知道当时北大建筑办学还是很

育思想，属于整个现代教育思想，都是比

所以他从美国，说回来就回来。对当时中

不容易的。张永和的离开跟这当然有很大

较开放、开明的教育。它不是填鸭式的让

国建筑教育而言，很重要的是，存在大量

的关系。

学生去学点知识，像机器一样（批量）制

第二点是张永和对中国现状的认识。

实践性活动。甚至很年轻的学生，比如本

当时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是
w

造出学生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张永

科生，都有机会做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建筑。

位老先生——钟华楠 。我跟他们两个人

和与北大建筑的特点，在今天当然仍具有

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想利用建

都认识。北大建筑办学之初，找到一些赞

启示性。这又让我想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

筑实践创造这种新的建筑教育体系。

助 ；但这之后，办学经费逐渐紧张。办学

贤。他们在生活中很有意思，把生活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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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把艺术变成生活。所以，建筑也是
这样——包括建筑学习、建筑研究——应
该与生活结合在一起。
刘 ：参加这次展览 y 的三位建筑师都
有北大建筑教育的学习经历。通过实践摸
索，他们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我们从
图 6：
“山中桥·山中房·山中园”展览现场

图 7：
“山中园”展区布局示意图

和能动手的思想家”总体教育理念下，每

甚至幼稚 ；中国的建筑教育也是这样，年

到世界建筑大师，都是仰起头来看。例如，

个人的实践探索是否有所不同？

轻而幼稚。经过这 20 年，中国建筑已经

我在（19）90 年代初看到一本矶崎新的书，

王 ：我觉得陆翔、臧峰和王宝珍三位

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来看

觉得那是世界了不起的大师……没想到，

建筑师，恰恰是北大建筑办学的一个很好

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理

现在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样本。

解——我觉得是对整个西方当代建筑的理

参展作品当中看到三位青年建筑师的创作
。在北大建筑“能思考的工匠
活力（图 6）

我也在想，世界建筑发展都有 60 年

当时他们要解决的是建构问题。陆翔

解不一样了。要是在 20 年前，只要有哪

了，但真正的建筑思想并没有多少进步。

是第一届研究生，他最下功夫的也是对建

位建筑师的作品稍微有点像西方的当代

表面上虽然有高技派、解构主义、后现代

构技术的研究。但是到了臧峰，他们可能

建筑，即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屋顶（造型）
，

主义……很热闹。实际上，世界建筑思想

也关注社会问题，而不仅是建构。当然，

大家就会觉得还挺好。现在可能不会这样

并没有真正发展，有的只是一些拾遗补缺

建构也是他们所关注的其中一项，但更注

认为了。所以我印象很深。

的东西。真正的发展，应该是 20 世纪 60

意城市问题、社会问题。这等于是对北大

十几年前，我就会看一些世界建筑的

年代日本“新陈代谢派”提出来的观点，

建筑第二学年城市研究的继承与发扬。但

年鉴（英文版）
。我一翻，还真有（中国）

对整个世界城市与世界建筑发展具有前瞻

是像王宝珍，他对中国传统园林特别热爱。

年轻建筑师的一些小设计作品在里面——

性 ；以及像英国的“建筑电讯派”
，也是

这是受董豫赣老师的影响。实际上，这也

15 年前，当时中国建筑师还不像现在影响

关于巨构建筑与城市的研究。它们对世界

体现出后来北大建筑的新趋向——对中国

那么大，我觉得很好。但后来又一想，咱

近 60 年来的发展极富启发，包括原来觉

。
传统园林进行研究与实践（图 7）

们只是那里很小的一个插曲——我们把西

得“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摩天大楼，以及

但我认为，北大建筑的发展关键在于

方当代的东西学到了，但也仅仅是不太有

能移动、能飞行的建筑……当时我们觉得，

北大校长。如果真的有一位像蔡元培一样

影响的一个小建筑而已。然而现在，中国

这都是科幻 ；然而现在，只要你能想到就

的校长，完全有可能把北大建筑办成像

当代建筑在世界上应该有一定的影响，中

能做到。但这之后的世界建筑，其实并没

包豪斯、黑山学院、德州骑警、AA 那样，

国当代建筑师应该有更大的话语权了。

有提出真正重要的建筑思想。

在世界有影响的建筑学院。其实，只要真

当然，这是对当代西方建筑的接受和

所以我就想，中国当代的这些建筑师

的有一位有魄力的、有学术眼光的校长，

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本土化的

有没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挖掘——包

那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现在中国办事真的

研究，当然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本土进

括对东方美学的深刻理解——形成一种新

不是太难。你说学术经费，有！国际影响，

行研究。李泽厚觉得西方的文艺复兴，也

的建筑理论、建筑思想。也许它真的会对

有！国际上的各种资源都有！所以说，这

就是第一次文艺复兴，是把人从神和上帝

世界的未来产生影响。

完全是有可能的。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第二次文艺复兴，
实际上就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是把人从机

四、当下的问题和语境

z

刘 ：在某种程度上，
“山中天”的建
筑展也反映了当下中国青年建筑师的新实

器、高科技当中解放出来。 实际上，也

验。您曾提到，建筑展览“要把建筑专业

就是中国东方的现代美学——古代美学与

的问题提出来，让人了解中国当代建筑发

现代美学相结合。这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第

展的一个趋势……”
，您认为中国当代建

多本土化的语言，这是我们需要在今天努

二次文艺复兴。我想中国建筑师在这方面，

筑发展的趋势可能会在哪些方面？

力突破与解决的问题”
，您是否认为，当

如果真能深入研究，应该会有自己特点的。

下 我 们 面 对 的 问 题 与 20 年 前 已 经 有 所

然而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彻

市毁掉就行了。我们回头看（19）90 年代，

不同？

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都不太能理解。

几乎是把整座城市给拆掉了……大量的老

刘 ：您曾提到“今天我们的建筑有很

王 ：当然，现在跟 20 年前已经大为
不同。在 20 年前，中国建筑师还年轻，

王 ：我要求非常低，不要把中国的城

刘 ：您是从国际视野来看问题。

房子被拆毁，然后盖一些特别没意思的新

王 ：我再说说 30 年前。当时我们看

建筑。所以，
我是希望接下来 20 年的发展，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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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议题是“未来”；第三天是“现在”。

g 张永和的第一本作品集《非常建筑》由黑龙江科学

r“……当代艺术家的想法是天马行空的，这对建筑

技术出版社出版于1997 年，它记载了张永和的建筑思

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像蔡国强用火药做爆炸效果的作

想与作品。书中，张永和的建筑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

品，
对建筑师来说很受启发，
包括艺术家创造性的转换，

刘 ：城市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载体。

三种倾向：
“事件”建筑、中西对立以及
“漫游”建筑。

对建筑师的影响是很大的。”引自：王明贤. 十年当事

王 ：20 年前，我对中国城市的发展，

h2002 年，张永和的作品集《平常建筑》由中国建筑

人之王明贤——当代艺术与建筑全面合作 [J]. 东方艺

工业出版社出版。图书选录了张永和及非常建筑工作

术，2010（3）：78.

有时候还挺困惑的。但现在我觉得，随

室近几年完成的相关建筑作品。

s“ANY 会 议”是20 世 纪 90 年代西方著名的学术会

着科技的发展，比如大数据、云计算、人

1933—1956 年）
，
i 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

议。从1990—2000 年，在 不同 地 点每年 举 办 一次，

工智能等各方面，世界与中国的城市研

以崭新的方式将欧洲的先锋艺术策略带入美国。它以

连续召开了十年。10 次会议均以 ANY 为首码，构成如

中国真正出现一批能保留下来的建筑，真
正能有自己新的城市结构，有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未来……

艺术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逐步建立了跨学科学习和研究

ANY WHERE 或 ANYONE。10 次 总 称 为 ANY 会 议。会

的行为实践，影响了一大批欧美知识界、文化界与艺

议的发起人和召集人是美国建筑师艾森曼、日本建筑

因为，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推动

术界的精英。黑山学院重塑了美国文化，对战后艺术

师矶崎新、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等各学科的活跃人物。

新的城市研究——当然又不能为高科技所

格局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矶崎新和张永和于是提议，把 ANY 会议倡导的跨学科

束缚，而不是像 20 年前你们做的城市研

j 德 州 骑 警（Taxes Rangers，1951—1958 年 ）， 指

议论问题的精神移到东亚。

1950 年代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建筑学院的一批具有

t 机锋来自于禅宗，是佛教禅宗修行和接引学人的一

究那样。现在有了极其宽阔的研究条件，

先锋思想的年轻教员，
包括勃那德·赫伊斯利（Bernnard

种特殊方法。禅宗通过这种方法来验证禅师们各自修

城市的未来还真有实现的可能。

Hoesli）、柯林·罗（Colin Rowe）、约翰·海杜克（John

行证悟的境界，或者用来接引学法的后人。禅宗的机

Hejuk）和鲍勃·斯卢斯基（Bob Slutzky）等人。他们系

锋故事很有意思，意味深长，见仁见智，没有标准答案，

统性地发展了现代建筑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因此也就成为历史公案。

[ 感谢王明贤先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接受访谈。由

k 建 筑 联盟学院（ A r c h i t e c t u r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u 黄永砯（1954—2019），中国当代艺术运动最重要

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访谈不得不改为“腾讯会议”的

School of Architecture），简称为 AA 或 AA School of

的一员。黄永砯的艺术魅力在于他从作品中透露出哲

形式，但进展非常顺利。]

Architecture，有时亦翻译为建筑协会学院、AA 建筑

学、文化与政治思考。他用自己的创作挑战传统艺术

学院，英国建筑联盟或英国建筑学院，是英国最老的

观念、信仰以及逻辑，将中西方的文化观念符号并置，

独立建筑教学院校。它是全世界最具声望与影响力的

以展现其中的紧张与冲突关系。

建筑学院之一，也是全球最“激进”的建筑学院。

v2021 年 11月，亚洲首次举办了约翰·海杜克（John

究——不光是中国城市，就会成为可能。

注释

l 哥大建筑，全称为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历史

Hejuk，1929—2000）的个展“约翰·海杜克：海上假

保护学院，简称 GSAPP。哥大建筑系是美国东岸最有

面舞”。展 览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策

a“85 美术运 动”是中国现代 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前

名的建筑学院。它的教学理念成熟、设计思想前卫，融

展人为张永和、葛明、贺玮玲。

卫艺术运动，对当代艺术发展影响深远。人们通常将

合理想与现实为一体。

w 钟华楠（1931— ），香港著名建筑师，英国皇家建

1985—1990 年间称作“85 新潮”时期，它标志着中国

m1990 年，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

筑学会会员。曾留学于伦敦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在伦

当代艺术的诞生和文化 转型的开始。这期间涌现出

发 表 演 讲“秩 序 的 召唤：建 构 案 例的 研 究”
（Rappel

敦工作过三年，后回到香港执业。

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和艺术家，从此影响并改

à l’order：The Case for the Tectonic）。1995 年，他

［M］
黄源等 . 北大建筑 2：79 号甲+
. 北京：
x 参见：陆翔、

变了中国艺术的走向、格局及其与世界艺术的关系。

发表 重要著 作《 建 构文化研 究》（Studies in Tectonic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008 年，
艺术批评家高名潞发表著作《85 美术运动》

《建构文化研究》
Culture ），由麻省理工出版社出版。

y 山中天艺术中心于 2021年 2月3日正式开放的展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对整个现代建筑传统重新思考。弗兰姆普敦探讨的

“山中桥·山中房·山中园”。它展现了当代青年建筑

b“关于‘实验建筑’的命题，记得早在 1996 年广州召

建构观念将建筑视为一种建造的技艺。该书中文版由

师对建筑与艺术的思考。

开的‘实验与对话：5·18 中国青年建筑师、艺术家学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07年翻译成中文出版。

z“二十年前，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

讨论会’
上，就已提出那是一次明显带有‘实验性’
和‘前

n“当代日本建筑师演讲系列”是日本评论家、东京大

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

卫性’以及强烈‘反理论’色彩的会议，聚集了国内颇

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村松伸先生找的经费。每次演讲

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

具影响的青年建筑师和艺术家。会议主题涉及中国实

活动都是由张永和教授与村松伸先生共同主持。

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

验建筑的可能性和未来发展路向问题。”参见：饶小

（1963— ），当代中国著名地产商，SOHO中
o 潘石屹

代的全面解构。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

军 . 实验建筑：一种观念性的探索 [J]. 时代建筑，2000

国董事长。通过开发
“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
（Commune

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

（02）：12-15.

By The Great Wall Beijing），他一举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创

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

c 汪建伟（1958— ）：国内最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新精神的开发商之一。
“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始于1999

个性才能。”参见：李泽厚 .答“高更（Paul Gauguin）三

卡塞尔文献展和圣保罗双年展的艺术家，曾荣获 2008

年，当时邀请亚洲各地12位新锐建筑师设计了一系列别

问”[N].中华读书报，2015-11-04（09）.

年度“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奖金”等一系列国际大奖。

墅。2002年竣工后，项目参加了第八届威尼斯建筑双年

他是一位极具跨媒体、跨领域实验精神的艺术家。汪

展
（2002年），并荣获“建筑艺术推动大奖”。

建伟曾经当过 6 年的工程兵和测绘兵，绘制过1∶1000

p“建外 SOHO”位于北京 CBD 核心区，由日本著名建

的地图。

筑师山本 理 显（Riken Yamamoto）设计，总建 筑面积

：原名孟克勤，
评论家、
作家，
曾任《北
d 李陀（1939— ）

约 70 万m 2。作为一个高层住宅集群，它体现了一种现

图片来源

京文学》副主编。1978 年，产业工人李陀获得全国首

代居住方式。其户型单元既可作为住宅，亦可用做办

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几十年，他一手挖掘了余华、

公。项目源于 2000 年举办的一场国际设计竞赛，第一

图 2：仇玉骙提供

莫言、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作家。

阶段于 2003 年 12月完工，2007 年项目全部竣工。

图 3：刘文豹整编

图 1：本刊提供

e 张旭东（1965— ）：著名的都市文化批评家，目前

q 即由矶崎新与张永和提议举办的“所谓 M——跨学

图 4：北大建筑

任职于纽约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身兼西方理论

科 M 会议”。活动由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办，

图 5：北大建筑，刘文豹整编

批评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双重学术身份。

在北京与杭州两地召开了第一次 M 会议，也称为“某”

图 6：王宝珍提供

［J］. 建 筑师，1996（2）：101. 太阳与碑”
f 董 豫赣“

会。2002 年 5月1日，会议第一天的议题是“60 年代”；

图 7：王宝珍设计、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