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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匠 ：建筑学引入中国背景下的本土话语复
兴案例
ZheJiang: A Case of Traditional Discourse Revival When Architec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焦洋

JIAO Yang

摘要：作为近代曾身任将作且较早具有建筑学视野的代表性人物，朱启钤为何要发起辑录古代工艺之事杰出人物的
言行事迹？这其中的用意，依据他本人在《哲匠录》“叙例”中的话，一为“表彰前贤”，一为“策励后生”。就前者而言，
以哲匠为名，可通过对该词固有寓意的发覆，最大限度地囊括古代工艺之事中的各类人物，并尽力罗致有关其禀赋才
智的记载；而就后者来说，所谓“策励后生”则是意图经由上述努力，使本土新兴之建筑学者认识并传承古代智慧，以
达至“沟通儒匠，浚发智巧”或“汇通文化史”的目标。由此，该著作的主旨或可以被诠释为包含有“何为哲匠”与“哲匠
何为”两个要义：前者为朱启钤遴选人物时的标尺，体现出他对于土木营造乃至工艺之事参与者所涵盖之类型以及所
发挥之作用的体察；而后者则反映出他在建筑学引入中国的背景下对于土木传统之命运的忧患意识，寄托了他透过哲
匠视角使不同层面之传统智慧得以呈现，并将其融会贯通的期望。将经由对《哲匠录》上述两个要义的讨论，使朱启
钤等近代学者在 20 世纪初所着力复兴的哲匠话语及其所承载的学术理想在当代得到彰显。
关键词：哲匠、朱启钤、
《哲匠录》、建筑学、话语、复兴

Abstract：Being the officer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tecture who once served in Tumu organization, Why CHU
ChiChien initiated compiling of master craftsmen (ZheJiang) in China history? Maybe the readers can find the answer in the Preface of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aster Craftsmen , which was summed up as “commending the
predecessors and inspiring the offspring”. As for the former one, being titled with ZheJiang an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at discourse, Chu and his colleagues made effort to collect the biographies of the
ones who were notable for the words and deeds about Tumu activity. While as for the latter, they expected the
emerging architectural scholars to comprehend the knowledge of ZheJiang for its figurative meaning which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areers such as outstanding officers, scholars, craftsmen etc., and to increase their capabilities
accordingly. Hence the purport of that book can be concluded as two points, one is who can be deemed as ZheJiang, the other is what is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ZheJiang. This article will make efforts to discuss the above two
point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revival of the discourse of ZheJiang which embodied the academic ideals of Chu and
his colleagues in early 20th century.
Keywords：ZheJiang, CHU ChiChien,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aster Craftsmen , Architecture, Discourse,Revival

一、引言 ：哲匠的古意与新意

辈的嘱托 b，数十年间，朱启钤对于这项工程
始终保持着不懈的热情，从中足以窥见《哲匠

即使仅仅从刊载于 1932—1936 年《中国营
造学社汇刊》各卷期的这样一个不断增益的过程
看，《哲匠录》已可谓是朱启钤先生主持下由中

录》在这位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心目中的地位
（图 1）。
自问世以来，已有建筑学者对《哲匠录》做

作者：
焦洋，工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建筑学院讲师。

国营造学社的多位学者共同参与的一项浩繁工

过专门研究 c，不过就发起者朱启钤对“哲匠”

程 a（表 1）。而如果就更广阔的时间维度来说，

这一词汇的理解诠释，有关哲匠的遴选尺度以及

Doi：10.12285/jzs.20220805010

自 1925 年开始辑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晚

其所承载的学术理想等，却尚未引发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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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匠录》的内容及其编纂、校补者（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刊载）

表1

《汇刊》刊目

内容

编纂、校补者

三卷一期

“营造”
（唐虞—隋）

梁启雄

三卷二期

“营造”
（唐—元）

梁启雄

三卷三期

“营造”
（明）

梁启雄

四卷一期

“营造”
（清）

梁启雄

四卷二期

“营造（补遗）
”
（夏—清）

梁启雄

四卷三期

“叠山”

梁启雄

四卷四期

“叠山”

梁启雄

五卷二期

“攻守具”

刘儒林

六卷二期

“造像类”

朱启钤辑本
刘敦桢校补

六卷三期

“营建类”
（补遗）

朱启钤辑本
刘敦桢校补
图1：
《哲匠录》的首度发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三卷第一期）

而这关乎学者们高度重视的中国营造史或

予这一嘉称的人物，则“上而王侯将相，

视野形成的直接策动力。

者建筑史之创造主体的问题。 为此，本

下而匠梓轮舆”，因其在“工艺”上曾“著

在任职履历方面，自 1896 年专管云

文将通过聚焦“哲匠”这一题名，
首先就《哲

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一言”，“于

阳打汤子新滩工程起，朱启钤主持过多项

匠录》的编纂动因，即朱启钤之哲匠视野

人类文化有所贡献”，故而均可称之为哲

水利、铁路和建筑工程，而相关经历也已

的形成开展讨论，接下来将着重阐述《哲

匠。至此，哲匠作为话语具有了清晰的

有学者作出过总结和阐发 i，笔者在此想

匠录·叙例》
（以下简称“叙例”
）所标明

界定。根据朱启钤自述，他本人大约于

强调的是，在建筑实践中，朱启钤不仅

的主旨 ：
“表彰前贤”与“策励后生” ，

1906 年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起就开始

“广聚群籍”与“兼访工师”j 并重，而

前者重在廓清哲匠的类型与遴选尺度等涉

研究营造学了 g，而从那时起到《哲匠录》

且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保持着与外国工程师

及体例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何为哲匠”；

问世的这段时间，大致正是与建筑学这

或建筑师的交流 k，其中荷西（Harry H.

后者则重在阐发朱启钤寄望于经由辑录哲

门学科被逐步引入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

Hussey）在设计协和医学院时曾经向朱启

匠达致怎样的学术理想等目标指向问题，

相吻合，鉴于目前对这一进程已有详尽

钤讨教过，
对此，
朱氏在《石印〈营造法式〉

d

e

h

的阐述 ，因而本文将着力讨论建筑学

序》中所言“自欧风东渐，国人趋尚西式，

在中国古代，“哲匠”一词不仅可指

引入中国的进程中的种种环境及个人因

弃旧制若土苴，乃欧美人来游中土者，目

技艺高超的工匠，还被用于褒扬才智机

素对朱启钤矢志辑录《哲匠录》所产生

睹宫阙之轮奂，惊栋宇之翚飞翻，群起研

敏的大臣、构思精妙的诗人等，这种将

的影响，影响主要涉及视野、体例及目

究以求所谓东方式者”l，应该就包括这

官员和文人比作工匠之成就的话语现象，

标指向这三个方面。在近代本土与西方

件事。或许正是经由与外国建筑师的交流，

实际上是一种暗喻的修辞手法。哲匠的

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一个由来已久

使朱启钤接触到了建筑学知识，并逐渐兼

用法大致起源于魏晋时期，后经过杜甫、

的词汇，因这部著作而实现了某种程度

以初步形成的建筑学视野来看待中国传统

王维、刘禹锡等人诗赋作品中的“哲匠”

的复兴，而这复兴的动因，即有哪些因

以及中西文化。m 当然，如果从已发表的

而更趋为人熟识，应该指出的是，古代

素推助了朱启钤哲匠视野的形成，正是

文献来管窥朱氏这一时期的著述，会发现

文学作品中的“哲匠”，意涵宽泛且未有

本文首先要关注的。

这一视野是逐渐确立起来的，如其最早的

简言之即“哲匠何为”
。

f

明确辨析与界定。 尽管未有确切的证
据表明朱启钤直接借鉴了古人先例，但

“建筑”用语出现于《石印〈营造法式〉序》

二、朱启钤何以具有哲匠的视野？

对于在其著述中经常引经据典的朱启钤

中，而且在此文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关照中
西的视野 ：

而言，这些先例无疑为将该词运用到更

朱启钤哲匠视野的形成，应该说首先

多的身份类别（如帝王、将领、工官以

基于其任职履历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在

三者之原质二成。泰西建筑则以砖石为主，

至于贩夫走卒）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这两点基础因素外，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

而以木为骨干者绝稀，此与吾国不同之点

正如朱启钤在“叙例”中所言，在匠之

决定性因素，即《营造法式》的发现以及

也……n

前冠以“哲”字，是一种嘉称，而被赋

与之相关的对于李明仲的研究，成为哲匠

……故中国营造之法，实际兼土木石

此处，朱启钤将“营造”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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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为哲匠？——哲匠的诸类型

分置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显示出初步接

在兴趣爱好方面，朱启钤对女红、髹

触“建筑”观念时的一种有意区分两者的

饰等艺术均有过著述，根据其自撰年谱所

意识，这与 1930 年在《中国营造学社开

载，这些著述大多是在淡出政界后于天津

会演词》
（以下简称《演词》
）中将“建筑”

南郊自营蠖园潜心读书期间所撰，比如

1. 哲匠的诸类型 ：
“著事”“传艺”“显技”

嵌入对中国的叙述中明显不同 ：

1923 年的《女红传征略》与《丝绣录》
，

与“立言”者

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

及其遴选尺度

。 同一年，
以及 1925 年编纂的《漆书》
t

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哲匠录》

建筑，建筑与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

在搜集“营造散佚书史”的过程中开始辑

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

录《哲匠录》
。从这一连贯的事实并结合

的总体氛围，而关于哲匠的含义，上文已

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

朱氏的回忆可以获知，他对于女红的热爱

经通过征引“叙例”所述作出了界定，那

o

u

v

来自于自幼的耳濡目染 ，加之髹饰 ，

么依据这一界定，哲匠包括哪些类型，其

这两类艺术已经列入到了“叙例”之中，

人物遴选又有哪些特征呢？此前曾提到，

整，其更是透露出了朱启钤开始运用建筑

后或许因各自不断增益而分别成书，故而

朱启钤笔下的哲匠话语或许源自古代的比

学的观点来看待本土，而其中的见地已经

未列入到《哲匠录》中发表。因此或可这

喻义，其人物及事项均可涉及多个领域，

和稍晚近的国内学者所编的建筑学著作难

样推测，从发起初衷看，其中之一就来自

而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比喻义，首先是基

于对自身爱好的珍视。

于
“匠”
本身意义的拓展。大约于两汉之际，

化进展之痕迹显焉。

这一变化不应仅仅视作措辞上的调

p

分伯仲。 建筑学使他在看待本国诸多现
象，比如古代文人、工匠各自所发挥的作
用时，具有了新的评判依据 ：
……惜也积习轻艺，士夫弗讲，仅赖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朱启钤 1919 年
w

“匠”已经不再局限于“攻木之工”的初

在南京发现《营造法式》 ，使得“治营

始语义，例如西汉时的“将作大匠”就是

造学之趣味乃逾增，希望乃逾大，发现亦

执掌营造的职官名，而且“匠”还广泛应

x

工师私相授受，书阙有间，识者憾焉……

《营造法式》的发现对于推助《哲
渐多” 。

用于各种技术工种的称谓，并逐渐拓展到

无专门图书可资考证，询之工匠亦识其当

匠录》视野而言，至少发挥了如下的作用：

文学领域。对此，
东汉学者王充的
《论衡·量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夫以数千年之专门绝

一是有感于李明仲的成就与其在历史中近

知》中曾有过详细表述 ：
“能 斵 削柱梁，

学，乃至不能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羞，

乎寂寥无闻状况，这种巨大反差进一步激

谓之木匠 ；能穿凿穴埳，谓之土匠 ；能彫

发了辑录哲匠的热忱 ；二是有感于李明仲

琢文书，
谓之史匠。
”如果通读该文会发现，

的“博学多艺能”从而不断增益哲匠的延

尽管在王充看来，
“史匠”是低于“儒生”

揽范围。

的，但毕竟“匠”的含义有了拓展，而这

q

抑亦士夫之责也。

所谓“千年之专门绝学，不能为外人
道”
，责在“匠氏”与“士夫”
，其背后就
隐含着对中国古代缺乏如西方建筑学之学

在个人事业履历中接触到传统工匠

正是哲匠成为一个含义可不断衍生之话语

术研究与传承方式的体察。总之，在主持

和建筑学知识，又有着对于各门类艺术

的基础要件。事实上，朱氏笔下的哲匠这

工事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以建筑学作为中

的 兴 趣 爱 好， 特 别 是 受 到《 营 造 法 式 》

一总括性话语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渐进

国营造学的参照系的认知方法，而这一参

及其编修者李明仲的感召，这三个方面

的过程。比如在《哲匠录》正式刊载之前，

照系势必会关联到人的层面，进而成为哲

从总体上界定了《哲匠录》的编纂视野

，所录
其雏形于 1930 年“略已纂辑成稿”

匠视野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之所以这样

（图 2）
。

使用的还是“历
人物“凡千有余人”y 时，

认为，原因在于，尽管朱启钤并未在其著
述中直接提出运用建筑学方法，但至迟于
《哲匠录》发表前，
就已经多次强调了以“科
学之眼光”及“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营
造学 r，而这些“科学”话语已经涉及传
统工匠与建筑师在绘图上的比较，对此，
有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刘致平拜访朱氏
时的谈话为凭 ：
他拿出一卷图向我们展示，说这些图
全是老木匠画的，由于没有运用比例尺，
不大科学。他指出 ：今后一定要深入调查、
测绘，作图要用比例尺，要用科学方法对
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s

图 2：哲匠视野的形成：个人履历、兴趣爱好及其所受建筑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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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工匠”
的表述方式 z。从初始时重在
“工

主要是就人物言行事迹所发挥之作用的高

2.“著事”者 ：与朱启钤个人履历密切相

事”人物，到“工”与“艺”并重，再到

下及其才智所涉及领域的宽泛程度而言。

关的哲匠

髹饰、女红等单独成书，
《哲匠录》的编

鉴于“叙例”中已经明确了“一事，一艺、

纂过程是材料充实与裁削、思路持续调整

一技、一言”就是人物发挥作用的最低或

何为“著事”者？从《哲匠录》所收

的过程。

最小限度，因此本文对尺度的讨论将着眼

录的人物来看，大多是帝王以及执掌营造

在《哲匠录》所涵盖的工艺类别中 ，

于后者。相较于单纯的个案分析，讨论遴

的官员，因领导营造事件或创立有关营造

囊括身份之繁多，所承担的角色之多样，

选尺度更能有助于复盘朱启钤在编纂时的

的制度而为人所瞩目且记载者（偶见因个

即依照“叙例”中所言，
将“上而王侯将相，

相关思路，从而揭示“何为哲匠”
。

人的政治能力而入选者，如春秋时期鲁国

ヒ

下而匠梓轮舆”
，
“著事，传艺，显技，立言”

的匠庆）
。在各类史籍中，通常以“治某

《哲匠录》
“营造”类以朝代为序，以每

汇聚于一体者，
当首推“营造”类（至《汇刊》

人独据一个条目为主，其间或有因关联密切，

事”
“董某事”概括之，占据相当数量的

第六卷第三期时将“营造”调整为“营建”
）
。

多人共据一个条目者。此外，或许还存有一

记载中未明确表述其具体做了何种工作，

从上古至清代，
“营造”
（营建）类篇目收

人占据两个条目者（例如春秋时的匠庆、梓

发挥了怎样的能力，即或有所涉及，也

纳人物 249 位 ，人数远超其他类别，且

庆或为一人）
，因人物涉及诸多待考之处故

多概括疏略之语（如性机敏、善谋划等）

不断增补充实，可谓是编纂者的倾力呈现。

而两者并列，从中可见《哲匠录》编纂之严

（ 表 2）
。 此 外， 虽 然“ 著 事 ” 者 多 为 营

在“营造”篇目下讨论“何为哲匠”这个

谨。每一条目的内容首先为对人物的总体性

造的领导者，但领导者有时却未必仅仅

关涉人物界定的问题，或可最透彻地揭示

介绍，其后详尽罗列从各类史料中撷取出的

因事而著称，
《哲匠录》中的“奄有众长

朱启钤关于哲匠遴选的尺度，从而探析受

人物关乎营造的“言论行事”
（有的人物还

者”不乏其例，著名的有李明仲，不仅领

フ

ヘ

到建筑学影响的朱启钤等学者在搜集整理

，即涉
包括其“德业功勋，琐闻轶事” ）

导营造还编修著作，另有同为北宋一朝的

本国古代相关史料时的思考与权衡。在
“营

及“著事、传艺、显技、立言”四个方面。

杨佐，同样不仅善于领导疏浚河道等水利

造”篇目中，就人物的身份来说，涵盖从

这四者并举，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关于如何界

工程，还在修缮盐井工程中发明了“雨

王侯将相到匠梓轮舆，而如若从角色来说，

定哲匠之思维格局的宽度。在建筑学引入中

盘”
， 显 示 出 在 技 术 上 的 才 能， 因 此 可

则是从最小或最低参与者（一事、一言、

国的背景下，这种格局推助了对古代工事人

谓“著事”与“显技”并称。
“著事”者

一艺、一技）到全面执掌者（例如将作监

物的各方面才智的广泛搜罗，其中有些呈现

中不乏历代名人，而历代所积累起的评价

李明仲）尽数收纳，而“著事，传艺，显技，

出可与建筑师互为参照的鲜明特征，有些则

也褒贬不一，不过《哲匠录》仅凭据营造

立言”实际上就是对各类人物在营造相关

是体现出受到建筑学影响后对于本土文化的

业绩，而不以人的品行或声名作为取舍的

事项中所承担之角色的高度概括。因“叙

坚守与信心。由此“著事、传艺、显技、立

依据，比如北宋丁谓这一奸佞之臣，仍以

例”中所提到的“每类之中又分子目”并

言”四者并举的格局不仅有助于整理留存本

营造智慧而被收录。综合起来，可以大致

未见诸实际发表之中，所以有必要从身份

土文化中有关工事智慧的特有成分，而且在

归纳《哲匠录》关于“著事”者的遴选尺

和角色两者中间择其要者，作为本文探究

总体智慧呈现上可与西方建筑师形成大体上

度特征 ：第一，不论人物记载中的实际作

的切入点。本文将选取以角色作为哲匠类

的均势。

为轻重多寡如何，均纳入其中 ；第二，仅

型划分的依据，理由在于 ：首先，尽管著
事、传艺、显技、立言这样的划分很可能
会将一位兼具多方面才智的人物同时纳入
不同的类型之中，
但这样分类却是符合“叙
例”中所确立的“其奄有众长者，则连类
互现”原则的 ；其次，通过细读所辑录人
物的史事言行也会发现，通常就某一营造
事件来说，人物在其中的言行与作为并不
总是取决于其身份，所谓在其位谋其事者
有之，不在其位谋其事者亦有之（如元代

⌱

η䔥䃜䒩ガ⪑

ᬺ

η䔥䃜䒩䒯䄒

ٯ

与诠释哲匠的遴选尺度，这里所谓的尺度

䛽

因此与其身份相比，着眼于角色更能理解

表2

䓩

ࡃႷ哔ࢃႷ

πЏ哔

਼

䮷

ࢃࡃ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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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朱由校，作为皇帝却以木工见长）
。

⼒ٴ

的图贴穆尔，身份为皇帝，却以绘画见长；

《哲匠录》所收录之历代“著事”者人数统计
42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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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的营造功业角度作甄选，而不牵涉

管在古代文学作品如《梓人传》中，
“技”

修过营造专著的人物作为“立言”者外，

其他方面，这两者所体现出的“宁失之

与“艺”的言语区分有时显得不那么明晰）
，

也偶或将对宫室、住宅等制度有所研究的

繁，勿失之简”的治学观，不仅保持了对

那么偏重艺术性创作的“传艺”者实际上

。
儒学之士也列入“立言”者之内ヤ（表 4）

原始史料的尊重，还具有着眼将来的前瞻

就可视为是在普遍之中的特别关注者。通

不过，朱启钤对后者的遴选非常审慎，比

意识。

读全书，可以契合“传艺”者这一定位的，

如清代儒士中仅收录熊罗宿一人（余者仅

无疑就是画工（师）
。画工或画师是古代

在“附识”中有所提及）
，这种对待儒学

显然与朱启钤受到李明仲功业及才学的感

对专长于绘画者的称呼，不论称作画工还

之士的态度可见诸对其批判与褒扬并存的

召，在主持工事时着意搜集历代营造执掌

是画师，只是区别于其当年的社会地位或

多个评价之中。ユ 探究缘由，大抵因其家

者之智慧的信念有关。从上文所引的实践

受尊崇的程度，而非以其作品价值而论。

世出身多有儒学背景，而所处时代及任职

案例看，尽管朱氏已经在主持工程时接触

尽管“叙例”中曾提到“书画篆刻，作者

经历则多接触工程类新学，特别是曾置身

到了西方的建筑学知识，但是仍不忘从本

如林”并非该书所着重收录者，但《哲匠

于“瞿袁政争”的漩涡之中，其间传统儒

土文化中寻找智慧支持，而对“著事”者

录》仍将在营造中发挥作用的绘画人才几

学与新学激烈碰撞，这些无不会导致曲折

的关注即为这种文化自信的明证之一。

乎尽数收入其中。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

复杂之心态的形成。据与朱氏有过交往的

是，
从“传艺”者（20 位）与“显技”者（41 位）

刘宗汉回忆，朱氏还曾对其表达过对乾嘉

3.“显技”与“传艺”者 ：普遍关注与特

人数的比较来看，尽可能广泛地将历代从

考据的批判，认为“清人考释名物往往只

别关注

事过宫室绘画的人物悉数收入《哲匠录》
，

就文献考来考去，没有接触实际，所以往

这种遴选尺度关乎《哲匠录》所承载的学

，
往考不清楚”ヨ。此言中所谓的“实际”

术理想之一——“沟通儒匠，浚发智巧”
。

应该是就实际的工程实践而言，因此这种

，
将 204 位“著事”者收入《哲匠录》

正如起初被定位为“历代名工匠”
，
《哲匠录》中的“显技”与“传艺”者是
朱启钤发起这项工作时的基础性关注对

批判态度的形成与朱启钤接触并受到建筑

（对此，将在下文详述。
）
对于在营造事件中从事绘制的画工

学影响是分不开的。不过，既然有“立言”

象，而将“显技”与“传艺”加以区分， （师）来说，在各类史料的记载中，他们

者被列入《哲匠录》
，则表明朱启钤并未

则凸显出了关注对象之间普遍性与特别性

往往于仕途与隐逸之间沉浮，且所擅之

对乾嘉考据之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所谓

的差异。透过所遴选之众多人物的史事言

才学广博，艺能多样，因而身份也较难

“清儒名物考据之学……惠我致力于营建

行，能够分明感受到在朱氏心目中，
“工

界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营造事件

学者，抑亦多矣”ラ，就是对其贡献的肯

匠”不仅是固有身份的指称，更是泛指那

中往往能起到沟通不同界别人物的作用。

定。总之将清儒列入哲匠，应该说是遵循

些在工事中具备技术或艺术专长的各类人

比如画工（师）与其他工匠的互动与配

了朱启钤所提出的中国营造学研究的基本

。例如北宋仁宗年间一位不知名
物（表 3）

合就较为密切，而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

思路，因为据笔者此前的相关研究，朱启

的青州牢城废卒，就架造了凌跨河水的无

有北宋初年的郭忠恕与喻皓有过关于开

钤所提的营造学，从范畴上说就包括“实

柱飞桥，这一创造在当年为各地所效法，

宝寺塔设计问题的互动。不仅有郭氏，
《哲

而上述所引《演词》
质之营造”与文化史リ，

成为汴梁虹桥的先声。不过，由于史料中

匠录》所收录画工中的多人都具有跨界

中提到的王国维对“中霤”的考据，即为

除了极少数案例外，往往对于工匠的智慧

沟通的能力。如北宋真宗年间的刘文通，

对文化史的一项贡献。文化史与“实质之

与技能缺乏详细记载，常以“有巧思”
“有

曾奉敕绘制“玉清昭应宫”小样图，该

营造”两者“相辅以彰”
。对此，可见朱

ミ

智思”
“性机巧”等概括言之，使得后人

图可“下匠氏为准”，且“从其法度” ，

难以准确获知其才能，而仅能了解其所参

说明该小样图不仅具有艺术性还可直接

夫所以为研求营造学者，岂徒为材木

与工事的概况，这种状况或许从一个侧面

应用于施工建造，在这一过程中，画师

之轮奂，足以炫耀耳目而已哉？吾民族之

反映出以文人为主的书写者对于匠作技术

的作品成为观念意图与建造行为之间可

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

细节的关注不足。此外，对于“显技”者

以相互参详的形象中介。还有南宋的李

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

的遴选，除了专一从事技术劳作的普通工

嵩，从出身木工到“尤长于界画”，这种

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

跨界同样可以起到沟通作用。

在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

ホ

匠，
《哲匠录》还收录了诸如喻皓 以及柳
宗元《梓人传》中所详述的“善运众工而
マ

不伐艺”的杨姓 “都料匠”这样一类匠

迹显焉……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
4.“立言”者 ：对待儒学之士的态度

作用的“显技”者得到了普遍关注的话（尽

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
营造不可。ル

作组织与领导者。
如果说上述普通的以及起到组织领导

氏在同文中所言 ：

《哲匠录》除了将如宇文恺、喻皓、
李明仲、李斗、姚承祖这样亲历营造且编

这段论述宣示了文化史之于营造学的
重要性，在建筑学引入中国的背景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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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匠录》所收录之历代“传艺”与“显技”者ム
角色 ：
“显技”

人物

朝代

—

轮扁

周

—

王尔

春秋
战国

表3

人物

角色 ：
“传艺”

敬君

绘九重之台

张华

画建章千门万户图

谢庄

“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于其上”

丁缓
造昭阳殿

西汉
李菊

修缮大殿

任射

晋

制作平城宫殿

郭善明

北朝
南朝

造迷楼

项昇

建赵州桥

李春

“以工艺进”

阎毗

阎毗

“以工艺进”

“以工艺知名”

阎让

阎让

“以工艺知名”

造天枢模

毛婆罗

毛顺

绘 为灯楼

“布瓦如齿，间不通 ”

李阿黑

建京兆尹官署

杨姓都料匠

修缮重元寺阁

重元寺游僧

造轮汲水

智晖

赵忠义

绘玉泉寺图

郭忠恕

界画

隋

唐

五代
后蜀

建开宝寺塔

喻皓

制“雨盘”

杨佐

“建一堂于湖州西门外”

秦九韶

造无柱飞桥

青州卒

卖制屏、扆、牕、牍

北宋

“手制龙船样式”

界画

台亨

景灵宫绘画

刘文通

界画

李嵩

界画

王振鹏

绘制大安阁图、大明宫图

图贴穆儿

绘京都万岁山图稿

メ

燕用

南宋
赵县西门外永通桥

吕拙

モ

裒钱而

金

图欢帖睦儿
元
陆贤

王顺

陆祥

胡良
倪元璐

善绘事

建宫殿
营建宫阙

杨青

营建宫殿、陵墓

蒯祥

建慈化寺

杨严平

参与营建北京

蔡信

架巨木为梁

朱成

以巧力闻

郭文英

董造宫殿

冯巧

建林州三清殿、南石桥

赵得秀

明

建北京宫殿

梁九

姚蔚池

样式雷

雷发达

史嵩乔
谷丽成

修缮黄鹤楼

黄攀龙

精宫室装修之制

潘承烈

精于工程做法

文起

开凿山路

胡绍箕

构筑西洋建筑

杨斯盛

海棠亭式

某甲

“邑中大营造，胥出其手”

姚承祖

工绘画

清

善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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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匠录》所收录之历代“立言”者レ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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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轶闻”之语，所谓“营造论著及其轶

朝代

人物

身份

著作

闻”两者的关系，如若以《营造法式》为

隋

宇文恺

将作少监

《东都图记》
《明堂图议》

例的话，则可比类为著作本身与李明仲家

北宋

喻皓

工匠

《木经》

世行谊的关系。此外，在《朱启钤自撰年

北宋

李明仲

将作监

《营造法式》

谱》中就《哲匠录》的背景还曾言道 ：
“与

清

李斗

学者

《工段营造录》

阚霍初、瞿兑之搜集营造散佚书史，始辑

清

顾炎武

儒家学者

《日知录》

清

任启运

儒家学者

《古宫室考》

清

江永

儒家学者

礼书纲目

清

戴震

儒家学者

《考工记图》

清

张惠言

儒家学者

《仪礼图》

清

焦循

儒家学者

《易通释》

清

阮元

儒家学者

《十三经注疏》

清

洪颐煊

儒家学者

《孔子三庙记注》

清

黄以周

儒家学者

《礼书通故》

清

王国维

儒家学者

《古宫室考》

清

熊罗宿

儒家学者

《明堂图说》

清

姚承祖

工匠

《梓业遗书》

清

张自德

官员

《四要六弊》

分类，尽管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会有主从

清

程兆彪

官员

《治河图》
《黄运两河图》

或者轻重缓急之分，但两者之关系，即所

清

嵇曾筠

官员

《防河奏议》

谓“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

清

谢甘棠

官员

《万年桥志》

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

注 ：灰色字为“附识”中提及的 10 位清代儒家学者。

《哲匠录》
。
”ロ 将两者置于一个连续之过
程，则更加能印证了对于《哲匠录》的归
类可与其动机相呼应的事实。而如果将
《哲
匠录》归为“资料之征集者”
，同样是有
充分依据的，因为在《缄中华文化教育基
金董事会报告社事情况》所附的《二十一
年度上半年工作报告》中就明确地将其列
为“
（丁）史料文献之搜集”成果之一。ワ
综合来看，不论归于“计划”中的哪一类，
其实并无矛盾，因为正如上文曾指出，朱
启钤所致力的中国营造学，从范畴上说就
包括“实质之营造”与“文化史”
，而这
两者事实上正是对应了“计划”中的两大

不可”
。

启钤在重视借助其视角且运用其方法的同

1. 地位 ：
《哲匠录》之于中国营造学社研

时，仍旧对本土文化中可助力于营造学研

究计划

2. 作用 ：
《哲匠录》作为“策励后生”的
“索引”

究的固有成分保持有信心。在这样的立场
下，如果说“实质之营造”操于工官、工

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计划（以下简称“计

匠之手，那么“立言者”则在一定程度上

划”
）可见诸《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以及《继

生”时，笔者特意借用了朱启钤在《演词》

书写了文化史，故他们同样被称为哲匠是

续研究中国营造学研究之大概》这两篇文

中使用的“索引”一词。
“索引”原是用

理当其实的。

献，此二者中所提及的“计划”除了措辞

来定位中国营造学社拟定的首部著作——

上的个别调整外基本保持一致，而又以前

《营造辞汇》
，朱氏将该书之于研究营造学

四、哲匠何为？——《哲匠录》的

者更为详备，故此以下所征引之文字均出

的关系比作“不有椎轮，何观大辂”
，认

地位及作用

自前者。
“计划”中关于研究内容的划分

为经由此书，不仅使读者而且使编纂者都

主要有二 ：第一，属于“沟通儒匠，浚发

可以“触类旁通”
，
“浚发新智”
。ヰ或许不

哲匠何为，即为对《哲匠录》的主

智巧”者 ；第二，属于资料之征集者。通

是一种巧合，
朱氏在“叙例”中同样将《哲

旨之一 ——“策励后生”展开讨论。为

过对每一类中子目与细节的分析，笔者窃

匠录》比作“椎轮”
，期待经由同人与博

此，一方面，有必要讨论《哲匠录》在中

以为《哲匠录》不论归入两者中任何一项

洽君子的共同努力“而俾大辂之成”
。ヱ此

国营造学社研究计划中处于何种地位 ；另

都具有充分理由。譬如，将《哲匠录》归

外，朱氏的感言“平日所视无足经意者，

一方面，还应就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即朱

为“沟通儒匠，浚发智巧”者，则其理由

两相比附，而一线光明，突然呈露矣，同

启钤等学者如何通过历代哲匠的“言论

在于，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在界定

人今日原不能于此学遽有贡献，然甚望因

行事”获取研究上的启示等问题，展开

“沟通儒匠，浚发智巧”这一类时，其下

此引起未来之贡献也”ヲ，更是愈发使笔

辖的子目中就有“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

者感到“索引”这一定位同样适用于《哲

论说。

在论及《哲匠录》如何实现“策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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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录》
。
《哲匠录》所呈现的古人智慧点滴

两部古代著作内容的理解与发覆。为了充

别化界定（与之类似的，
“叙例”也有“为

虽然不足以对营造学特别是“实质之营造”

分了解其中的意图，有必要对出处与意图

创为述”之语，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儒学

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却可以拓展营造

的关联性作一阐释。就“沟通儒匠”这一

用语氛围中，会产生出背离儒家经典考工

学的研究视野，引起研究兴趣，并有可能

表述，应是对李明仲在《营造法式》编纂

文化的认识。
）
，因而计划中所透露出的恰

进一步促发有关“实质之营造”的新知，

过程中实际作为的认识，具体而言即为

当的“儒”与“匠”关系应是重在沟通而

所谓“因此引起未来之贡献也”正是“索

针对《新进修〈营造法式〉序》：
“惟时鸠

非合二为一。特别是就《哲匠录》而言，

引”的策励之用。而与之逻辑相通，
“实

僝之工，遂考翚飞之室。而斲轮之手，巧

在“叙例”中所谓的“不论其人为圣为凡，

质之营造”也是有赖于文化史作为其土壤

或失真 ；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以及

或创或述”同样是这种既基于《考工记》

的，如只着眼于前者，则不过是“徒为材

“……乃诏百工之事，更资千虑之愚。臣

而又有所创新之观点的有力佐证。既然如

木之轮奂，足以炫耀耳目而已”
。相应地，

考阅旧章，稽参众智”等陈述中，所呈现

此，
《哲匠录》中的人物案例在“沟通儒匠，

以下将要讨论的两个方面之间也应是彼此

出的官员与工匠缺乏沟通的状况及李明仲

浚发智巧”方面又能发挥出怎样的策励作

相通、不可偏废的。

的应对举措等所作为的高度概括。在朱启

用呢？

1）汇通文化史

钤笔下，与“儒”
“匠”相对应者，通常

由对《哲匠录》中人物的探究而推助

还有诸如“士”与“工”
，
“文学”与“技

启钤所着意实现的“沟通儒匠，
浚发智巧”
，

对文化史的汇通，这种策励作用，就朱氏

术”
，以及“道”与“器”等，其中又以

实际上是隐含着以建筑学及其建筑师为参

本人而言，则可以发表于 1930 年的《李

“道”
“器”表述最为常见，比如其提到古

照系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的。理由在于，透

ン

为探析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朱

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 为代表。该

代不同时期“道器同涂”或“道器分野”

过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建筑学对于朱氏哲匠

文由纪念李明仲及其《营造法式》而推及

的状况。通过后面几项对应者的比较后推

视野形成的影响，应该可以推定，当年他

对北宋熙丰以降文化史的汇通，其主要包

测，或许朱氏在文中所常用的“儒”并不

接触到的外国建筑师所具有的多方面知识

括 ：第一，在“明仲之时代”部分，不仅

是特指儒家学者而是泛指具有学识的士

与应对跨界问题的能力给他本人留下了深

述及“熙丰变法”的来龙去脉，而且直指

人的。应该看到，朱氏所言的“道”
“器”

刻的印象，由此基于对传统土木营造中通

其影响是李明仲编纂《营造法式》的主要

二分，是借用古代“道”
“器”话语用以

常缺乏跨界沟通的体察以及本土文化自觉

动因，在此基础上，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李

概括对古代学者所掌握之知识与工匠所具

创新能力的信心，搜集发现中国历史上具

明仲之盛名“虽美弗彰”的原因在于“宋

备之技艺——“此两界终不能相接触”之

有建筑师之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特征的人

以来排抵熙丰变法，积非胜是之故也”这

状况的深刻体悟与批判。朱启钤自身的实

物成为一种强烈的学术愿景。故此，
就《哲

样一个或令当代人也会感到耳目一新的论

践经历特别是经过与外国建筑师的交流

匠录》而言，寻找中国哲匠智慧特别是具

断 ；第二，在“明仲之建设”部分，朱启

后，感到中国未能产生建筑师的原因就在

有沟通“儒”
“匠”能力之人或事的智慧

钤将北宋汴京的“建置制度”与前后朝代

于古代社会长期的“道器分涂”
，而将“道

理应是达成此愿景的基础性工作，此间的

都进行了比较，认为较之于盛唐，北宋“宫

器分涂”归因为“重士轻工”或者“贵儒

“儒”与“匠”是相离“最为辽远”之两

室卑陋，雕饰简略”是基于开国时“志在

贱匠”等意识的影响。㊿ 这里需要补述一

个角色界别的代称，实际上在《哲匠录》

苟安，不遑还略”之故。由于北宋汴京的

笔的是，将“儒”
（士）与“匠”
（工）并

中所力图搜寻并展示的是各个角色之间的

建置制度处在“萎落之期”
，
因而不敢称《营

置于比较关系中，是近代之际所常见到的

广泛而普遍的沟通，而纵观《哲匠录》所

造法式》所代表者即“吾国文化之精粹也”
。

观察视角，这种视角的形成是与当年受到

蒐集的众多人物中，起到“沟通儒匠”作

然而李明仲的突出意义在于，其编纂《营

外来巨大撞击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造法式》是于建制制度等“不绝如缕之际”
， （具体到土木营造领域就是受到建筑学的
㊾

用的人物大致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凭借自
身“博学多艺能”
，因而能在工事中沟通

所开展的“补苴张皇，
守先待后” 的工作。

冲击）
，与“道”
“器”原本的“无”
“有”

协调各方，这类人物以李明仲为主要代

这些与当代学者的认知角度及立论依据均

之意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朱氏特别重视

表，可视为一个人的跨界沟通 ；二是其本

显著区别的论断，为北宋文化史打上了古

在历史中发掘寻找如李明仲这样能够沟通

人所具有的专长可以在不同角色之间形成

今交感式的时代烙印，而由此出发，则有

儒匠的人物，期望从中汲取智慧以促使那

沟通，这类人物多为画工（师）
，其中擅

可能进一步激发后人对于李明仲及其成就

些界限分明的角色间实现沟通。至于“浚

长界画者能起到在不同界别之间的沟通媒

的研究热忱。

发智巧”中的“智”与“巧”
，则出自《考

介作用。对于第一类人物，历代于李明仲

2）
“沟通儒匠，浚发智巧”

工记》
“总叙”中的“智者创物，
巧者述之，

以外罕见其人，如果要清晰地了解李氏如

作为“计划”之首要内容的标题，
“沟

守之世”之语。朱氏援引《考工记》的话语，

何在编纂《营造法式》的过程中做到“沟

或可表明其本人并不反对工事中角色的区

通儒匠”的，尚需精研该著作本身。不过，

通儒匠”与“浚发智巧”分别出自朱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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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知晓李氏“博学多艺能”
，有赖

朱氏对于中西绘图差距的认知，因此他格

系，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哲匠

于对其生平的追寻，而关于其生平最重要

外推重《营造法式》在绘图上的成就，认

录》的启发与影响。

的线索就是《哲匠录》中完整征引的、由

为《营造法式》的成就之一即为“图样均


《哲匠录》因“哲匠”这一话语的复

程俱代傅冲益撰写的《宋故中散大夫知虢

有比例” ，尽管此言不尽确切，但仍可

兴而不再是单纯的史料汇编，其处处显露

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史赐紫金鱼袋

从中感受到朱启钤对本土绘图方式加以改

出或者隐含着创立者的本土文化自省意识

李公墓志铭》
（以下简称《墓志铭》
）
，其

进的深切愿望。由此，通过朱氏本人及学

并始终伴随着建筑学的认知视野，故而是

中详细列举了李明仲所擅长的才学与艺

社其他学者转述中对中西绘图用语的相互

一部立场确切、
意指鲜明的著作。尽管《哲

能，概括起来由如下几项 ：第一，博览群

借用，笔者窃以为《哲匠录》着意收录画

匠录》存在“著事”者中较多无实际作为者，

书，兴趣广泛，著作涵盖多个类型 ；第二，

工（师）
，似乎寄托了朱氏寄望于从该角

“显技”者鲜见技术细节，
“传艺”者画作

工书法 ；第三，善画。这三方面的能力是

色的成就中探寻出中国古代与建筑学相近

多未传世，
“立言”者未能尽数入选等囿

《营造法式》之所以在内容上能够实现“沟

之特征，进而寄望于通过对传统界画的科

于主观或者客观的缺憾之处，而且就其总

通儒匠”的重要基础，比如“总释”中对

学化改进以使本国营造学实现与域外融会

体来说因与“实质之营造”尚有距离，并

群书的稽考，以及“图样”为“固非善画

贯通的进取意识。正基于此，不论是朱启

由此造成其长期未能引发较为广泛且深入

者不能指导” 等作为间接关联性的确立，

钤还是学社其他骨干如梁思成等，都致力

的关注，但作为指向“沟通儒匠，浚发智

这些或由朱氏纂辑《哲匠录》而收获的启

于将古代绘图加以修正或改进，在这方面

巧”或者“汇通文化史”目标的一个“索引”
，

示，将为揭示《营造法式》中的“沟通儒

的成果不仅有 1925 年《营造法式》重刊

她的世界视野与本土坚守，对于受过西方

匠”成就提供重要线索。 至于第二类人

时聘请匠师对原书图样的重绘，更有梁思

建筑学教育又致力于中国本土营造学研究

物，则多为画工（师）
，正如前面已经述及，

成在 1960 年代主持《营造法式》注释研

的学者来说，可真正起到厚植基壤、激发

朱氏在编纂《哲匠录》过程中对画工予以

究时运用建筑学方法对原书图样的改绘，

兴会的作用。而对本文所关注的这部著作

了高度的重视，如郭忠恕就是该书中为数

这些都可视为是画工（师）的“沟通儒

的题名来说，
“哲”与“匠”连言，明确

不多的全文征引其本传的人物，郭忠恕凭

匠”能力所发挥出的“策励后生”之作用

地宣示了如下的深意 ：其一，在中国古代，





借自身的界画专长可以与喻皓保持有效的

（图 3、图 4）
。

沟通与互动。此外，刘文通等因其专长引

尊重以及推崇工匠者同样不乏其例，不论

起皇帝以及执掌营造大臣的重视进而获得

五、结语 ：哲匠话语的后续影响与

委任，并可“下匠氏为准”
，这些都说明

意义

说明界画着实可以作为沟通各角色人物的

是文学作品中的“哲匠”还是作为官名的
“将作大匠”
，都可视为是这种推崇的鲜明
例证 ；其二，
“匠”之意涵的演变源自于

随着《哲匠录》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媒介。

所谓对工匠的轻视并非绝对的主流意识，

文化的内生动力，这一动力涵养并推助着

《哲匠录》所收录的画工中（师）有

各卷的陆续发表，由朱启钤所确立起的哲

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沟通潜质，而这种

多位擅长界画，正如之前已经述及，他们

匠话语引发了怎样的后续影响？尽管就影

潜质在朱启钤及其同事们的潜心钻研下被

有时也绘制“小样图”
，
这类“小样图”可“下

响来说，因其处在持续的发展状态中，使

匠氏为准”
，使之“从其法度”
，所以应指

得一时难下定论，但至少可以确定，哲匠

的是如《营造法式》中的“正样”或“侧样”

这一话语及其所担负起的这项搜集发现由

等具有指导施工作用的图样。这类图样与

古及今之哲匠的工作时至今日仍在持续，

古代绘画著作中所称的屋木界画，如以建

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梁思成为《苏联大百

筑学的标准衡量，似应分属图与画两种类

科全书》撰写的专稿《中国建筑师》
，就



型 ，不过在朱氏笔下，两者均被称为界画。

大致延续了“著事”
“传艺”
“显技”
“立言”

就此，朱氏曾以建筑学绘图方法评价近代

四者并重的视野。其后历经数十年，又有

木匠所绘图样及《营造法式》后世抄本绘

刘叙杰的《工官哲匠补遗录（明代）
》
，杨

图，认为前者“不大科学”
，后者“嫌欠

永生编写的《哲匠录》近代部分，赖德霖



准确” ，尽管如此，他仍将建筑学的立

主编的《近代哲匠录 ：中国近代重要建筑

面图、剖面图等称为“近今界画”
。另据

师、建筑事务所名录》
，以及张钦楠的《中

单士元回忆，朱启钤“游历欧美，见外国

国古代建筑师》等，这些研究或补充了当

一艺一术皆备图案，盖重《营造法式》为

年未尽的史料，或拓展了哲匠的时间与地

营国筑室不易之成规”
，从中分明透露出

域维度，或重新审视了哲匠与建筑师的关

图 3：1925 年重刊《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图样上之三
（近代匠师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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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1932，3（1）：123.
f 例如王维的“谋猷归哲匠，词赋属文宗”，杜甫的“有
材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
以及刘禹锡的“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等诗句。
g 朱启钤. 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函 [M]// 营造论：暨
朱启钤纪念文选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03.
h 关于建筑学引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在 2010 年出版
的徐苏斌的《中国现代建筑学的诞生》，以及2016 年
出版的由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
史》（五卷本）等著作中，均做过详尽的阐述。
i 李士桥的著作《现代思想中的建筑》以及赖德霖的
《经学、经世之学、新史学与营造学和建筑史学——
现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形成再思》
一文，
都有过相关论述。
j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1930，1（1）：5.
k 这些工程师包括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
荷西（Harry Hussey）以及魏迪西、锡林等人。
l 朱启钤.石印《营造法式》序 [M]// 营造论：暨朱启
钤纪念文选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53.
“朱启钤接
m 李士桥在《现代思想中的建筑》中指出，
触德国工程和建筑，目睹荷西的协和医院设计，由此
产生的最重要结果是他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建筑’”。
n 朱启钤.石印《营造法式》序 [M]// 营造论：暨朱启
钤纪念文选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53.
o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1930，1（1）：3.
“建筑史实
p 参见沈理源的《西洋建筑史》“导言”：
为人类文化演进之标志，故建筑与民族生活，实有密
切之关系……”
q 朱启钤.石印《营造法式》序 [M]// 营造论：暨朱启
钤纪念文选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53.
r 例如《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所言“吾西邻之
友，贻我以科 学方法”，以及《中国营造学 社 缘起》
中所言“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以科学之
方法整理文字，汇通中西学说，藉增世人营造之智源”。
“中国营造学社”[J].华中建筑，1993（4）：67.
s 刘致平. 忆
t 关于《漆书》，仅出现于崔勇所编的朱启钤年谱，未
出现于朱氏自撰年谱。而《演词》曾提及相关编纂：
“近
数年来，批阅群书，分类钞撮，其于营造有关之问题，若
漆若丝若女红，若历代名工匠之事迹，略已纂辑成稿。”
“童时在
u 朱启钤在《存素堂丝绣录前言》中回忆到：

图 4：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大木作制度图样七

外租家，见法书名画之表帙多为宋锦缂丝，爱其雅丽
工致，眩然莫望。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红，每于侍侧，时

发掘出来，具体地说，从浩如烟海的古代
语汇中撷取出“哲匠”这一指代对象宽泛

注释

见缀缉宋锦片断，制为香囊佩帨或碎裁花样，作针黹
之录谱，斗锦之智，穿纱之巧，如在心目……”

a 刊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各卷期上的作者署名

的词汇作为全体入选人物的嘉称，不仅在

v 朱启钤关注“髹饰”这一艺术门类的原因，笔者尚未

显示，参与《哲匠录》辑录、校补的学者有梁启雄、刘

找到确切的佐证，不过以其对各类古籍的熟稔程度来

本土文化氛围中实现了兼顾各方之意，而

儒霖、刘敦桢等，具体篇目对应之作者，见表1。

说，不出意外的话，他应会注意到《古今图书集成》
“考

b 参见 2005 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哲匠

工典”的目录分类中有“漆工部”。

录》（以下简称“建工版”），罗哲文在其所撰“序言”

这在近代新学、旧学“剪不清理还乱”的

《演词》记载为
“民国
w 关于发现《营造法式》的年份，

中回忆朱启钤对自己的亲笔嘱托：
“《哲匠录》很重要，

7年”
（1918 年），不过朱启钤先生自撰年谱记载则表明，

纠葛关系中留下了“守正创新”的鲜明印

你要继续收集，继续整理发表”等相关回忆。

其任和谈代表是在民国 8 年（1919 年），目前学术界研

记，仅凭这一点，
“哲匠”所承载的复兴

c 例如张钦楠的著作《中国古代建筑师》，以及徐怡

究多取后者，例如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序》

涛的《〈哲匠录〉的洞察与回响》一文等，就分别从不

中就明确朱启钤发现《营造法式》的年份是1919 年。

同的角度对《哲匠录》进行了研究。

x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且在视域上可与外来之建筑学形成均势，

意义就足以历久弥新，长传不灭。

《哲匠录》“序言”中曾
d 罗哲文在 2005 年“建工版”

汇刊，1930，1（1）：2.

[ 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暨《哲匠

言及
“见物不见人是一种遗憾”。

y 中国营造学社 . 社事纪要 [C]//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录》问世九十周年！]

e 朱 启 钤.哲 匠 录 序· 叙 例 [C]// 中 国 营 造 学 社 汇

193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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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也是形成了彼此不尽相

[2] 朱启钤.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 [M]. 天津：天

汇刊，1930，1（1）：5.

同的归类方式，如归为“营造文献”
（《〈中国营造学社

津大学出版社，2009.

ヒ 在“叙例”中所提及的工艺类别与实际刊载时存在

（《经学、
汇刊〉的学术轨迹与图景》） 或“经史考证”

[3] 蠖公纪事 ——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M]. 北京：中

差异，
其中髹饰和女红已分别独立成书，
而实际刊载者，

经世之学、新史学与营造学和建筑史学——现代中国

国文史出版社，1991.

如表1所示，包括营造、叠山、攻守具以及造像，其他

建筑史学的形成再思》
）
，
而这愈发凸显出对于《哲匠录》

[4] （ 宋）李 诫 .营 造 法 式 [M]. 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

见诸“叙例”的类别，如锻造、陶瓷、雕塑、攻玉石、攻木、

地位之认知的丰富与包容性。

1933.

刻竹、细书画异画等，则未发表。

ヰ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5] （宋）释文莹 . 玉壶野史（卷二）[M]// 四库全书·子

フ“附识”还提到在“营建类”之外似有另设“河海工”

汇刊，1930，1（1）：6.

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

以专类之必要，
“惟中途变例，有所未便”，故而将其

“叙例”[C]//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ヱ朱启钤.《哲匠录》

伍江，
徐苏斌 .中国近代建筑史（第一卷）
[M].
[6] 赖德霖，

暂时列入
“营建类”之中。另，本文所统计的“营造”篇

1932，3（1）：124.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目下各类哲匠的人数之和多于 249 位，因有些人物具

ヲ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伍江，
徐苏斌 .中国近代建筑史（第三卷）
[M].
[7] 赖德霖，

有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各类人物相加之和超过总收录

汇刊，1930，1（1）：6.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人数，这遵循了“叙例”所确立的“其奄有众长者则连

ン《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一文被收入《营造论：

[8] 徐苏斌 .中国近代建筑学的诞生 [M]. 天津：天津大

类互现”的原则。

暨朱启钤纪念文选》的文选部分，
不过关于该文的作者，

学出版社，2010.

“叙例”[C]//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ヘ朱启钤.《哲匠录》

在崔勇的《中国营造学社研究》
一书中，
也曾标为瞿兑之。

[9] 李士桥. 现代思想中的建筑 [M]. 北京：中国水利水

1932，3（1）：123.

㊾ 朱启钤. 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 [C]// 中国营造

电出版社，2009.

ホ 关于喻皓其人其事，夏鼐先生在《梦溪笔谈中的喻

学社汇刊，1930，1（1）：2-5.

[10] 林洙 . 建筑师梁思成 [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

皓木经》一文中曾经根据不同文献记载中姓名用字的

㊿ 关于“重士轻工”或“贵儒贱匠”等意识的成因，或许

版社，1996.

不同，
推断喻氏在民间口碑中已成为神话式的巧匠，
《木

与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对于土木之功的贬斥态度有关，就

[11] 林洙 .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 社 史略 [M].

经》可能是一部无名氏的著作，民间传说把它归到了

此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在归纳中国建筑的特征时曾有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喻皓的名下而已。

过专门论述，
“古代统治阶级崇向俭德，而其建置，皆征

[12] 杨永生，朱启钤，刘敦桢 .哲匠录 [M]. 北京：中国

《梓人传》中
マ 关于这位是否姓杨名潜，笔者窃以为，

发民役经营，故以建筑为劳民害农之事”。而对于工匠的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所言“潜其名”意为隐其名字而非其名为潜。

才能与品德，历代如唐柳宗元《梓人传》，南宋榭逸夫《匠

[13]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M]. 北京：清华大

ミ（宋）刘道醇 . 圣朝名画评（卷三）[M]// 四库全书·子

者周艺多传》
以及南宋林希逸《考工记解》
中，
则多有褒扬。

学出版社，2007.

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

因此，轻视、排抵以至于讳言多针对的是土木之功这类

[14] 张钦楠 .中国古代建筑师 [M]. 北京：生活·读书·新

“附识”中提及的几位供奉于清代画院
ム 本表未列入

事项本身而非针对工匠这类人物。至于导致“士”与“工”

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的外国传教士。

两界关系的隔阂，朱氏还曾提出过“良有学力不同，遂滋

[15] 王凯 .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 [M]. 北京：中国

メ《哲匠录》将燕用列入金代。

隔阂”这样的缘由。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18]

モ 笔者对“裒钱而”作为人名持有疑惑，通读元代纳新

 参见王凯《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一书中关于

[16] 李海清. 再探现代转型——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

《河朔访古记》中的相关记载，原意似为金代明昌年

“从
‘士’、
‘工’到专业知识分子——近代专业知识分

的技术史研究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间赵县人聚集钱款而建造，并非指人物姓名。

子的出现”一节的论述。

[17] 焦 洋 . 营 造：从古代 本土 到近 现代 建 筑学 视 野

ヤ《哲匠录》还收录了清代在治水方面有所建树的“著

“儒”与“匠”所体现出的各种能力间的区隔问题，换

下的 观 念 演 变 [M]. 北 京：中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

事”
者，
其中也有因撰写河渠方面的著作而起到了“立言”

言之土木之功或者建筑学所涉及之多领域能力应由一

2020.

的作用，在此一并将其列入表 4。

人掌握还是多人分担的问题，在西方建筑学的历史进

[18] 杨宇振 . 朱启钤（桂辛）先生初步研究及其他——

往往词藻与实质不分”
，
ユ这些观点包括“历代文人用语，

程中，即使如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开篇的“建筑师

一份近代城市史视野中的历史人物研究简报 [J]. 建筑

“非训诂之儒，徒婺架空之论者”，以及
“清儒名物考

的教育”中也颇感难以定论。

师，2007（6）.

据之学，
迈越前古，
顾炎武、
任启运、
江永、
戴震、
张惠言、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学术轨迹与图景 [J].
[19] 陈薇 《

焦循、阮沅、洪颐煊、黄以周、王国维诸人于古代宫室

汇刊，1930，1（1）：2.

建筑学报，2010（1）.

制度各有考证，虽悬解尚多，未能定谳，然惠我致力于

 中国营造学社 . 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 [C]// 中

[20] 赖德霖 . 经学、经世之学、新史学与营造学和建筑

营建学者，抑亦多矣”，等等。

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9.

史学——现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形成再思 [J]. 建筑学报，
2014（9+10）.

ヨ 刘宗汉 . 试述朱桂辛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

过程中如何将与“儒”
关于李明仲在编修《营造法式》

动因 [J].古建园林技术，1999（4）：17.

密切相关的“总释”
“看详”等部分与属于“匠”的各作

[21] 焦洋 . 浅析“沟通儒匠”在《营造法式》中的表征 [J].

“附识”[C]//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ラ朱启钤.《哲匠录》

制度沟通起来，笔者曾在《浅析“沟通儒匠”在营造法

南方建筑，2017（6）.

1933，4（1）：115.

式中的表征》一文中做过专门讨论。

[22] 焦洋，王骏阳 .营造的泛指与特指——关于中国

. 营造”：从古代本土到近现代建筑学视野下
リ 焦洋 “

 乔迅翔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建筑营造技术基础研

营造学社命名的思考 [J]. 建筑学报，2020（8）.

的观念演变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究》中认为，宋代建筑用图可以借用当代设计图的分

122-123.

类方法，划分为“方案图”
“施工图”
“验收图”等类型。

ル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C]// 中国营造学社

 朱启钤. 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报告社事情况

图表来源

汇刊，1930，1（1）：3.

之二十一年度上半年工作报告 [M]// 营造论：暨朱启钤

レ本表所列的“立言”者包括在“附识”中提及的 10 位

纪念文选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09.

图 1：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

清代儒家学者以及4 位著有河渠类著作的清代官员。

 单士元 . 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六十周年 [J].古建

图 2：作者据《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以及李士

朱启钤在“附识”还注明了在全书编竣后将后者单独

园林技术，1999（2）：9.

桥《现代思想中的建筑》等著作中相关内容绘制

归为“河海工”类的计划。

图 3：李诫 .营造法式 [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ロ 朱启钤. 朱启钤自撰年谱 [M]// 营造论：暨朱启钤纪

2013.

念文选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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