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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本質一中國傳統建築的十三鱷特點

躍撲*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

Thirtee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by

Pu Miao*

摘要

本文首先討論當代中劉建築師在設計中結合傳統之需要。lit草草需要要求我們對傳統建築形式進行一次新的總絡，這一

自應著跟於形式的深層結構而非表面上的一些具體細節或手法。為了這成這樣的再認識，作者在手段上借鑒了現象學的

及詮釋法。本文的主體描述了作者所體會到的傳統臻境的十三倡“特點": (1)分摘>(2)按人分鹿為主 ， (3)微型宇宙 ， 但)

外合作， (5)主從單元的串聯 ， (6)線型公共~悶 ， (7)按合而非轉化 ' (8)iE格與變絡併存 ， (9)人工與自然分離 ， 紛室內的

尺度， uO簡單的背景 ， 紛二度線僻、構間 ， 及U3， 帶故事的形式 。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Chinese architec缸 ， need integrate their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today's

igns. Such a need dernands a re·definition of tradition,!l forrnprimarily in terms of its deep struc·
e$ I'ather than merely its figural. motifs. A rnethod based .on.phenomenological observati()ll and in·
崗位on is introduced as thernajor research approachto achieve this redefinition. The mainbo挂y

paper 吐escribes thirteen “characteristics" or the traditional environrnent as discovered 1:>y. t his
i:h:(IJseparation , (Z)division according to the user group, (3ltmit as a.miniature universe,(4)cqoJl.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5)rnajor and minor units in a line, (6)linear public open
(7)articulation instead of transition, (8)collage of the regular andthe irregular, (9)separati()lrh"句

the man-rnade and the natural, (lO)two interior scales， 的lsirnple background， 包車two·dirnensional

age, and(]串forrn ",ith a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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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的目的

什麼是中I!!<l傳統建築的基本特點?還是本文所要嘗試

探討的消題。有人會問:“這樣的避自奇夫還值得討論

嗎?"我鈞回答是:“這個題目不但值得討論，而且還有非

常強烈的瑰寶意義。"

多年來，我劉建築界一夜在爭論是否在寺天的建築設

計中繼眾傳統。要不要繼承傳統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窗之

內. (臣仔細觀察一下這場爭論，人們會發現被爭論的“傳

統建築"夜討論中經常是一個區自不清，有時甚至被曲解

的角色。

比方說，一個建築從平頂上看上去似乎確實有許多由

房子贊成的內院，但從這座房子襲人無法葭接走到筷子中

去，在這樣的草草境中所得到的感受自然與鼠正的四合院中

大相徑庭。這難道能被稱作織承了四合撓的傳統嗎9反過

來說，傳統建築怎麼能又因為這樣的“繼承"而被人喜歡

呢?這說明我們需要對付傳統產量築有一個比只看見“大塵

滾"“四合院"這些表菌的形式更深刻的理解。

艾比方說，在討論中有些人經常把傳統建築形式與傳

統社會的文化政治背殼搭配在一起，設然寺天的社會結構

已經大大不同於傳統社會，我們自然再沒有過街那些陳舊

形式的必要了。反對這種觀點的人員IJ提出廣大蠶眾對傳統

形式“喜樹葉兒.. .說明它們還是有生命的。由於兩種說法

都有籠統之嫌，很難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斷。如果我們能夠

對傳統建築形式有一個較為深刻的理解，它將會幫劫我們

更快地找出與某個形式相對應的生活習慣和其他社會文化

背景。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這穫生活習慣的本質是什麼 9

在今天是否已經徹底消亡。如果不是的話，在寺天約社會

生活中哪些部分我們還保持著類似的生活習慣。如再以自

合院為你，雖然組合說特有的空間里章驗由於社會的變化已

不可能再被用於今天的大量佐佐宅，這就不意昧著我們不

能在一個簡書館或療養院主運平等現那樣的意境。

再比1i說，大陸上近年來關於有沒有可能在寺天的設

計中“神似..傳統建築的爭論中，贊成的一方做了許多理論

上的關述來證明這一可能的存在. (且要使這一環論能被用

來指導建築實踐，我們需要知道所謂“神似"中的科究竟反

映在什痠物質形式上?因為任何“意境"或“性梅"最終是要

通過有形的物質形式表現出來的。“神似..與“形式"之不

筒，只可能不向在所採舟的形式不是模仿特定的傳統形式

細節，而是表現傳統建築中對形式的一般處理手法，從而

在需要時能在新建築中再現傳統建築給人所特有的體驗。

只有一個對中國傳統建築的深刻認識才能幫劫我們確定那

些傳“神"的基本形式究竟為何物。

總之，只有我們認清7這些討論中的對象一一傳統建

築的真面臣，

一個比較踏實的基礎上。

雖然傳統建築的特點有討論的必要，有人還會問“對

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有多少餘地可以探討呢。"不銬，確實

已經有不少人對我獨傳統建築的特徵做了總給性的研究。

這可以以梁思成所概括的九億特點為代表。它們是.框架

結構，斗紋，模數，標請主物體和裝置己式施工，會有發童話性

的屋頂，色彩，庭院式的組畫畫，有規則的城市，以及山水

養式的園林(註 1 )。這些研究明顯為我們寺天的探討提

供了可貴的基石(特別是有關鍵院的論述)。但我們會發

現紹這種方法所概括的特徵有下列幾徊不足之處。

(1)這些特徵有許多僅停留在對表面上的形式細節(如

斗拱、坡度琪、色彩等)的紀錄，很少深入挖掘產生這種

形式細節的設計思想，很少函衰至翼地追綜傳統中商人對

建築形式的一般概念。

(2)這些特徵側重建築中的賀禮以及如何構成這個實體

的技衛這間做方面，對於人在建築草草境中的空間惑受及it

生這種感受的建築形式綴得論述不足。

(3)這些研究傾向於通過 一種已經預先確定自哲理論或價

值竄來意中盟的傳統建築。這求“先入為吏"的理論多半是

接用商方現代建築運動的看法。透過這樣的有色眼鏡，中

劉傳統建簽的結構被比附於“框架結構"立宜得到肯定的評

價。標準化設計施工一一另一個西方現代建築的軍要經成

部分一-t!!，變成了中爾傳統建築的特徵之一。

今哭，我們的任務歧不是把傳統建築當做博物館中的

雕塑那樣來評析其表面形式，也不是去比較中圓傳統建築

與西方現代建築之鉤的異同優劣之處。我們的任務是確定

中劉傳統建築章環境給其中活動的人什麼樣的感受出發，進

一步分析產生這種感受的一般形式與設計思想，從布使我

們能在需要時還用寺天的技衛平等現那樣的感受。我們的認

議應當僅僅立足於我們在建築璟境中的重接感受，而不是

立足於任何其它“理論"或“體系..無論那些“理論"、“發

系"被證明是多瘦“進步"。顯然，從我們茵臨的任務來

看，已有的研究成果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

我們的建築傳統，從而使我們所有的爭論、模仿、評價都

有一個較為與黨、較少曲解的對象。

二、本文要確定的特點

通過以上的初步討論，我們可以把本文所要確定的特

點進一步的界定如下。

(1)本文將以傳統建築給人的整體憨受(包括精串串上和

功能上南方甚訂)為出發點，總絡傳統建築9'那些對產生這

種感受起主要作用的基本結構。什麼是一但藥物的墓本結

構呢?比方說，愛情菩韋u雖然可以有千變萬化的1宵節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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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它們都具有一億“有情人"總受挫折後“終成眷屬"的

基本結構。如果一齣戲全部或部分少了這個結構，這齣戲

就不再是愛情割了。本文希望也能找出這樣一組特點來規

定中劉傳統建築之所以為中國傳統建築的基本結構。

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從複雜的觀象中找出最本質的東

道，而這類本質的東西通常是我們最可以為常的。在最近

發表的不少論著中，許多作者傾向於強調一些連接引起觀

賞興趣或其他觀賞效果的處理手法(如所謂的“通透") ,

而對這些效果得以能產生的基本結構(如像大愛的牆)卻

視而不見。究其原弱，一方面當然是街為人傾向於注意臨

像中對比強烈的部分，更深一層原間里IJ正是因為這些基本

結構每持每刻在日常生活中為我們所筒，以至我們熟視無

睹。這很像 Medeau-Ponty所描述的路子手中的拐杖，

當他們在海窈杖探路時，拐杖在他的意識中消失了，剩下

的只是所探到的路(註 2 )。

(2)也於本文所研究的特點將反映中函傳統建築在與其

它建築體系格比之下表現出的基本結構，這些特點就必~

為中協傳統建築中的大多數典範i性的具體實例所共有，而

在其它建築體系中又不多冕的。因此，這些特點必然是定

性而非定麓的描述。它們更倚重於各{盟部體之闊的能合關

係，而非各個都聽本身的性質。它們更偏重於拓樸學而非

幾何學的驕係，也就是說，這些特點將主要分析內與外，

上與下， i壘界 ， 方向 ， 相對接近的程度等結構關係 ' 鬧非

某個精確的長度、角度或特定的形式細節(註 3 )。本文

的臣的是哥哥確定A是否大於 B '而不是A或 B的具體價

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聽£y\~寄會更有利於建築師在今

天的設計中靈活應用它們。 Amheim把這種容許一定變

化的概念稱為“動態的概念" ，他正確地指出:這樣的概念

更有助於創造性的思考(註 4 )。

(3)雖然我們的研究是從璟境經驗出發 ， 但其最終結果

卻是通過描述某個右形的形式，如房屋的佈局，人的活動

等來表遠。本文所總結的特點將避免涉及本主生物質形式的

概念，像“氣勢生動" ，“意境深遠"之類。如上所述，這是

因為這樣的描述較難葭按有劫於建築創作實踐。

簡婪地說，本文希學得到這樣一綴特點，它們的抽象

概括程度介乎於“坡屋頂"、“粉牆烏克"和“有無招生"、

“陰陽兼濟"兩者之銷。

由於我們的盟的的特孫性，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探照T

C列一是主途徑 。

(1)本文作者力求完全立足於對傳統草草壞的葭接體驗

。在鼓察之前不做任何假設，僅可能排除各稜瓊論、概

、對觀察的干擾。比如說，如果我看到的是一丹擒，那就

是一片擒，

“體系"。

在。

本文作者選力求避免從哲學、京敬、

經典或琨象入手來推導論設建築形式特點。

對建築有不可否認的影響，

知數。我們應避免像哲學家 Bachelard描述的那種人那

樣，“用肥料來解釋花朵" (註 5 )。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所描述的不少特點之後的列有

與其有關的社會文化幫景或人們約生活習慣的描述。這些

社會文化或象與傳統建築的併存激情同時可能或可能不含

有EI果樹係，作者僅僅希望引起露~1r注意和思考這錢放荐

的現象。這些社會文化現象的描述並不能被意做為體驗本

文論點真偽的證據。區為本文的說點不是激於它們，而是

來自直接的體驗。反過來說，使用觀察琨象方法“並不排

除以後再使馬其它方法及考慮其它方適的可能性，這是主其

它的方頭只不過(在觀察時)暫時被擒盤在一潑了。"

(註叭。

(2)本文避免採IlH寶說主義中所謂的“科學"分析方法 。

因為這種方法必須把璟境分割成孤立的“變最"從而不能

適用於我們的囂的。本文將主要依據作者本人或其它人所

報告的發驗和對相應草草境的反省或思考。這是做為惟有這

種繁體的，主觀的總驗與反省方能揭示一倍環境的“意境"

gt給人的感受 。

這種設祭典反省是這樣進行的。首先，每當調瓷者在

某處慾受到一種特有的體驗峙，他努力在心中捉摸這種體

驗的實質是什麼?何時，他認真地去尋找是馬闋璟境中的

那雙形式關係康生了這種種驗。賞這錢形式被初步發現

後，調查者在心中假想地改變這些聽係'然後再假懇在這

值新的場景中是否還會使自己產生原有的體驗。比方說，

如果一個調查者在一個羽合院中有某錢逸然自縛的感受，

經過敏察與反省，他會發現這種感受約本質是極大的私密

惑和舒適惑，時這些體驗來源於周齒的閱擒，踏上質體與

關閉部分的比例，頭縮及房度的高度與院子尺寸約比例，

筷子中的綠化等物質形式。在許多類似的場景中反獲進行

類似的步驟，就能i蓋步確立這一類單單境中最具有普通性的

結構鸚係(註 6 )。

(3)由於本文題 目的本質所規定 ， 這十三餾特點問時又

是通過與其它建築體系比較而產生的。它們之所以有主主義

或是EI為縱向地與工業化後建笑，勾一般趨勢般比較，或是

因為橫向地與中閣以外地霞的建築傲比較。Ell比，讀者會

發現某些特點也適用於其它工業化以前社會的錢系(如伊

斯蘭建築) ，還是因為2章是主特點是從傳統建築與今哭的頭



境之異同這一角度出發的。

(4)與許多研究中國建築歷史的文牽不一樣 ， 本文避免

用歷史考證的方法來進行研究。一種歷史建築在三三百年前

究竟是什麼樣就不在我們的課題之內。本文只分析那些被

(5)本文對中國傳統建築所總結出的特點只適照於漢文

化地道(以長江流域及北京地區為主)。過去許多有關中

關建築的著作傾向於尋找一個可以解釋文化及少數民族文

化建築的共同體系。本文不苦是採用這樣的途徑。

四、十三個特點做為一個整體

如前所述，本文所要討論的特點實際上就是結構關

係，雖然這{區特點是一個偽列出的，它們做為一個整體應

能勾畫畫出中醫傳統建築的輪廓。因此，這十三個特點之路

也存在著一種結構關係。一般來說，列在越前區的特點越

兵備有掌握全局的意義，同時它們也不需要其他特點做為

前提。這也就是說，這十三個特點約排列順序應能體現出

它們之間的串串係。不僅如此，這一排列也與設計程序有一

定關係。

在這十三個特點中，有一些在邏輯上可以被包含在另

一些之中。像“室內外合作"就可以從屬於ω微型宇宙"而

“艾格與變格並存"“人工與自然分離"及“皇室內的兩套尺

度"則是“按合而非過渡"的具體表現。但也於這些邏輯上

為從混約特點在實際的草草境艘軍章中起的作用是如此巨大，

按照我們以龍接經驗為準的原則，這些特點必須做為獨立

條目列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保誰還十三個特點做為

一個整體真實地描繪了我們的體驗。

最後，本文作者希冀表明，由於本文所採用的特別方

法，這十三億特點必然是調查者個人的主觀的觀察結果。

那麼，別人能不能驗室藍本文的觀點呢 9泊答是，當然可

以，但這種驗證必須是於驗證老採府同樣的方法¥I)真實臻

境中去進行體驗與觀察，這就是本文在前面討論方法的緣

故。里直此，本文所總結的十三假特點將是一個討論約出發

點，新的結構關係會被發現，原有的看法會被修正或否

決。寧質上，按照本文所採眾的途徑，也只有歸總了許許

多多僧人的體驗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對中國傳統建築這一

觀察對象看一個比較深刻的認毅(設 6 )。

五、中國傳統建萃的十三個特點

1.分隔(如單單1)

隔

，無論是住宅、

元(

先，

隔斷或E且誨 。

發現花窗、

相比，其面積是非常小的。其次，這種分織是按不向使用

者黨體書1分的。每個重重種獨自佔用一部分 i市每個部分又

通常是一個萬物具備，不假外求的學完。第三，這種分隔

只存在於正在地的邊界和各個單元之路。一旦進λ單元這一

層次，人們就幾乎不再感到任何分隔了。

在過去時代的中圈人對各種事物的觀念中，到處可以

看到這種分闊的存在。比方說，古代的繪護或文學作品

中，表現權力與財富時經常採用這樣一種模式:那些干會主

或神仙屠住在離普通人的世界遠遠的樓詞中，在這搞個世

界之詞總是隔著莫測虛實的煙霞或是遼闊的水面。有時在

雲霧腳下，還可以看見畫畫暈頭緒與封閉的宮門，“"fr~"常

被用來形容這樣的情景。(如廚 2 ) 0 只有微弱的曲擊可

以渡過水雲，傳到普通人的領域。值得注意的是，與歐洲

同時代的建築榕此，這些特殊人物所居住的地方本身的絕

對尺度並不大。它們之所以使人感到特殊完全是由警見者

在到達那襄前所必須經過的層層封鎖。這些體驗的總和支畫

上七單個大空空間更有感染力。難怪“重重囊"及“深"經常被用來

形容特權。

在中聽傳統的商店里，把店里所有的喬品都陳列出來

被認為是有失髏預約表貌。，顧客到店里應當只能讀到烏黑

的落木櫃台。顧客每吟出一樣藹品的名字，店員才從極台

下取出那樣商品來。一家商店越是能滿足顧客的要求，它

約規格也就越5萬。這裹，我們文一次看到，甚至在認品流

通這種最需婆透踴度的地方，分碼也一樣主宰著傳統鈞璟

境 c

在中闋的古典詩歌中，詩人所描寫的場景很多是在院

落之中。院子內的世界經常被對此於說牆外的宇宙夫地。

春天來了，詩人要問還是那一家的春天?春天去了，詩人

又妻間在那個院子裘春天走得最晚9登高學遣，層層山巒

經常是吟詠的對象。它們引起詩人的多愁。而談到故鄉，

我們經常使瘤的“鄉關"暗示警分顯與限定。(如劉 3 )。

這種分隔的觀念滲透到了中劉人觀賞自然的習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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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在我盛傳統的自然風索區中，最{讀得逗留的地方不是散佈

在一餾水茵鵬聽或其中，就是位於被雲海隔絕的山星星之

上。很少可以看見將觀景點安置在一個可以通行的關放平

面(如草地、花園、 w嗤之闊的峽谷等)周圍。

甚至在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中也可以看到分惰的影

子。我記得卡幾年前在崇明農村里幹活縛，經常聽到且是畏

們在需要知道時路時主格詢問“外商幾點鐘了? "在這裹，

即使是時間也被分隔在不同的空間中，以不向的速度流動

馨。

這些分隔的lJl:象與我們在歡#Jl傳統建築中所兒到的顯

然有很大的蓬車Ij 0 歇洲建築的表現力最大都被集中在一個

主要的視野中。問此，分隔被大大減少，以便使站在主要

觀點上的人看到瓷可能壯觀的蓬頭。這點在軒在平iIii上特別

明顯。(如樹造)。這種分隔與現代建築也截然異趣。在

工業化社會中，我們經常可以看見一種四處漫延的空餌，

它服務於好幾個{使用者寰鐘，並在墓地上的擦著復大比

例。我們將在下頭和“按人分區為主"中深入討論它與傳統

空閑的不同。

有不少人喜歡強調中國傳統建築中的一種所謂‘6通透"

的感覺。比如像人們以一個院于里透過丹溺門，花筒，或

其它井口總約窺見另一個空間的那種體驗。為了取得這種

“海透"的效果，近年來許多試劉繼承民族傳統的新建築大

暈運用花霞、景權之類手法 o但其結果卻往往並不能給人

同樣的慾受。(如屋里 5 )。這種理論與實際的問題在於只

看到了那些直接&i'E授覺致果的為部，郤忽視了使這種欽

得以產生的整個背景。他們忘記了“通透"是以大量的分

為前提的。在中國傳統建築中，不同單元之間的分顯始

為主的，在平面及立頭上占壓倒傻勢的比例。閉口部

則是從厲的，佔極為有限的比羹。

與上述問題類似，有一些建築歸根據傳統間合院中2室

外甚少分隔這一現象的發，提示“流動空崗"是中關傳統

19特點之一 。 根據這樣的觀念 ， 有些設計將許多使用

能不同的部分聚集在一起，其間僅僅為一些半透明

部分的分愣，使之成為一個占整錦華地很大一部分

ι動空崗" 。 這穫語言法沒有從全局來分析傳統建築 。 如

!任何一億傳統璟境做為一個整體來體驗，我們可以發

給、是也許許多多單元組成。雖然單元之閱有三t次大小

，但這種變化被保持在一定限度內，也就是說，任何

冗吾ilFI立可能包含許多倘使用者畫畫體 ， 都不可能大到

半個墓地。當我們穿越受飽墓地峙，一道道的牆和

我們傳統建築中的空間是不被阻斷鈞。

霞(如關 6 )

J去時代的城鎮或建築囊中 ， 一個人一年至IJ jjA通常

國特定的訪問或院法中生活。城市或宅段中的其它

血來說彷彿就像另一個世界。這是因為中屋里傳統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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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功能分麗的傾向與工業化以前社會缺乏發遠的交通工

具和技微有關 o主 7 )。他只說對了一半.E§為我們知道

有這樣的現象;那使具備了不致落後的交通工具，仍然有

可能呈現某種自給宮廷，只為一個特定自守小社會服務的草鞋

境結構。所以，除7交通工具是一個可能的原因以外，我

們至少還應考慮那種造成人身依附於某個重重嫂的社會結

構。

3.微型宇宙 ( 如廚 7)

當我們身處在中翅傳統建築鈞院落中時，我們經常會

感覺到l乞真像萬物具備的字密。在這個小小的天地之中，

一個人始終與他最親近的人，家，陽光，神紙等等保持著

近在咫尺的譯自係。傳統草草境中約單元其實都具偽造樣的特

點。從水泊梁山空IJ世外桃源，傳統中頭人總是用“十全"、

“修車畫"這類詞來形容一倍理想草草草量。這個特點具體表現在

這三方面。

首袋，與寺天通行的規畫tJ設計思想不一樣，每一個單

位的使用者蓋章續成員之間不是互相平等或一盤散沙，而是

有玄有從，逐層控制的。這樣的觀係得以存在是華於這樣

的一種共言說:維持這個重重緣的整體存在遠比成員之間的利

警衛突來得重要。可以說，這發鞏體內的關係具有許多人

類社會的一般特徵。舊式家庭中為什麼三三代或羽代人能向

往一院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此。所以，今天當我們要在新建

築中繼續這個特點時，我們必須認真調查一下在使用者中

有沒有可能形成這樣一種主從秩序。

其次，每值單元必主罩在一個有限的距離內全面滿足一

儷人的生理、心理、和類似1i菌的日常需求。這些需求包

括揚光、京、植物、私密與公共空間，君主?吾與神學空間，

以及廢物處理、原料供應等設施。怎樣才能捉摸到所有這

些需求呢。仔約總想一下，一飽傳統璟境的形成過程，像

集商場、寺罵輯、園林為一鍾的上海城隍廟，我們發環這些

建造者主要是依照自己當場發驗為衡最標濃。對直接艘軍車

的信賴加上悠長的歲月把這些草草境塑造得與人緊密無路。

第三，每個單元蓋章必須在璟境的象徵意義上萬物具

備。這一點是從使用者們的共向敵念出發的。無論是一個

小說還是一個城市，總有一些部分或方位更為神聖高貴，

另一些部分方位較為凡俗卑下。另一餾例于是傳統中商人

對品題鼠景的癖好。每個城鎮都會有它自己的“十景"或

“八漿"。這樣的“聽系"表示了各種氣質的景色該地全部具

備。

4.室內外合作 ( 如鐵8 )
中盟建築體系與其它體系格比，最弱額的不同恐怕要

將是這樣約體驗:每一個房間都吾有向一個與外界婦絕，只

為我廂的天井或院子 c無論是在鬧市中的住宅還是山林中

的寺廟裳，我們很少可以直接從室內直接步λ或看到室外

的街道或山野。(如劉 9 )。有時即便可以看到，但那仍

然是從二樓上跳墓。(如皇島 10 )。在地面上，從房子到

室外公共空間之間總要經過一丹私有的聽說。這些現象是

血於中蹋人日常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活動是同時使局室內及

蜜外兩種空空間來進行的。

在古代的繪畫中，我們可以養兒人們在宴請賓客時，

藝人在堂前的庭院中表演。在一個場所裳，室外的天并是

工場的一部分。在一個法庭中，這個天庭文成為旁觀諦。

當人們把奠祖先縛，宗哥哥前的地t平是參加典禮的人所站之

處。在廟會中，午台前約場地供為觀眾廳的作用。“庭"、

“堂爺"這類地點已經成為古代文學作晶中描寫人們認常活

動不可少的一部分。即使在近攻代的中國，這里重習慣仍未

沒滅。上海的石庫門望莽住宅顯然寸土重日金，但在客廳jjIj

仍眷那屋里一丹小小的夫井。今夫的中國家庭主婦也仍舊喜

歡廚房外緊籠一身室外空間，那怕那只是一鍋半空中的陽

台也好。

這種將室內外空間結合起來ij9務於一個共同目的的作

法在建築形式上產生7這樣一些特徵。首先，中國傳統建

築傾向於將墓地上的室外空搞分寫成小塊，分別與各悔不

同性質的室內空罪惡組成單元，這與歐洲建築'*'那種將不同

用逸的空鉤按室內外分別集中，造成一片空地中筒聳立著

一倍龐大建築實體的做法形成群妨對比。由於這些四處教

你的小時室外空弱，中認傳統建築總是惡現另一種自大盞

小塊寶體構成的面貌。其次，中關傳統璟境中對每封室外

空崗總是用譎等隔斷加以界定，並研聽它與某伯室內空間

的合作綴係。菌士當總是磁¥Ij基地邊緣，沒有任何空地閑置

於恩福與墓地邊界之間。很少看見那種在讀書屋之間流動，

用途含糊的“綠地" .像我們在歐洲建築中常見的那樣。第

三，與歐洲建築相比，一個中國傳統室內空間的尺度較

小，從而使人易於接近室外。它也很少被處理成指向一個

室內約中心。(如瀏 11 )。傢俱陳設，門窗佈護等均把

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一面或數百lillil竄外招縷的界筒。第凹，

從一個室內空筒里人總是可以竄按步入同一單元內的軍外

部分。(如關 12 )。這幾個部分之間的微皇軍隔斷使中隘

的庭院與歐洲傳統的中庭大相異趣。最後，根據不同學完

中室內空筒黨所進行的不詢活動，每一丹室外草草潰的形

狀、尺度、種植及地區鋪觀也會有相應的各種設計。(如

國 13 )。祠堂前的方擊石扳平台就大大不同於竹林，其

原則是使它們更好地與室內空間結合起來服務於向一個目

的。

5.主從單元的串聯 ( 如圈14 )
雖然從繁體來看，中鷗傳統苦奮境是由許多互棺隔絕約

單元所組成，但這些單元不是互相平等，並設隨意排列在

一起的。當我們在舊式的大宅院中摸索，或是在一個寺罵罵

風景道中獲遊時，我們總是可以大致感覺到自己在那裳，

那襄是整鍋頭境鈞高潮。這種感覺是為循序漸進地串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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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次婪的單元而造成的。

所謂單元的主要與次贅，是由使用者寰麓的社會地

位、單元的主要功能等決定的。越是重要的單元，主主空摺

尺度車走越大。那麼，這些主從單元是怎樣組合在一起約

呢?首先，各種單元經常被串聯在一條主要交通流線上，

而不是像其它某些傳統體系那樣將次要單元麗繞著主要耳其

元組合，或是將3.:從單元自治地散霞。街於這種線型的組

合和各層建築的缺乏，中劉傳統璟境有很明確的水平方向

惑。即使某人的囂的地位於流線約末尾，他也必須一個個

地經過所有排在路闊的單元。在空罪惡感受上，上下沒有左

右富有後來得重要。而在所有的水平方向中，璟境遷總是向

人(恃強烈地稽示它們之間不是平等的，某但方向是“正

叩商"另一個是“背囡"。大至II畫畫個基地，小到一個室內佈

霞，人們都可以感受到這種指向性。還不僅與歡洲建築中

希臘十字平麗的傳統大梅真趣，同時也造成在中摺傳統建

築中街上與向下這兩倍方向性的缺乏。 Eliade論述的那

種“關向上天的門" (如穹頭等) .在中國傳統建築中幾乎

不存在(設 8

傳統璟境中乏從單元的組合不僅是串聯的，在這種串

聯中，動線通常總是穿越墓地上平坦部分的中罪惡都位。而

支吾吾單元通常被安霞在發餾流線後一半中的某處，次要讓

先刻羅列在主要單元之前。主要單元與流線終點之街往往

有一段距離，得以安排一個小型的次要單元。這樣，就形

成了一種隱豆豆、 2萬瀨、尾聲的結構。山林中的寺廟風景區

餾說踴這些規律的典1\!li71J子 。 在這種風景溢的眾多山

，往往只有一條被接受為遊覽路線，上下山都是這練

。璟形路線，幾條路線並列的情形是不多晃的 o這條遊

路線照端於一座牌坊或小型寺廟。隨後，各穫中、小型

l景觀賞點 、 寺廟 、 或其它建築畫畫順著這條路線依次旱

，在宗教意義上最重要的寺廟往往是在棚上山的地方，

L不是在山的絕頂上 。 它多半設置在離頂婆還有一定距

處。(如圖 15 )。在山頂上另外會有一個小型的

:觀景的平台之類。當番客經歷了在這個主要寺廟中

宗教儀式之後，他們的主要骸望實現了。但他們的

驗不是在最高織處被突然i唔餒。番客們可以攀登最

ill後 ， 爬上頂霉 。 在那裳 ， 眺望著若有若無的遼

們對璟撓的發值體驗得到了一億逐漸終止鈞尾聲。

慧的是只這段過往頂擎的時，jlf往往是相當危線的，

主要堅寺廟通常就是那些年老體弱的香客的終點站，

它室的立在山頂上，對終鼠的幻想給這部分教拜者的

驗問樣帶來了一個永遠結束不了的結尾。這種安排

有其功能上的解釋。與山頂保持一段距離有利於找

的平地和水源，由於主要寺廟通常也是鼠景寓中最

餒，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空間(如國 16 )

共室外安街仍舊是綠型的水邊街道。總而言之，中閻傳統

建築的公共室外交開始終沒有比交通所需的面積存大多

少。

有人會間，在傳統城鎮中的橋頭、城門口、水并周

鹽、以及寺廟或街鬥茹，我們不是有詩也可以發現一些廣

場嗎?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廣場"與歐洲傳統建築中的

廣場相比，我們可以發琨這樣一些本質上的不同。首先，

中圈城鎮中的這類集中密地在尺度上相對於鄰縷的街道大

不了多少。有的不過是線製安闊的膨脹部分。其次，許多

公共建築或豪門府部詣的空地不允許敢交或商業活動在其

中進行，有的甚至禁止普適靈眾的逗留。民此，它們多數

不具公共活動中心的性質。第三，即便是那錢真正的公共

空間，人們便為它們的行為型式與街道的某一段無大差

別。這些公共空總缺乏靜態的、向心的活動在其中進行。

在中國舊式城鎮約公共空間裳，人們的體驗始終走向前、

向後、或與兩個i約攤被發生關係。當他們在某個茶館中坐

下來，或獨敏一個街頭藝人縛，他們才進入靜態的活動。

俊逢時我們看到的不是人們聚集在一個中心周題，而是一

系列小型的重重發散列在街道兩旁，向前後爾總方向延伸出

去。那種向心裂的、靜態公共活動場所在傳統的城市是存

在的，但那多半屬於寺敏、會館的半私有院落。(如題

18 )。這點與伊斯蘭城市的結構有梅近之處。在伊斯蘭城

市中，做為公共室外空間的市集是綠型的。(且穿過一個瓶

頸似的門洞或通道，人們可以進入與市集隔閉一!實房屋的

院子。院子裊的安靜陰涼的草草境與市樂形成鮮明約對照。

綜上所述，本文對是否可以在描述中函傳統絨線時便

為廣場這個名詞宜豈不感深究。重要約是應認真考察中國與

其它傳統的公共室外空街之間黨質上的異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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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寶貴土地的廣場自然就不可能出現了 o這種現象不僅發

生在中路，在其它東方農業社會中也可以看到(註 9 ) 0

7.接合而非轉化 ( 如闋 的 )

中國傳統建築的形式處選中草委露在著這樣一條基本原

則，當F再錯本質上不雨的部分相遇時，這兩個部分通常根

據它們的不荷本質而被賦予不向的形式和材料，並被肩:Ml

屑地排列在一起，保持著各自的特色。在它們之詞存在著

一條胡蘿的“接縫"。沛在其它一些建築聽系中，不同的部

分經常被加以聽化，使其最後統一在一種中煌的材料及形

式之中。中皇宮傳統建築的這個特點使它非常接近 Nor巴

berg-Schulz 所描述的“古與iii!築 .. 每個部館都具有一個

鮮明的“般性"和清晰可辨的形態。整個璟境呈現著一種冷

靜的確的邏輯綴係'表現出它是出一物加在另一物上茁情

形成的總和(詮 10 )。

這種忠、懇貧苦宇草書草草個臻境的處理。本文在“IE格與變

格並存..“人工與自然分離..“2室內的兩套尺度"等段落

中將要討論這一思想在各餾特定領域中的具體表現。在本

節中，我們將著重重討論這一思想在建築節點上的實例。

如果我們對一種傳統建築認真地從農脊看到房驗。我

們會發境許多接縫和對此的關係。房子的幾個主要組成部

分吉它令其各自的材料及形式。瓦及灰泥構成的屋頂是由曲

扇構成的。播發是以直線為主的木制梁校及磚績。墓礎是

隊擊而成的石辛辛。門窗上的金屬誰手里U~皇親其特有的鍛打

而成的複雜形狀。每兩個部分相逢時往往處理成兩個互相

垂霞的話，有時甚至還特別擴大其泊的接縫。像柱子與磚

禮相接處就有完全做出一道鈞槽，以強調柱子的獨形與磚牆

的平函之不同(從功能上說也有助於木桂1l'J防湖)。木桂

蒞地時又有凸出約石校聽收頭，以明確木控與地詣的關

係。挑出的槍口在j當面上投下一道深深的陰影，顯示了這

是兩個都體的交接。在繪畫畫中描寫的古代建築邊往往將房

屋三度落在位子女蟬的亭台上，從而使房~與地泊之織也星星

現→條“接縫"。

與這種將各種形式與材料拼合使用的作法不一樣，昌設

計H的古典建築把房屋量的各個部分統一在一種材辛苦 ( 如大連

石)之中。EI3於鬧個部麓的色彩、質感及形式都一樣，它

們之問“接縫"的宜生果自然被大大的削弱了。以後，即使是

這樣的“辛苦縫"也逐漸轉化為表層約裝飾，與內在的構造不

再發生路係。(如圈 20 )。這樣，接領建築立茁給人的

印象是悶悶一種材料變成的攤主里，而沒有不肉都體結合攪

成的感覺 c在伊斯蘭建築中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書畫{函

建築實體從頭至II盟軍都被包裹在一層薄薄的為賽克之中。為

賽克的題案組合絲毫不反映內在各部體之燭的勝係。

在中關傳統建築的~內裝修上也可以發現這種接合而

非轉化的思想。我們看不到像歇洲建築中那種結構都體與

裝飾性的雕星星分不清，立纜的離塑文與平濁的壁畫畫分不清

的效泉。在一觸中闋的室內璟境中，木梁架上的雕刻都是

馬部的，很少干擾人們對其構造邏輯的認識。還建很少

舟，即使用了也非常強調其平面惑及其與建築各自為政的

關係。傳統的裝飾經常會同時通照兩種不向形式的歸案。

如抽象的幾何級及寫實約人物山水。雨雨者之問通常總有

一條胡確的i蠱糙。這種在裝飾上按合沛非轉化的現象我們

可以在門心板、內樓磚刻、以及彩蓋章中看到。(如區

2)) 。

中齒的傳統毆林以做按自然的山水著稱。但是，在自

然中經常可以看見的過渡、混和的關係在中處陳林中卻大

大減弱了。一切都!i1\得那澄明確，值體化。山與平地，陸

地與水頭，錦砌的與種繼的部分之憶都有明確的邊界。(象

水池邊的海石駁岸郎是一俏，自然景中那種鍾緩滲入水中

的島是地很少在中閣劉林中被模仿。(如圓 22 )。有人會

說這是EJ為私家小型劉林為了減少維修而不得不採散的做

法。但我們會發現這類做法在大型的皇家或公共獨林中也

很普遍。這不能不說是受一種計思想所指導的呢。

確實，這種熱衷於保持各個$麓的個役，熱衷於{吏部

鐘之間的結構關係明暸易懂的傾向在其它領域中也令所反

映。中齒的傳統繪畫主要依賴學色的線的園形。這種將瑰

寶做菜穫抽象的技法有利於踴確地交代各個部糢而不閱本

質以及部鰻之潤的交接串串係。相形之下，定點透棍，單獨

光源下的陰影，寫質的色彩等有劫於統一各個都聽並強調

整體外貌及氣氛的技巧卻始終沒有得到長足約發展。比如

像一些傳統的人物畫中，人物打恭做撓，伸手入傻索物之

類局部串串係交代得一清二楚，而整個人物的輪廓卻明顯地

不的合真黨的比例。在山7](畫中，討論雨霧靖嗨，每一重

山嵐總是能夠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與此相似，中齒的傳統文學，特別像小說，或由這類

可以與西方類似鰻裁招比的俗文學，也著畫畫於描述故事情

節一一人物之娟的結構串串係。故事中的人物出場之縛，往

往都被賦于某個送去型的性格，這個性格在故事中很少發生

質的改變。人物內心的複雜心理變化常常只是寥寥幾衛了

箏。似乎是出於間樣的原弱，中爾傳統的小說對場景室主體

氣氛的描述非常薄弱。 ~n使有，也往役是各處通用的套

活。總之，在中廢傳統的俗文學中，使作品得以有生命力

的主要是個役之間的組合關係'人物之間的悲歡離合。

既然我們可以在不正一緬領域襄看到這種“按合南非

轉化"的特點，我們或許可以說它與傳統中隨人心底深處

某些更根本的觀念有觀。在傳統中劉人眼冀，宇宙中的各

種事物似乎都是由某種至高無上的秩序規定其本質的，人

及其社會也不例外。這種秩序E姆拉稀意，並非科學，而是

來自於某種“存在則真理"的約會解釋。花紅草線，草書重羊皮

卑，都有其道理。人不能企筒依照自己一峙的慾望或感情

去改變調發這些被燒定的本質，他只能尊重它{前，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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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些“物役"更現穎、更直觀，因為這樣人就離處理更接

近7。正是童基於這樣的信念，傳統的中劉人不那麼E重視事

物在某地給人剎那的整體印象，部執薯地追求每個事物

不蠻的“物性"和它們之間結合的法則。

8.正格與變格立直存 ( 如園23 )
世界上有些建築傳統在佈馬上只採用一種緯國體系。

例如伊斯蘭建築，統治者處理故事的IE毆與宴遊用的花園

全被統一在一個對稱的幾何構閩中。為了應付大型璟境中

常會邁克的基地限制及特殊使用要求，這類學一構巨星體系

往往都包含有各種曲線及非正交直線以提供變化的可能。

與這些體系不同，中國傳統建築允許兩種構爾體系

一一正格與變梅問詩存在。所謂正格憐鼠害半由直線互交

的形狀，如矩形或方形組成。整個構體是對稿的'1lt有一

條可以爾序漸進的垂直軸線。變格構盟中~JJ以各種曲線及

斜交直線構成的形狀為主，單鐘之間的組合自由多變。

本文之所以接照“正格"與“變格"這兩個名語，是悶為

變格構關傲自IE格。變絡在一定態度上保存了工E格構崗的

結樸學特點，像個體之間孰前事先後，孰褻孰外，相對接近

程度等等。比如說，在變格構闋的典型例于一一園林中，

我們可以看見四合院的影子。山林中的寺耳興建築畫畫雖然是

由一條ti.盤右曲的線條組織起來的，每個個體在這條路線

的前後關係部與平原上的標讓平面一模一樣。不過，正

r中的幾向學關係 ， f~具髏的角度 、 尺寸等邦被徹底拋棄

，這給予變格構圖很大約變化可能，從而成為一種與正

r相平行的構廬體系 ， (如單單 2是)。

總的來說 ' IE格構關是中國人理想中的建築原型。每

7他凋始一個建築工程縛 ， 在腦中首先想到的總是正格的

1殼 。 只要有可能 ， 無論多大的建築畫畫都會一絲不苟地按

1它來建造 。 黨員然 ， 這樣的犧會在現黨中是不會多的 。 道

:是~為基地有限，更禽走商為生活中總有某些活動

與這種形式不相適合。傳統的中國人沒有設法去用

梅構單單說一全局，而是發展出另一套變格秩序來使

}型得以在瑰寶中生板。有這樣幾條原則貫穿在汪

之間的關係上，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獨人

闊的事物“按合而非鶴化"的態度。

社會化為是“主要的"使用者擎體或與正格形式

能總是占I!J建築筆外的IE格構關部分。這避免

境形式去容納本質不向約使用者及功能。

建築叢中的正梅與變格部分總是被處環成徑1冒

。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過渡幣，通常就像被偶

起似的。傳統住宅中正房與後圍之間的路係

學體。也i比在各個單體之間產生的不競買IJ空間也採用變格

構間來解決。這援變格部分不僅利為了這學空間 i忘且在

各個彼說不一致的正格單饅軸線之間起了銜接緩衡的作

用。我劉許多建造在山地上的寺罵罵建築畫畫都反映了這個特

點

9.人之與自然分離

人不能整天攔在家裳，他們須有一片室外活動的滋地

以接觸自然。但當人造的房展與室外的自然相接觸時，怎

樣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卸有不同的做法。歐洲人是將人工

的秩序3日在房屋周密的一持自然上，從而在房于與自然之

間造成一園飯非純粹人工，又非渾然荒野的過渡帶以供人

使用。與這種做法不同，中詞人一旦以為這兩者有本質上

的不同，就傾向責保留衛者各自的特性而優使它們終擬在

一悶。這說產生了與入工秩序形成對此，模傲自然的中國

間林。所以，中國瀏林可以說是“按合而非轉化"這一思想

在人工與自然療境關係上的兵發表現。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似是而非的設法.“在中茵文

化中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持這種說法的人綴常用中盟關

林做為支要倒設。但如果對此設實加以考察，我們會發現

這種“融合"的設法是有問題的。要認清這一點，我們首先

還是應當自到事物本身。在模仿自然的中間花圈翼，我們

總是可以讀到在模仿的自然與純粹的人工章程壤之間存在辛苦

一條界線。在中飽傳統隘林里，發織的部分始終被一條用

磚瓦#晶石砌成的研確遴線所界定。(如國 26 )。草本植

物從來不無茂星星J'1j-底生長到房輯l下，從前混淆了房建與

綠化地皮之間的界線，像我們在英齒的f2\景式嶺林中所

見。~外與室內的地坪鱗砌截然有剔，很少會將室外的材

料“延伸"到室內或反之 G從全局看，一個大宅苦苦中的花獨

與住宅部分經常是現出一種拚援的關係'不規則約花餾

(因往往建造在住宅以外的剩餘士也皮上)與井然有條的住

宅形成兩種明顯不同的秩序。兩者之翎的交通t且強調這種

突然跳躍的關係。人們無意中跨過住宅區中某處的一個小

門，卸突然發現了一個全新鈞世界。(如i萄街)。

在中國傳統的風景地區主中，遊覽者往往只是夜一條人

工鱗砌的道路上行動。(如歸 27)。這條道路雖然寬不

過一到二米，很顯然是一飽非常特別的領域。它有自己的

出口與λ口(也牌坊等標示) ，每隔一定距離或在艾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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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紡織品盟軍發兩成的草草暖的小世界，它有

已地板。襄茵從E草叢至l幣單單一應具全。

:的人第一次在房間里“露天"餒覺會得

感冒!

總的來說，在中劉傳統草鞋境中，那些遠離人體臼

動的部分使人感到高大肅穆，而那些貼近人體，服務j

常生活功能的部分別突然變得非常體貼可人。

有一種對這顯現象的解釋以為過去的房展全靠自

風採光，高大的外殼有利於改善這方霞的狀況。這可能7

一部分原因。但至少這種現象還可能與另一個菌素有關

在傳統社會中，瀉大的尺度是顯示人的社會地位最常姆的

象徵。巨大的房屋外殼無疑可以表達房主遐想的社會經濟

形象。同縛，也於在傳統社會中住宅是家庭的代表，它往

往要被綴承好多但世代，大裂的外殼也為容納寺後的發展

變化提供了餘地。

這種兩套尺度並洞的處理以及前文研討論的其它類似

現象與傳統中閣人的雙重處世標準可能有關。與歐洲及伊

期蘭文化不一樣，中詞人可以從幾種思想體系中選擇自己

喜愛的解釋。在傳統的中協文化中，人們通常一方頭用某

種被大多數公眾所接受的哲學來支撐自己，這些信念包括

維護社會與家庭秩序、積極入世、節儉等。而另一方面，

每僧人又持不符滑入無視一切秩序、消極出世、追求憨宮

萃受(像明清知識分子中公闊的問{性戀生活方式)的世界

中。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都始終同時並存在一個清縷

的人身上。這種鼓存始終能被他接受而不感到任何困惑或

不安。

11.簡單的背景 ( 如國30 )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體驗，傳統建築的形式富於裝飾和

變化，但是均主直不給人繁瑣或不和諧的感覺。棺形之下，

我崗一些充滿月絢門和漏稽的新建築卸常會給人變化太多

了的感覺。原盟何在呢?仔細觀察一下一個傳統苦奮境，我

們會發現它總是由主重點與背景兩個部分組成鈞。這種關係

存在於好幾個單單境層次。一張八仙桌的桌沿橫槍是它的重

點都仗，桌面和桌鎚則都是背景。在一個建築物中，房屋

的最脊撥雋、額彷門窗、以及室內的書書畫畫{傢{其成為重點，

而大片的內外堉酒、 E歪潰、士也坪等則是烘托重點的背景。

在一個建築囊中，主要的廳主主扮演重點的角色。在一個城

市裳，寺廟、宮室或其它公共建築物是整儷事實境的主重點，

呈現在自大憂民居構成的背景之前。傳統璟境之所以能變

化而不失和諧，關鍵在於變化只發生在占整餾環境很小一

部分鈞重點部分，對在畫畫上占絕對優勢的背景部分卸始終

使其保持相對約簡單。

這種簡單基本上是用這樣兩種方法來達到的。某一是

大量地重鐘某一標准形式，比如像某個平面或色彩。其二

是保持形式棺對的低姿態，比如像較低的建築高度，較簡

單的裝飾等。值得指出的是，這種低姿態往往超出今天許

多人的習慣想法。觀察一下城市小巷鑫大片光禿禿的外

j章 ， 或是只用一種素色描畫畫的碗碟花瓶 ， 我們會覺得它們



體。

功能所決定。(如劉 32 )

反，傳統璟境中的主重點部分通常使馬純度很高，

鮮艷的色彩。有時往往就直接使用原色，

廠建築的額彷彩護和周霞椅懿，

築物上繞著冕的。不僅如此，

通常都很強烈，一但色彩與男

狀，微益的1!11係幾乎不存在。

彩與背景形成鮮明對!照。

刻這兩種處環手法。顯然，

力，

中留傳統建築的立區基本上是由枝、紡、窗隔、

等線型構件勾畫畫其基本轎車謂的。不僅如此，

強烈的起伏，

在這個平頂上鞠了洞

些密密平行的瓦據以及出銳的節節槍口

感到它是由線條構成的平函。

法，無疑與簿統社會中盛行的手工業生產方式有勝。

並不說贊這兩者必須被搭配在一起。

成功的建築設計中

一途徑，人們同樣可以創造這種單純龍文毀富的璟壤。

11.二瘦的線條構獨

觀察一下中餾傳統臻境中常見的平面構鹽，

現它們多三宇宙線型的部體在二度的平面上構成。

們又會發或背景色彩中存在著無數微差。

粉牆為例，這一片屬為斑窮而略顯會緣，

時聞之不悶悶徽帶灰暗。至於磚石、

不崩樂了。不僅如此，

萃"其質只是一億抽象的概念

宙的純黑或純白，

淺灰。

與傳統文化對集體秩序的強調與對個人個性的壓抑有閱

(且不可否認的是，

包含著某種超越時代與文化的普通法則。否則

法解釋為什l'i1在一些個人有格當處置自

到這種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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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這種背景與重點翰係的倒子是中國傳統建

愿用。在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中，大量煌的民居及

常飾以鮮艷吾吾蠻的色彩，而做為全城中心的教堂

卸往往大都是灰白色的。與此不同，中劉傳

景部分往往是由一個色相的色彩在不同明度

構成的，有時最多加上一、二種其它的色

叢中用各產藍色加上一點花背或褚石做為支要

法如出一轍。這個三位導色相總是不鮮艷的，

是傳統中獨人最喜愛的選擇。在某些地區如

褐鈞。在背景色彩中還有這樣一個現象值得

儘可能避免在用一處向時便為色彩變化及離

的簡詰程度與現代的設計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從寺

天我國某些模仿傳統的設計中描也相間的一塊面稜來比

較，我們很可能會在它上面發現更多的變化。

這種背景與軒在在戰包程度上的強烈對比與傳統中國

人的整個生活方式似乎非常相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在一

年中的絕大部分詰子主要是克制的、節儉的、平淡的。但在

為數有紋的幾(國節詔書里，生活都充滿了音響、色彩、與享

受。鑼鼓震耳欲車里的社戲，大浩大肉的年夜飯，五光十色

的廟會，似乎是傳統社會中人們對畏艱平淡生活的稽償。

傳統璟境中的背景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性。這些

背景雖然簡壤，詞很少有人會覺得它們單調，像我們討論

著現代建築中大量使住宅待所常會感到的那樣。這是因為

傳統建築的背景部分雖然是由11[覆某一標準形式而成，這

種愛護卸從不是機械化的照抄。在每一次重重覆中一總是包

含著某種微益。瓷碗上的圖案雖然只是用一種顏色繪制

的'ill.每道這紋中卸都含有多續不同的濃度。一個碗的國

察與另一個碗雖然大致一樣，但仔*III對此之後會發現個案

中飛鳥的數目、排列的位鐘都不梅悶。(如圖 31 )。正

這種子于萬萬的微差使傳統療境中的背景曇現出像一杯

好茶那樣的滋味.ff!:單純文學寓。

傳統村鎮的外貌是完盤地表達這種背景與靈點串串係的

例子之一。如果聽車從江南農村中經過，我們會逐漸意識

每個村鎮之所不向於其它村鎮，主要是因為它獨特的地

綴織和一些頗具個性的寺敏、橋梁、或是富裕人家的大

住宅。外貌中除此之外的大身部分都是差不多的一般民

。正是這是星相同的民法使我們感到雖然每個村民都有自

局面貌，它們卸都出自一個“家族"。但是，如果下車到

才子裝去轉一縛，我們又會發現這是主從遠處看雷同的

實沒有兩種完全招緣的。愣償的尺寸，寫頭構的總

乎一家一個樣。今天，不少建築師喜歡在規畫u設計

宅時大總度地改變各價住宅樓組擎的形式或色

至;IJ破除“干篇一律"的 目 的 。 顯然 ， 這種在住宅監

的指導思想、及其具體做法都與傳統建築形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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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表現的利器。

13.帶故事的形式 ( 如皇軍36 )

傳統中酪人在使用一個頭境縛，

草鞋境中哥哥包含的象徵及其它文化意義。

式往往被娥與沈寰的倫理、宗教、

喜愛根據“學人"的先偽、民間傳統、

化傳統來確定和解釋大門的朝向、

的形狀等具體建築形式。

這樣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有趣的是，這種

在非人工的形式中也不例外。下jJjj我們將主要討論這

子。像松、竹、荷花、梧桐這些檳物都被加上道德或

中的隱喻，它們在區林設計中的組合也變成了用這

來編成故事。對此一下十九世紀末期西方人在大自然I

行詩所有的觀惑與伺時代中詞人對自然風景的描述，

會發現奇古老儒向於對景物傲自然主義的“客觀"描述。 t

對這種物質外貌的餃述往往嘆為鶴立，隨持很快地就滑λ

對景物人文章含義的發掘。遠ill不只是遠山，而且是把家鄉

摟在後商的釋礙 ; 1象門的您雲不只是水蒸氣，而且表現

人生的無常。這些是詩人們的觀察。{旦教育程度較低鈞人

們也一樣喜歡這樣來看景物。他們在山裝岩石中會看出入

或動物的形狀，由此又會衍生出各種故事。

這種傾向是如此之執馨，以至於傳統的中劉人在出外

揀遊時，即使鐵賞自然風鑽在實際上是此行的主要內容，

他的出門卻總要是另一餾真各文化意義的“宙的.. ，諸如朝

香拜佛、憑吊古人、祭奠蔽先等等。這些目的可能僅僅是

名義上的，但缺少了它，中圈人就會覺得看到的東西沒有

了“講頭.. ，風景也為之減色不少。這樣的行為型式不僅在

的儒林外史}中的哥哥二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在寺天千千萬萬

普通的中'"'人中間也仍然存在。

出於這種對於形式中含義的愛好，中崗人對自然風景

還有一種制定規章盟的習償。人們經常為一個鷗林或風景區

競定成“入景"或“十景"一貴的!!II範。原來的人就使用這些

“景..做為遊覽的依據和解釋。違章殊著不再是看自己所看

到的，而是通過先人的規範來看。由此來得到約滿足顯然

含有學蜜的人文因素。

這種對人文意義的強調也反映在闊林或風景區的聞發

建設上。商林是中路人從自己的角度來解釋理解自然的產

物，我們在上文已經解釋過這一點。這襄將著重討論風景

區。當一個傳統的中屆人在自然界中發現某處風景特別優

美的地方，他不會像工業化以後社會中的人那樣，採取一

種保讓自然，以使子孫後代始終能見原狀的哲學。與之相

反，他會伐去一些擻，在蓋上一些樹，開幾{條路，在石壁上

君自一些題諒。在他眼中，只有按照某種主載的程式加以修

車藍後，自然才會真正顯示出它鈞羹。而在此之前只是荒山

野水而已，不屬風景一例。

自然嵐景為主的獨林中以及山水畫中，傳統

、桂礎、門枕石等。但~n

，以

|人的一些品鐘，像松、竹

，往往被人們選擇ml'乍遠景的主要材料。

這些二度的線條構蠻有選擇一些特點:首先，在各種

各樣的線條構戀中，誼綠垂直相交的構圖叉紹對占據T!l'i

倒擾勢的地位。這種構蘭不僅主宰7整餾建築zf濁的基本

結構，向時也被廣泛應用於從窗縮到傢{具等細部設計上。

(如潤 3是)。其次，在這億ji[線垂直相交的構盟中，總

有若干直線之一段被變形為極為平援的iJll線，自然地也殘

留的瑄線段延伸而出。這種變形存在於總體zf區、建築學

體立苗、以至總部構崗上。像柱子的卷殺、椅腿的微曲等

都是例子。第三，這種平菌的線條構處在中翱傳統建築中

常被用來產生一種疏蘇的骨架或外觀。像門窗撥格、窗

械、籬13、竹林、含有大量垂直平行線條約板燼或欄杆槍

板等 c這種蔬蘇的平誼與磚石構成的實攜jJjj形成的對比前

成為一復主要的表現手段。(如潤 33 )。與此不筒，歡

洲的傳統建築中與平整質構形成對比的是的進的商漪及立

jJjjj色的星單位起伏。

-I區附帶的現象值得在此一援 。 也於線條構闊經常占

據傳統建築中立前嚮闋的六部分jJjj潰，非線型的部分往往

就成為學個構屆中畫畫少卻占據關鍵部位的重點。也於它們

的背景大蠱的產交線條，這些重點都體通常採用重量滿的也

線邊緣的賞心形嫂。室內的器血擺設、門口的石獅、傢{真

的鍍般及五金的件、農脊上的吻、城市中的塔及拱橋等均

屬此例。(如圈 35 )。

為什麼在中齒傳統建築中線條梅園占據這樣重重要的地

位呢?有人把它歸之於大量地使用木結構。這忽然可能是

原因中的一個。但木構建築在其它文化傳統中有時也可ii'

E色的非線型的構鷗 o 囡此 ， 如果從更深一層約意義上來考

慮，似乎還可能與傳統的中劉人對事物本質的執著追求有

關。線的圖形是對直觀形象的一種抽象，它蕃於提煉直觀

形象中約基本結續(詮 ll )。歐洲人(特別是在文章喜復

興以後)在需求中偏愛表現對象在人們眼中一峙的整體觀

惑，特別是那種跨越各個部髓，在對象的整個外裴上流動

的力章(註 12 )。這導致他們的建築傾向於專為一種材

料貧苦宇全麓，並使用大擎的塑性曲菌。而傳統的中路人希

望揭示隱藏於直觀現象底下的本質，線條自然成了他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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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這些不悶的現象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在中國傳統璟境中，當有幾個形式可供選擇時，其中那{置

可以與某種象徵聯繫起來的形式往往會被採蹄。當草草境形

式不是由人之產生時，人的民IJ被檢它們所可能產生的文化

意義來設計使用它們的方式。

六、結語

通過上述的討論，本文鼓不暗示今天的建築設計應當

把繼承傳統做為一種有豆豆識的追求，也不認為在基本結構

上的傳統逮築‘‘神似"比一板一眼地摸索一定能更好地繼承

傳統。今天的建築設計只能由今天的生活需要所決定。而

不宣受制於任何另外的環論口號，無論它標榜的是“民族

形式“還是"綺代精神"。

傳統是什麼?它不是捉摸不定的什麼“文化"或“民族

壞"。它不過是一套常用的做事方法。“人一經存在就給

他或多或少所依殺之傳統的手掌中。傳統使他不能成為

己求知或做決定的帶路人。" (設 13 )所以，我們永

、可能設身於傳統之外，把它當做一個客稜來評判。但

跤然傳統只不過是一套習慣，我我們又完全不必非把

一寸自混沌整體。我們可以拋棄無用的部髓，留下有

句元驚。亞洲一些社會在工業一化過震中輯:證踴傳統是可

的。因此，從客說的進設來看，傳統只能被不斷地

文想要揭示的僅是在這個永恆的破除中，我們權

不是“進步"或其它什麼遑論，布是所重要傲的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毫無雜念、就事論事地一個

沒實援助的問題，最美的建築形式自會在此間

這就好像禪宗僧人從餓了吃飯，吃了飯洗碗這

、要靠中可以悟道一樣。還是不是有點玄呢?一點

年來許多農民自行設計建造的住宅中，其實有

這樣純真約形式，川西崇援縣的封建泛

的例子(話 14 )。

對於那些需要吾在自己的設計中艘軍車一點傳統環

築都來說，本文所總結的十三個持點只能被當

，在你總結了你自己的買賣壁壘之後ffl做為核對

們絕不能代替偽人鈞、直接的體驗，因為，

感受才能使我們得以緩兒傳統的本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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