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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造”开始被言说 ：方塔园何陋轩与
“建构”话语的回响
Fangta Garden, Helouxuan and the Emergence of Tectonic
Discours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e
王凯

WANG Kai

摘要：
“建造”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筑研究和建筑评论中不可或缺的主题。本文尝试从话语史的角度做一个历史性
的回顾，追溯当代中国建筑学中“建造”观念在“言说”中出现的时刻。以当代中国建筑的经典作品、冯纪忠先生设计
的上海松江方塔园和何陋轩为例，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 40 多年来中文文献中对这一作品谈论方式的变化，
特别是
“建构”
话语的引入所带来关键性的改变，讨论并揭示“建构”话语在当代中国建筑学科和观念史中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建造、建构、话语史、冯纪忠、方塔园、何陋轩

Abstract：“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hem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al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discourse, tracing the moment when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on” appeared in the “discourse”. Taking the classic
work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e, Fangta Garden and Hehuaxuan in Songjiang, Shanghai, designed
by Mr. FENG Jizh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key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tectonics”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way this work has been talked about
in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Keywords：Construction, Tectonics, History of discourse, FENG Jizhong, Fangta Garden, Helouxuan

思想史以“言说”和“观念”为对象，建造

望以此为镜，回顾当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历史中“建

史以“建造”为鹄的。与关注建造历史本身的研

造”是如何逐步进入言说，并最终进入了建筑理

究角度不同，本文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从言说的

论话语的核心的。

a

角度回应“思想与建造的互动”的主题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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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建造”在现代中国建筑言论史中的

几乎所有人都公认，建造是建筑非常基础的部分，

回顾开始，通过在个人史和历史语境中梳理对方

也是建筑学科中最核心和底层的内容。然而，在

塔园的不同言说，分析“建构”话语的引入当代

观念史的视野中回顾，我们会发现，在中文语境

中国建筑观念的深刻影响，最终借着 2001 年一

中并非一直如此，相反，在很长时间里面，对这

次访谈中对冯纪忠先生“建构”角度的叩问回到

个话题的讨论甚至在建筑理论言说中长期缺席。

全文的主题 ：建造进入言说的过程，恰好伴随着

本文关注当代中国建筑学中的“建造”观念在“言

当代中国建筑话语和观念重构的关键时刻。

说”中出现的时刻，从话语史意义上追溯与“建
造”相关话语的起源。而这个时刻也是今天方兴

一、言说史中的“建造”

未艾的建造史研究成为可能的前提和基础。为此，
本文以围绕方塔园何陋轩的言说史为案例，并非

虽然言说与建筑的实践密切相关，但话语本

为了讨论方塔园何陋轩本身的历史细节，而是希

身有它自身的历史。建筑话语因应社会条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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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等风格概念，还是符号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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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的被言说的何陋轩。何陋轩的

了相对稳定的各不相同的概念体系和话语

学、现象学、地域主义理论方法 。一时

历史于是就成为并存的两重历史 ：建造的

形态或者言说的方式。如果我们回顾 20

风起云涌但也常常转瞬即逝。在其中，最

历史和言说的历史。

世纪初以来现代中国建筑言说的历史，可

重要的是 1980 年代典型的对世界潮流的

能会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30 年

追赶热情，以及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迫切

二、重建何陋轩 ：
“建造的”与“言

代、1950 年代、1980 年代和 2000 年代，

兴趣。直到 1990 年代后，城市发展和市

说的”

这些节点构成了建筑话语的几个不同的代

场化带来的巨大建设量的涌现，人们突然

表性阶段 。它们分别代表着现代中国建

发现很多理论话语本身似乎并不能解决建

2021 年底的何陋轩，面临着建成 35

筑话语初步形成、转向、重生、转型的几

筑问题，反而带来了建造质量和设计水平

年以来第一次全面的重建，这样的一个带

个关键阶段。每一阶段都与不同时代的政

的相对低下的问题暴露无遗。于是出现了

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也为本文回顾这

治环境、外来影响、社会实践条件变化相

1990 年代开始的、依托艺术界的宣传和推

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锚固点。作为一个建成

关，不同概念和话语系统也型塑了当时人

动方式的“实验建筑”现象，但由于和大

物的方塔园何陋轩，建成日至今不算久

们对建筑的认知。

量性建筑生产的相对脱节，更多表现为试

远，历史事实很容易追溯 ：
“文化大革命”

探性的探索或者个体的突围。

后，冯纪忠先生受到上海园林局设计处的

b

“建造”是建筑的基本问题，与建造
和技术有关的讨论本来不会专业讨论中缺

从早期略带盲目的大量话语引进到基

邀请，在松江设计一座围绕着宋代方塔和

席。然而自 20 世纪初到 1930 年代，建筑

于本土实践需要的话语体系建立，经历了

迁移而来的明代天后宫为中心，以“露天

师的职业身份逐渐与工程师分离，与建造

国内建筑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验积累，更

博物馆”
为特征的现代园林。1978 年 5 月，

技术有关的讨论逐渐从建筑专业期刊中被

与此逐步引发的理论反思有关。笔者认为，

1980 年底完工；
方塔园一期建设工程开始，

偏向于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内容所取代，新

如果我们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转折

1981 年，方塔园二期开工 ；1982 年 5 月

的建筑师阶层由于其所受到的教育和社会

点，2000 年前后的“建构”话语的引入

1 日，方塔园对公众开放 ；1986 年，何陋

身份，话语层面的“儒匠二分”成为一种

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后，

轩开始建造，1987 年底何陋轩和方塔园二

这种
“二分”
典型的现象 。1950 年代以后，

与新一代建筑师更带有反思性的实践相呼

期全部完工。建成以后，最初就作为“露

现象被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以出版延续

应，由学术界努力推动的一种新的学科知

天博物馆”目的的方塔园又经历过一系列

时间最久的《建筑学报》为例，从 1953

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

计划之中或之外的改变，包括新历史保留

年创刊以来，即使在 1966 年后发刊不太

学理探讨和中国当下的现实找到了稳定的

建筑的陆续移入，新建筑和道路的扩建以

规则，建筑理论的讨论已经基本停止的特

接口。2000 年以来的热词中，不但建构、

及植物的自然生长和景观方面的诸多改

殊时期，建造技术的讨论虽未断绝，但是

材料、结构等与“建造”有关的关键词令

变。何陋轩本身也经历过多次修缮，比如

这些讨论内容从来不是主流，而且往往是

人瞩目，而且不管是偏重技术取向的结构

大约两年一次的定期葺草，比如建成后为

在相对艰难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讨论空

建筑学、绿色建筑、参数化设计，乃至表皮、

了抵抗厚重特别增强了屋顶刚度并减掉了

间有限，而且与建筑的理论讨论并无太深

遗产保护、环境调控的话题，
“建造”都

中间的两根柱子以增加空间，以及在 2009

入的关系。这个时代理论讨论的核心往往

成了非常重要的讨论维度之一。今天，建

年的一次重要的加固中增加了柱础的铁箍

是那些跟建筑思想乃至国家计划方针政策

造更已经成为建筑教学每个学生都耳熟能

以抵抗越来越厉害的形变 e ；由于竹结构

相关的内容，无论是反对形式主义，反浪

详、挂在嘴边上的话题，那么，这一切是

的耐久性有限，到 2021 年，早已超过设

费的住宅标准讨论还是从 1950 年代贯穿

如何开始的呢？

计使用寿命的柱结构多年来累积的形变累

c

到 1980 年代“创造社会主义新风格”的

为了追溯这段历史，本文尝试以当代

。
积，
何陋轩不得不第一次整体大修（图 1）

争论，实质上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处理形式

中国建筑的经典作品，冯纪忠先生设计的

另一方面，作为冯纪忠一生中最重要

和风格的艺术问题，并不太涉及建造和技

上海松江方塔园和何陋轩为例，以围绕它

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是 1980 年代中国建

术层面。

的言说史来进入话题。作为当代中国建筑

筑实践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无论是设计

从建筑理论话语的角度，1980 年代毫

的经典，冯纪忠先生设计的方塔园何陋轩

的思考、设计、调整和建造的过程，还是

无疑问是一个新的起点。随着一批专业杂

是建筑史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对象。然

设计者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以及作品

志的创刊，更加多元化的建筑言说开始出

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在历史研究的视野

的历史价值和启示，也是围绕方塔园的“言

现。在大量引进西方建筑理论的时代氛围

中，除了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从设计到建

说史”的主要内容。回顾这部言说史，可

下，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概念话语此起彼

造到经过多次改建直至最近面临重建的何

以说方塔园及何陋轩既是一个时代的先行

伏，无论后现代主义、还是新现代主义、

陋轩，还有一个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被谈论、

者，也是一个时代变迁中的岿然不动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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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系列丛书出版，同年《华中建筑》推出
纪念专辑。也是在这一年，
王澍主编的《拆
造何陋轩》一书出版。
这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丰
富的研究文献，等待进一步的解读。

三、话语何陋轩 ：言说及其语境
笔者曾在参与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时
所做的“话语何陋轩 ：重建文本中的何陋
轩”研究中，梳理了近 40 年来这些研究
文献的角度和内容，并尝试以关键词云图
的方式对这些文献中涉及的关键话题进行

图1：2021年 6月，等待重建中的何陋轩

。
呈现 k（图 2）

针 ：一方面，方塔园的价值是逐步被学术

不断升温。2007 年，为纪念冯纪忠教授

在对这些言说进行归类和分析中，我

界认知和普遍关注的 ；另一方面，不同的

从教 60 周年，在深圳画院举行的“冯纪

们大体总结出了七条线索，在图中以不同

时代也给予了方塔园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忠和方塔园”展，同期进行的学术研讨会，

颜色标出，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不

十几位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讨论，成果汇

同的主题在时代话语中的出现、起伏、延

从 1981 年冯先生的《方塔园规划》一文发

集在 2007 年底出版的《冯纪忠和方塔园》

续与衰落 ：

表开始，一直到 2000 年之前，虽然方塔园

一书中。随后，2008 年 2 月央视《大家》

（1）江南 ：乡土、地域性 ；

在很多关注者心目中已经立刻成为经典（an

《世
栏目播出冯纪忠专题片，2008 年 6 月，

（2）传统 ：中国传统建筑、古典园林

，但除了设计参与者的几篇文
instant classic）

界建筑导报》也出版了纪念专辑。12 月，

f

根据对各种媒体中相关文章的统计 ，

g

传统、文化传统 ；

之外，以此为题的文章的数量却并不

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授予冯先生“杰

（3）现代 ：现代性、理性 ；

多。而且，然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方

《华中建筑》推
出成就奖”
。2009 年 3 月，

（4）建构 ：结构、构造、细部 ；

出冯纪忠纪念专题，并开始连载赵冰和刘

（5）空间 ：设计手法、空间氛围 ；

小虎的“冯纪忠作品研讨系列”文章，全

（6）社会性 ：公共性、公民性 ；

面整理冯先生的设计作品。

（7）个人性 ：主体意识、审美表达。

章

h

塔园还受到了一些不合理的批判 。
经典当然不会被埋没。在冯先生 1980
年代末旅居美国后，1994 年方塔园获得中

2009 年 12 月 11 日，冯纪忠先生因

更进一步的理解需要将这些言说置于

海建国五十周年经典建筑”名单（铜奖） 。

病在上海逝世，12 月《新建筑》杂志在建

其本身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言说主

2000 年，冯先生重新回到国内并主持设

筑人生专栏推出冯纪忠纪念专题，2010 年

体（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献根据

计松江博物馆（未实施）
。次年，他在同

1 月《城市空间设计》推出了冯纪忠纪念

与冯先生本人的远近可以分为三个“圈

济做了题为“门外谈”的演讲，同年接受

专栏。2010 年 3 月，第二届冯纪忠学术

层”
。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冯先生自己

A+D 杂志采访《关于“建构”的访谈》
，

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冯纪忠讲谈录”

对方塔园设计的几次在的解读，主要包括

他开始系统性地接受回忆性访谈。2002 年

《时代建筑》杂
系列丛书出版。2011 年，

1981 年 的“方塔园规划”
（
《建筑学报》
，

冯先生发表《时空转换——中国古代诗歌

志纪念冯纪忠先生逝世周年专题。

1981/07）
、
1988 年的“何陋轩答客问”
（
《时

国建筑学会优秀创作奖，1999 年入选“上
i

和方塔园设计》
，再次打开了认识方塔园

2012 年以后，随着王澍获得普利茨

的新视角。2003 年《建筑人生 —— 冯纪

克奖引起了媒体对“文人建筑师”这个话

忠访谈录》和《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

题比较集中的讨论和关注，冯纪忠和方塔

（
《设计新潮》
，2002）；中间一层，是从

出版，开始了学术界对这一话题的新一轮

园被很多作者看作 20 世纪中国文人建筑

2000 年冯先生回国后，王伯伟、赵冰、黄

讨论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2006

“久
师谱系中的重要代表。2014 年 10 月，

一如、冯叶等学生、学者或家人对冯先生

年赵冰和刘小虎在《新建筑》上面发表的

违的现代 ：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

的采访，以及冯先生本人的回忆 ；最外面

系列访谈，以及关于冯先生的思想史研

在上海 OCAT 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内

一层，是不同学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在不

。2015 年，为了纪
容 2017 年正式出版）

同情境下对方塔园和冯先生和作品所做的

念冯先生百年诞辰，赵冰主编的冯纪忠研

研究和诠释。如果我们拆解和观察不同话

j

究 。
这个热潮随着随后开始的一系列活动

代建筑》
，1988/03） 以 及 2002 年“ 时 空
转换 —— 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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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相互关联（图 3）
，会发现冯先生的几篇“夫

之一，然而紧接着在“设计革命化运动”中受到

子自道”是这些文献的主要核心，每一篇新的文

批判，未建成就被强制修改。1960 年代初，任建

章发表，都是触发新一轮讨论的重要动力。

筑系主任的他在教学中提出“空间原理”的教学

那么，什么是冯先生思考的内在动力呢？我

思想和计划，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无理批

们无法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把冯先

“文化大革命”结束，冯先生终
判。1978 年代，

生这几篇关键性文章和当时冯先生自己的人生际

于有机会主持方塔园设计，试图回归理性和专业，

遇的不同阶段相对照，可能可以更好地理解每篇

1981 年《方塔园规划》写于方塔园一期刚刚完成，

文章的动机和写作者当时的心态。

文章比较直接和客观的交代了设计的思考，并没

我们把时间稍微延长到 1940 年代。1946 年，

有太多的阐发和抒情。然而在改革和保守激荡并

冯纪忠先生历尽艰辛从奥地利回国，先是南京首

存的 1980 年代初，再次在“反对精神污染”运

都规划委员会工作，同时在同济大学兼职任教，

动中被莫名批判。1986 年开始设计的何陋轩，就

并参与上海都市计划编制讨论。1948 年和友人成

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以较低的造价，

立群安事务所，1950 年代开始全职在同济大学任

很短的施工期，完成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重要

教。期间又一些设计作品完成。1964 年他主持

作品。当时的冯纪忠依然要面临很多质疑，因此

“花港茶室”设计完稿，这是他早期的重要作品

才有了为自己辩护意味的 1988 年的“何陋轩答

图 2：方塔园研究文章数量统计（1981—2020 年）

图 3：不同文献的相关性和关键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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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问”
，行文之中一主一客，用对话的形

四、从“构造”到“建构”：Tectonics

京大学建筑学院学者群体的系统工作。赵

式隐含了很多争辩和反驳的意味。之后出

的译介

辰在回顾的文章中说 ：
“当年南大建筑的

国旅美，远离建筑，专心研究诗词，历十
年，2000 年回国的首场讲座，做“门外
谈”诗。读他这段时间写出的那些解读诗

成立，正是面对当代中国建筑与国际进一
美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有趣的论断，
“先有美学史，后有美学”
。这句听起来自

步接轨的发展需求，和当时中国建筑学术
水准相对落后的现实。出于对常年来笼罩

词的文章，他的视野从未彻底脱离一个优

相矛盾的话，指向的是“引入一个概念”

在中国建筑界的‘形式主义’和‘风格论’

秀建筑师的视角，
常常带着强烈的“时间—

本身的学术史意义。对“建构”的引入的

强烈的不满和彻底的决裂，建构这种对以

空间意识”作文学意象的解读。但无论如

讨论也可以在这样的语境下来理解。正如

建造为中心的学术思想，被南大建筑选择

何，这十年中，念兹在兹的是诗歌。十年

前文讨论过的，纵观整个 20 世纪 50 年

而成为共识乃至学术组合的基础。 也正

间，国内建筑气氛变化巨大，方塔园和何

代以来的建筑理论讨论，核心往往是那

因为出于这种对建筑学术追求的‘初心’
，

陋轩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到，想必

些跟建筑思想甚至政策相关的内容，无论

在南大建筑随后的教学与研究之中不断地

冯先生回看方塔园的林林总总，心境也有

是 1950—1960 年代反对形式主义，反浪

探索而顺理成章地发展了。从理论上的西

所不同。回国后的冯先生自然多次被问到

费，设计革命化，还是贯穿了 1950 年代和

方当代建构思想引介、解读，到中国传统

方塔园，于是有了 2002 年“时空转换——

1980 年代的“创造社会主义新风格”的讨

建筑文化的建构诠释 ；从建构思想指导的

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的设计”一文出炉，

论，乃至 1980 年代以后的各种理论探讨，

各种模型试验设计工作坊，到以实际尺

开头就说“早经发表过的内容就尽可能

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处理形式和风格的艺术

度 + 材料的建造教学 ；从传统材料和工艺

从略了”
，于是很多新的说法被提出，
“对

问题，并不太涉及建造和技术层面。回顾

探讨的建造实验，到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加

偶”
“意象”
“情境交融”等。这些固然也

话语史，真正讲“建造”作为一个话题引

建造的数字建造设计研究……”q

是当初设计的时候的思考，但十年读诗对

入理论讨论的，始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

行文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中提出的很多概

“建构”理论话语的引入，而肯尼思·弗兰

念更成为后来大家解读方塔园必不可少的
l

关键词 。

这些系统的工作理论文献上的汇集，
是丁沃沃，胡恒主编的《建筑文化研究

（2009 年）
，这也是中文第一本
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英文版的出版， （第一辑）
》
引介和中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事件。1996

建构讨论重要文献专题文集 ；
《时代建筑》

这也成为对方塔园诠释角度中的一种

年《世界建筑》上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署

杂志是这段时间翻译介绍相关理论的另一

普遍的现象，即，大部分文章中的来源基

名伍时堂（费菁，傅刚笔名）的一篇书评

个集中地，2012 年由彭怒主编的《建构理

本上从对冯先生自己的言说的阐发开始， 《让建筑研究真正地研究建筑肯尼思·弗兰

论与当代中国》对这个主题做了进一步的

如最常用的概念古今、意动、时空、对偶

姆普顿新著〈构造文化研究〉简介》第一

扩展。这也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最重要的

等，都是冯先生自己首先在文章中首先提

次向中文读者介绍了这本书 ；1998 年《建

两本文献集。

出的。此外的另一类文章，则是以当时代

筑师》杂志上刊出张永和的《平常建筑》
，

的学术风尚为导向，试图运用新的理论工

2000 年《世界建筑》中张永和，张路峰的

“建构”概念引入的历史意义不仅仅
在于这个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

具，对这一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提出新的

《向工业建筑学习》等文章 ，共同展示出

的观念性变化。我们统计了 2000 年前后

解读。而方塔园本身的多义性，也给解读

对重视造型忽视建造的“美术建筑”的强

一系列概念的变化，可以发现，围绕着建

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不

烈批判，以及对之前以“后现代主义”为

构概念的引入，同时勃兴的是包含着建造、

同时代各种理论都可以在这个作品中找

代表的建筑风格理论讨论的厌倦情绪。这

材料、空间、形式、身体、地形在内的一

到可以对应的点 。如 1980 年代的符号、

种情绪随着王群在 1998 年《建筑师》杂志

。回
批高度相关的概念群组的出现（图 5）

传统、现代，1990 年代的地域、本土、风

上的《空间、构造、表皮与极少主义》以

顾来看，那是一个时代转变的拐点。它带

土、原型，到 2000 年以来的建构、材料、

及 2001 年《A+D 建筑与设计》杂志上连

动了一批和基本建筑学概念相关的讨论的

公民建筑、文人传统等，都和文章所写的

载的《解读弗兰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
》

大量出现，改变或者重塑了对建筑学的认

时代风气和特征有紧密的关联，属于借时

系列之一、二中得到学理上的呼应和支撑，

识。而这种重塑最直接的集中体现，就是

代之眼回看方塔园，是时代风潮与经典作

。
引起了国内对建构理论讨论的热潮（图 4）

对于“建筑本体”的讨论。

m

品的碰撞。 这当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也
更看出跳出时代窠臼、具有独立角度的阐
n

发之可贵 。
2001 年的《关于“建构”的访谈》
，
就是这种时代变迁与经典的碰撞。

o

排除掉其他建构意义的义项

p

后，可

以看出重要建筑专业杂志中的词频统计

五、建构与“本体”话语

中，与 tectonics 相关联的讨论在 2001 年
后开始明显地大量出现。这个时间点与
A+D 杂志的文章背后，最不能忽略的是南

关于建筑本质或者“本体”的讨论，
是建筑理论的学科性的基本话题。自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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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00 年前后专业媒体中“建构”关键词词频统计

图 5：2000 年前后专业媒体中“建构”概念群相关性及历时变化分析

从 1980 年代初开始，在思想解放和

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
，代表了当时很有

1936 年建筑师陆谦受，吴景奇在《我们的

启蒙反思的时代氛围中，这个话题又不断

转型时代的特色的观点随后一些有关争论

主张》中鲜明地提出，
“一件成功的建筑

被重新提及。刘鸿典在《对建筑理论基本

也开始出现 u。1983 年元旦前夕，建设部

作品，第一，不能离开使用的需要 ；第二，

问题的探讨》t 中把“建筑的本质”归纳

设计局在天津召开座谈会，西北建筑设计

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 ；第三，不能离开美

为“按照人们的意志，利用材料构成一定

院副总建筑师黄克武在会上提出，
“应当

r

术的原理；
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

的空间，使人们能在其中安全与方便地工

有专家研究，把一些基本概念搞清楚，如

梁思成先生的“建筑作为艺术和工程技术

作，而且可能赋予人们以不同的美的感

什么是建筑”
。一时间此类讨论迭出，成

的结合”
，更成为一个经典的描述，影响

受”
，并认为“建筑的阶级性、建筑的科

为 1980—1990 年代建筑理论讨论中不可

学性（ 包括技术）及建筑的创作性来作为

忽略的一部分。

开始，就不停地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s

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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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 1950 年代就开始的“艺术 / 工程”的

筑是诸多条件因素的真实反映。后来出现的“人

论述，首先引发的争论的是建筑是否是艺术的

本说”可以看作这种思考的进一步延伸 ：徐千里

话题。郑光复发表《建筑是美学的误区》
，之

教授在《建筑何为 ：本体的追问》是这方面的

后吴焕加以《建筑是美学的误区吗？》为题反

代表 ：
“建筑的本体论对建筑存在的反思，是对

问，一场涉及建筑究竟是什么的争论开始了。此

建筑意义与价值的领悟与揭示……也就是说，建

后，相继发表了艾定增的《从后现代到解构——

筑中真正具有深层意义的问题，并不是传统意义

兼论郑光复先生的误区》
，陶友松的《话说“误

上“建筑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文化

区”的误区—— 谨向郑光复先生请教》
，侯幼彬

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归根到底又是人的

的《美学误区与“二律背返”
》
，萧默的《
“白马

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人的存在的问题……对

非马”及其他 ——“建筑艺术”的概念及其属

建筑的反思就必然要把视野扩展到整个文化领

性》以及郑光复的《负正论 ：建筑本质新析》等

域，使建筑的批评成为一种文化的批判，一种价

多篇文章，热烈的学术争论说明建筑领域对这一

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批判……对建筑的思考，说

问题的极大关注。李行的观点声援了郑光复“只

到底是对人存在的思考。所以，人文精神和人

有扬弃‘建筑是艺术’之说，才能为建筑学的现

文尺度就应当也必然成为贯穿这种思索的中心

代科学发展扫清道路”
。萧默的观点则代表了对

主题。
”w

立的一方，
“建筑是美学的误区吗？……建筑之

不难看出，这些言论中有非常严肃的理论思

于美学，不但不是误区，而且就时下而言，是进

考，以及深刻的历史经验反思，不过就像 1980

入得还相当不够、相当不深的直辖区……我们当

年代的学术风气和局限一样，还是停留在理论层

务之需，不是去否定否定不了的建筑艺术，而恰

面，或纠结文字上的完整，或醉心于援引新的思

在把美学引入建筑，从这个角度和高度，对建筑

想，较少涉及现实和实践的需要。而建构话语的

做一番认真地思索。
”而李松年的《建筑，是艺

引入和出现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

术》以及程庆平《建筑不是艺术》两篇文章，从

出的。在《向工业建筑学习》一文中，张永和与

题目上就可以看出纠缠到建筑究竟是不是艺术这

张路峰表达了对建筑本质的理解，
“在中国，工

个话题中的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一直到 1998

业建筑没有受到过多审美及意识形态的干扰，也

年仍然有文章以《建筑就是艺术申论》为题延续

许比民用建筑更接近建筑的本质……清除了意义

这个话题。

的干扰，建筑就是建筑本身，是自主的存在，不

文化论与人本论则是在 1980 年代新启蒙语
境下的另一个新兴的讨论方向。罗小未在 1985

是表意的工具或说明它者的第二性存在。
”x
正如胡莹在《建构 —— 对建筑本体的还原》

年的《建筑要面向世界》一文中，借着讨论“建

中所说，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借鉴’了

筑”几个层面的含义，提到了建筑作为文化的表

西方建筑在近一个世纪中曾经出现过的几乎所有

征。
“它常被理解成国家的一个工业部门 —— 建

思潮、流派和‘主义’
，却始终没有构筑起自己

筑工业 ；或被理解成基本建设的一个方面 ——

的思想体系，从而出现了今天这种‘拼’立面的

任何运用建筑材料和技术建造起来的东西 ；又被

现象”
，发掘其深层的愿意，认为“主要是由于

理解成房屋的代名词或简称 ；甚至还被当作动词

建筑物在设计过程中抛开了建筑物本体，抛开了

来用，造房子的‘造’……而我这里要谈的是一

建筑首先是建造的实体这一基本认识，而去寻找

般称之为建筑学的建筑，即在广义的建筑中，同

所谓的风格、主义，偏离了建筑本身的目的……

人、同社会、同环境、同时代的需要等条件密切

作为一名建筑师，如其在纷乱的风格与思潮中迷

v

相关，并真实反映着它们的建筑与建筑文化。
”

失自己，不如回到建筑的本体，用建造的艺术去

虽然对比 1930 年代的说法，这些并不绝对新

理解建筑，用建造的逻辑去设计建筑。
”y“建构”

鲜，但作者把“一般称之为建筑学的建筑”清楚

话语引进至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表述的

地定义为“同人、同社会、同环境、同时代的

迅速改变。今天，在建筑学院内部和行业话语中，

需要等条件密切相关，并真实反映着它们”
，相

建筑的“本体”已经天然地指向了与物质建造相

比“既是工程又是艺术”说，强调了“人、社

关的建构话题。可以说，建构话语的大量出现不

会、环境、时代”是建筑的条件因素，并认为建

仅改变了建筑师的实践观念，更重要的是，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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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建筑理论话语的核心，改变了当下中国

轻地说 ：
“建构的本意无非是提示木、石

建筑话语中的基本知识结构。

材如何结合一类的问题。
（1）它包含了构

这种对建筑认识的宏观转变，也反映
在建筑界对何陋轩的认识转变中。

六、冯纪忠与建构 ：一次叩问
2000 年，冯先生回到国内，也重新开
始回到建筑设计的工作中。2001 年春，在
建构讨论的热潮中，冯先生接受了《A+D》

造材料的内容 ；
（2）它要求考虑人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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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说 ：思想和建造之间
从“建造”如何进入“言说”的问题开始，

因素，也就是说是人的情感在细部处理之

本文在简要的历史回顾之后，开始了对围

时融进去，从而使建构显露出来……在我

绕着方塔园的言说史和关于建构的言说史

看来，建构就是组织材料成物并表达感情、

的交叉回访。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纠缠之

透露感情。
”过了一会，他继续说，
“另外，

中，方塔园何陋轩仿佛一个坐标，映射着

我一直强调对待学术名词要简单化”
。好

当代中国建筑言论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像在说，其实不必纠结如此。

之所以要花大量的篇幅讨论“建造”在“言

作为没有机会亲炙的后辈，今天人们

说”出现，
除了回应会议“建造与思想互动”

杂志赵辰、葛明两位的采访，访谈记录发

对冯纪忠先生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文

的主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绝大多

表在《A+D》杂志 2002 年第一期上。这

本和话语中的重建。然而每一个文本背

数的建筑实践者或研究者来说，这一话题

次采访中冯先生可能是唯一一次正面地谈

后都有一个不同的形象。
《空间原理述要》

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今天几乎所

了他对“建构”的看法。采访的动机显然

的背后，是作为教育家和建筑设计方法论

有人都公认，建造是建筑非常基础的部分，

来自于这个时代以及采访者的学术兴趣，

建构者的冯纪忠 ；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是建筑学科中最核心和底层的内容。然而，

以及在那个时候正在努力推动、后来影响

背后，是作为规划学家，1980 年代就开

在观念史的视野中回顾，我们会发现，在

深远的学术事业。所以，建构可以看成两

始关注旧城改造问题的冯纪忠 ；
《组景刍

很长时间里中文语境中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位采访者有意识地、从明确的理论出发投

议》的背后，是作为景观设计家，深思“旷

非常缺乏，且在建筑理论话语中长期缺席。

射于何陋轩的一个视角。

奥”的冯纪忠 ；
《人与自然》的背后，作

正是建造话题的出现，重构了建筑学科知

前文说到过独立角度之可贵，而建构

为园林历史观察和研究者的冯纪忠 ；
《新

识的基本结构，也让今天的一些方兴未艾

就是一个新的视角。无论是否直接受到这

解偶得》的背后，是作为文学评论者的冯

的研究方向，无论是建造史还是环境调控

次采访的影响，这一视角的出现改变和扩

纪忠……而冯先生本人，则像时代漩涡中

史，成了可能。这也是这个话语 / 观念话

展了人们认识方塔园何陋轩的维度。 2012

的方塔园和何陋轩一样，仿佛一个标尺，

题值得被讨论的学科意义所在。

年，王澍在中国美院的教学中带领学生研

测量着时代和解读者的变迁。可能，他其

在思想和建造之间，言说起到了关键

究何陋轩的建造，并做了“拆造何陋轩”

实并没有那么多样，可能，他一直都没有

性的中介的作用。思想通过言说对建造发

的展览。由于当时施工过程中工匠的随意

变过。他自己不太谈建构，甚至放给工

生影响，
“建构”话语的出现，已经极大

性，展览中展示了一系列其实不那么规则

匠去决定何陋轩具体的竹构的节点程式，

地改变了当代中国建筑实践的面貌。从实

的节点做法，也和这种视角的出现不无

“意”
“动”
“情”才是他的思考和表达方

践的角度来说，建筑师的注意力开始更加

式。毕竟，主人不必为匠，能主之人更为

关注此时此地建造的具体问题，建筑作品

要紧。然而，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在回忆

开始不但在建造质量上获得了提升，更从

造，关于屋架结构的体系、节点的做法、

以往经历的时候，冯先生曾经饶有兴味的

抽象的“理论”和各种“主义”中解脱出来，

漆色与否，以及形式的选择、灯的做法……

谈起青年的他在奥地利留学期间的结构计

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一大批真正的根植

一切都和这个有关，几乎统治了多数人对

算课程，以及跟着构造技术课的老师去山

于本土技术条件的优秀建筑实践作品和思

何陋轩的理解。于是在这个视角下，越来

上敲石头、捡石头的有趣经历 ；壮年的他

想得以涌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
从“建

越多的话题被挖掘出来讨论 ：草棚建造工

如何在东湖客舍（1950 年）设计中推敲地

构”话语的引入到本地化、知识化，更加

艺的时代背景、竹屋架的节点问题、台基

形、层高、光线和屋脊的组合，在“上海

意义深远，它标志着百年中国建筑学科历

的铺地和柱网的落位、北大门的摇摆柱问

土产展览馆”
（1951 年）中如何巧妙的从

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刻，那就是当代中国

题、儿童乐园的亭子的结构、东大门和垂

建造出发，
因“材”立意，
三天完成设计……

建筑理论从借鉴模仿到本土扎根的转变，

花门的色彩、烹雪斋的设计问题、西湖茶

对晚年的冯纪忠先生来说，无论是形式构

建筑话语从泛“风格”话语到“本体”话

室的结构及修改问题……毫无疑问，这些

成也好，材料建造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建

语的转变，建筑设计从以形式为核心到以

当然都是建筑师在作品中讨论推敲过的细

筑师的本分，毋需多言，而他早就超越了

建造为核心的转变，乃至某种基于“比附

节。然而回归前文中冯先生自己的言论脉

这些“物”的层面，进入了建造—意象之

性”的思维到“分析性”的思维转向的端倪，

络中，
不难发现这个访问更是一种“叩问”
。

间自由来往的思维之境。

并且重新确立了中国建筑学科的基础与核

关系。
此后，很多人的研究都会开始诉诸建

在采访中遭遇这个话题的冯先生，云淡风

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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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王骏阳教授，赖德霖教授，赵辰教授和杨宇振

的进一步解放， 这一作品再次被注意到也是非常顺

意见，有认为应该译成“构造”
（伍时堂、刘东洋），有

教授在会议讨论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特别

理成章的事。特别是在时代风潮退潮之后，越来越多

翻译成“构筑”
（莫天伟、卢永毅），也有翻译成“建构”

感谢李海清教授在论文写作修改过程中提供的重要

的人再次发现了这个超越了时代的作品的独特意义。

（王骏阳）。今天，建构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译法。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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