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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芮

解读

“心理西方”在哪里？

本报记者 张艳蕊

中国建筑设计的世界空间

无论获奖与否，王澍无疑是中国
现今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然而，中
国目前最好的建筑师是否就能够成
为世界最好的建筑师？

没想到，北京元典美术馆馆长梁
克刚如此的一个微博引起了巨大风
浪。网上骂声一片，甚至转发了此微
博的人也被王澎的粉丝群起而攻之，
骂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理论探讨的
言辞，只剩下一些简单的人身攻击、
道德批判、动机质疑……我想，这才
是中国建筑设计界与世界一流最大

的差异———容不下异见。
为了将此论争引向学术，梁克刚

又一次进行了努力。他邀请了多位业
界专家学者、建筑师到他的美术馆进
行“中国建筑设计离世界一流距离有
多远?”的研讨，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会
议当天，除了数位闻风而来的媒体记
者，竟无一位嘉宾到场，据梁克刚说，很
多人都是答应了他，却最终没有来。

这应该是中国建筑设计界与世
界一流的另一个差距———没有学术
氛围。

这是一个很脆弱的行业，业内人
士的内心更加脆弱。中国文化在以西

方为代表的现代化面前，骨子里是不
自信的，中国人是一个集体从众的民
族，在这种背景下，王澍的获奖无疑
会给这个行业一个信心的提振，年轻
人需要榜样。
“然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梁

克刚不无忧虑，“如果年轻人都以此
为榜样，中国建筑设计业的路会走向
歧途。王澍已经站在了世界大师的平
台，这个平台可能给他更多了解世
界、提升自己的机会，但现在的年轻
人呢？文化不是砖头瓦片和花窗月亮
门，正是这些表面化、碎片化、符号化
的做法掩盖了对真正文化内涵的挖

掘和再现。”
真正的西方文化在哪里？不在地

球的西方，在我们心里想象的、排斥
的那一部分，是我们人为地把西方地
区划为我们“心灵的西方”了。中国建
筑界如果不能超越这个“心理西方”，
那么，走向世界一流可能还是想象。

中国飞速发展的 30年，让中国成
为世界最大的工地，为什么没有诞生
出大师级的建筑师？而同样是位于东
方的日本，在他们国家飞速发展的 40
多年里，出现了至少 20 位世界级大
师？这是梁克刚们的忧虑，也是我们
应该考虑的问题。

前不久，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得
了世界建筑设计的最高奖项———普
利兹克建筑奖，这是首次由中国本
土建筑师夺得如此世界大奖。

西方人的赞扬，特别是来自已
被神化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奖
赏，加上在最后阶段，王澍击败了
三名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的
建筑师，这对提振当下中国文化自
信心，提振经过近二十年巨大建
设，仍然不算非常自信的中国建筑
界来说，具有强心剂作用。

然而，此奖是否说明中国建筑
设计从此站在了世界一流的平台
上？一片赞美声中，《中国企业报》
记者依然听到了一些更加冷静的
声音。北京元典美术馆馆长梁克刚
首先在微博上提出“中国目前最好
的建筑师是否就能够成为世界最
好的建筑师？”的疑问，于是，他成
了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
继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范文兵也
撰文指出：“无论王是否获奖，他代
表的，其实是建筑设计众多路径中
回避现实问题的‘纯艺术化’路
径。”

业内人士不得不承认，中国建
筑设计要走向世界，需要跨越的鸿
沟还有很多。

被遗忘的细节
和被忽略的功能性

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一直以来是
与施工环节脱节的。由于施工工人
的水平所限，建筑设计理念被曲解
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位业内人士讲了一个不为人
知的故事。广州歌剧院落成，世界
著名设计大师扎哈·哈迪德亲临现
场，她蹲在地上吸了 2 个小时烟
后，才站起来，承认了这个建筑是
她设计的。

果然，造价近 14 亿的广州大剧
院在对公众开放仅一年后，墙壁和
天花板就出现巨大裂缝、玻璃幕墙
脱落、雨水也不停地渗入建筑内
部。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扎哈的东西，出了名的不好
修。广州歌剧院的问题，主要是外
部材料没选好。另外中国方面的施

工工艺和对建筑艺术的理解也让扎
哈很恼火。扎哈的广州歌剧院设计
概念是两块石头，但是中国人最后
修出来，这两块石头上面居然密密
麻麻有很多缝边，你说这效果能好
吗？所以扎哈觉得这个项目失败得
很，根本没有体现她的理念。”
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一直以来是

与施工环节脱节的。由于施工工人
的水平所限，建筑设计理念被曲解
的例子比比皆是。
“即使是中国目前业内公认的

优秀建筑，你仔细看一下细节，就
知道有多粗糙。”业内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

王澍的获奖作品———中国美院
的象山校区，“为了突出形式感而
造成了很多使用的不便，那些挂在
立面上为了视觉形式感设计的长廊
和楼梯，给交通和行走带来巨大的
不便；那些为了与风景对话仿山形
的巨大屋檐尺度夸张、结构浪费，
收集的数百万旧瓦只是像瓷砖一样
到处拼贴。内部格局简单粗放，空
间舒适度和使用效率较差，听说常
遭住于其中的学子诟病。”梁克刚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一个更极端的故事是，王澍曾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举例，说他自己
在象山校区遇到的事：一个学生，
在同一楼层，几次与他相遇，他不
解，问之，原来，这学生只想出去，
却一直没找到出口，所以在此转了
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找到。

1987 年以后，普利兹克奖开始
向获奖者增加颁发一枚铜质奖章，
奖章的背面刻着亨利·沃顿 1624 年
在其《建筑的要素》一书中提出的
建筑的三个基本条件：坚固、实用、
愉悦。
牺牲了功能性，放弃了细节，建

筑还能称其为作品吗？
细节和功能性，已经成为中国

建筑设计师们不能逾越的鸿沟。

被误读的环保理念

今天的建筑技术和材料技术的
发展，已经可以完全不需要用那些
材料了，难道用全新的材料和结构
技术就不能设计出具有东方韵味和
文化感觉的新建筑新空间吗？

“只有中国最原始的建材———
老砖、旧瓦才是最环保的建材。这

是目前中国建筑设计师们很大的一
个误区。”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随着社会的进步、技
术水平的提升，很多建筑材料在功
能性、实用性甚至美观性上都已超
越了原有的建材。
“目前的建筑，不仅绿色满足不

了，安全环保性不够，节能环保更
是少之又少。”中国绿色建材课题
组组长、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
究院院长刘长发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能源，绿
色建筑才是理想化的建筑。”
“坦率地讲，我个人最反感那种

觉得用了传统建筑材料和部品构件
就是继承传统的说法———这样的做
法太简单太表面化，建筑的革命是
基于材料和结构技术的革命，好的
建筑，应该是用最新的结构和材料
构建既能够满足功能又能够创造时
代文化意义的精神空间，拼贴老材
料更像是一种装饰性工艺美术的方
法，并非一种值得推崇的建筑理
念。试问，如果将这些相对表面化
的特种材料从王澍作品中剥离出
来，剩下的那些空间和结构是不是
就变得无比平庸了呢？如果没有太
多国际设计经验的王澍离开他所熟
悉的江南，又该如何呈现完全属于
他个人的设计语言呢？”梁克刚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坦陈，“旧的建
筑材料即不能承重，其防水、保温
性又差，现在已经不需要用这种材
料。另一位国内建筑大师一定要用
夯土做作品，但却为了建筑形态的
现代感，牺牲了夯土建筑因怕雨淋
而必须具备的屋檐。在某些中国建
筑师那里，设计并不是一个在主要
解决功能前提下，于更广阔的视野
中探索个性、表达可能性的工作，
那些特色传统材料和符号的简单借
用，变成了‘卖点’的诉求和对文化
粗糙的呈现。近十年来国内的建筑
师就特别爱在材料上搞点夯土、灰
砖、瓦片、木窗格，在空间上就爱谈
点园林、院落等，好像只有这样才
是尊重了传统、延续了文脉。文化
不是砖头瓦片和花窗月亮门，正是
这些表面化、碎片化、符号化的做
法掩盖了对真正文化内涵的挖掘和
再现。今天的建筑技术和材料技术
的发展，已经可以完全不需要用那
些材料了，难道用全新的材料和结
构技术就不能设计出具有东方韵味
和文化感觉的新建筑新空间吗？”

“建筑的时间性一定要顾及。”
一位建筑设计师指出。

备受争议的宁波博物馆，采用
的是新乡土主义风格，除了建筑材
料大量使用回收的旧砖瓦以外，还
运用了毛竹等本土元素，这既体现
了环保、节能等理念，也使宁波博
物馆有别于其他博物馆。王澍把能
在这个地区收集到的各种旧建筑材
料，与新材料一起使用，在新的建
筑上混合建造。以图建造一个有自
我生命的小城市，把这个城市的回
忆重新唤醒。然而，宁波美术馆为
了形式感而牺牲合理的采光通风，
没有窗户———也成为无法实现绿色
建筑的死穴。

商业化的诱惑
以及文化差异

由于过去 30 年中国的飞速发
展，中国建筑师面对的诱惑太多。
很多建筑师接单快、完活儿快，而
且，商业地产听老板的，公共建筑
大多被国外大师包揽，所以，这也
造成中国的个人建筑师发展空间的
狭窄。

在国外，建筑设计师有商业建
筑师和个人建筑师之别。商业建筑
师一般归到大的建筑设计所旗下，
强调的是团队合作、品牌经营、商
业运作，是以团体出现的；而个人
建筑师强调的是创造性、个人品
牌，个人建筑师要耐得住清贫，一
个作品要打磨几十年。

但在中国，这两者已经混淆了。
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由于过去 30 年中国的飞速发
展，中国建筑师面对的诱惑太多。
很多建筑师接单快、完活儿快，而
且，商业地产听老板的，公共建筑
大多被国外大师包揽，所以，这也
造成中国的个人建筑师发展空间的
狭窄。
“文化的差异也是不可忽略

的。”梁克刚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在法国，建筑设计归属文化
部，而中国，属于建设部管辖。”
这种文化的差异，使中国的建

筑在功能性上与艺术性上的脱节是
无法避免的。
建筑，毕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如何让这个张名片即有功能性、又
兼具艺术性，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2 月 27 日，49 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
澍获得了 2012 年的普利兹克奖。

普利兹克奖是建筑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在过去几十
年来，它从未与中国有缘。

但这个奖的到来似乎又在情理之中。2010 年，王澍作品
“衰朽的穹窿”已经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特别奖。他与陆文
宇的夫妻搭档也获得了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2011 年，
王澍获得法兰西建筑学院金奖，而上一次获得此奖的华人
建筑师是贝聿铭。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与宁波历史博物馆一样，是王
澍最负盛名的作品。

在普利兹克奖的评委、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看来，王
澍的作品“综合了雕塑性的力量以及当地的文化底蕴，创新
地使用了原始的材料和古老的符号，展现了极致的原创性
和感染力”。
“原始的材料”指王澍善用拆迁后的废砖瓦。在修建象

山校区第一期的时候，王澍与中国美术学院总共使用了几
百万块各地收集来的不同年代、尺寸的废旧砖瓦。它们被砌
成外墙、屋顶、雨檐、通道。“这是中国的传统，每一次拆了房
子之后，人们都会用拆下来的材料重新建造，而不是简单地
把它抛弃。这里面有对时间的很诗意的体会。”王澍说，校区
虽然刚建成不久，却已经有了几十上百年的历史。

在这里，楼层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走廊附在外墙上，人
在上面行走，一时上升，一时下降。学生们完全可以沿着墙
上的走廊，楼宇之间的廊桥从寝室走到教室，丝毫不用淋
雨。走在楼群内部，则像是在埃舍尔的版画与中式园林混合
体，脚步挪移之间往往就换了风景。

校区里没有大礼堂，没有用来检阅和集合的广场，却开
辟有菜地。春天种油菜，夏天种向日葵。对面的山林里，还有
学校开辟出的茶园。

最为典型的王澍建筑，是象山校区建筑系的主楼。王澍
在屋顶上用钢筋混凝土拉出了一条长音似的漫长弧线，然
后在上面铺上旧瓦。“铺黑瓦有什么用？”王澍说：“你到夏天
就知道了，连空调都不用开”。

一座主楼分为三面，围出一个庭院。庭院里有水、有树，
还有三尊石佛。庭院三面由木门、木窗围起，使它看起来像
一个尺度放大了的、典型的江南宅院。而在主楼内部，穿插
的线条与极简主义的几何构造比比皆是。楼梯间被做成了
极简化后的太湖石形态，这同时也是一座雕塑。

春雨落下的时候，建筑系主楼的庭院就成了武侠小说
里的场景：水塘里的芦苇昂着头，雨水沿着屋檐滴答落在青
石板的裂缝与碎片里。偶尔有人推开院内的窗户，木窗就会
发出吱呀一声。三座石佛坐在院子的三个角落里，花坛里有
个青石台子。

到了冬天，黑瓦蒙上了雪、窗上的雨檐下也结了冰柱。
这种景象虽然还留在人们记忆里，但早已在今天的日常生
活中消失了。

无论这个校区还是这一栋楼，都与如今中国城市建设
中常见的大学城形成鲜明的对比。

整个象山校区十几座楼以及他的宁波历史博物馆等作
品都大量使用废砖瓦砌成外墙。而这只能靠工人的手艺来
慢慢制作。就连楼梯扶手的栏杆，也是用竹子编制而成。

王澍说，这种以大量手工材料和手工建造的做法，在欧
洲、美国、日本已经不可能做了，因为人工费用实在太高。而在
中国，这种一度廉价的制作方式也已经逐渐变得昂贵起来。他
抢在一切变得不可能之前，把以往只能应用在小规模实验上
的做法做出了一个庞大的规划，并且完成了。校区每平方米的
平均造价才 1500元人民币。“它并不奢侈”，王澍说。

中国建筑师首获普利兹克奖

相关

2011 年 3 月 6 日，“香港设计师协会环球设计大奖”颁
奖，在全场颁出的十几个金奖中，中国内地设计师占了两个席
位，他们分别是张达利和王文亮。

其中，张达利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深圳馆创作的“城市
档案文字墙”获得空间展示全场金奖，并同时获得日本评委黑
川雅之的评委奖，此外他的团队还擒下了一个铜奖和一个优
秀奖。而王文亮的“可可唛家居美庭旗舰店”作品摘得零售店
面类的金奖，此外他还获得两银三铜及一项评委奖。这两位设
计师成为该奖项的“大赢家”。

2010年上海世博会深圳馆以“大芬丽莎的微笑”迎接全
世界的观众，而在深圳馆的一个角落里，悄然藏着张达利设计
的“城市档案文字墙”。其实，当时这件作品所处的位置并不讨
巧它位于一个大斜坡的上方，大斜坡投影着斑斓的光影，而人
们需要从旁边的楼梯拾级而上，才能在一个类似阁楼的地方
看到它。然而只要你看到了它，就难以忘记：斑驳的文字仿佛
从天而降，三十年的深圳纪事连缀成一幕天罗地网向你袭来，
而当中闪现着若干以鲜艳颜色标注的语句，则将三十年的大
事记突显在你面前。

这件作品还被本次大赛的评委、日本设计大师黑山雅之
评为“评委奖”，他评价说，“复杂的几何切割形状，与自信而细
致的纹理图像巧妙融合，建筑风格相当大胆。展馆展示遥远的
时空，与成千上万的故事呼应、对话、回响，融入远处的装饰图
案。展馆主题是深圳市民延续的故事、记忆和梦想……展馆以
戏剧性的变型来反映这个城市的转变，并巧妙地编成一个开
放、具包容性的伟大空间”。

在此次香港设计师环球设计大奖中，王文亮凭“可可唛家
居美庭旗舰店”作品摘得零售店面类的金奖。“可可唛”是个纯
进口的家居品牌，以天然乳胶、棕麻为材质倡导源自自然，因
而在卖场设计材质的选择上尽可能体现产品的内涵，其店面
实际是个关乎睡眠的体验中心，因此他以“舱”为设计概念，来
呈现温馨、舒适的感觉。

内地设计师勇夺环球奖

可可唛家居美庭旗舰店
（王文亮获奖作品）

城市档案文字墙
（张达利获奖作品）

荩王澍获奖作品中国美术馆象山校区

银王澍获奖作品宁波历史博物馆

（张艳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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