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寕波

中國經歷了急激的社會變動和都市化的過程，
很多優秀的傳統建築物被推倒。對王澍來說這
對中國是負面的影響，他選擇可持續發展的方
式。他利用上百萬的被推倒建築的舊磚瓦，來
建造新的建築。



寧波歷史博物館位
置圖



寧波歷史博物館
資源效益和環境影響

平面是上將建築物排在一起，儘量減少用地，將土地留給城市園林。主結構
是鋼架和混凝土，有些部份是預灌的大跨度的結構。建築物的外形是由有限
的結構樑柱決定的。



可持續發展的特色：在地建築策略、公共空間、無障礙通道、可更新、可循環
再用、環保的建築材料、創新的建築物料、綜合性的規劃過程, 低成本設計，
運用創新的設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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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循環再用的資源: 低科技的對流、蒸發式冷凍、風塔。



社會和道德責任
建築博物館，很大部分的材料是由拆卸的舊
建築收集來的，這是對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大
規模拆卸和建設過程的一個回應。

經濟循環的表現
建築物的外牆，採用大量的循環再用的傳統
磚瓦，這反映了可持續發展的先進文化傾向，
生態和文化合併的主題。

語境上的表現和影響
建築物的外形來自山川，包括一些下陷和凸
起，讓人聯想到寧波的傳統農村，的空間和
尺度。



2012年度普里茲克建築獎的得主王澍,在為我們打開全新視野的同時,
又引起了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 他的建築獨具匠心，能夠喚起往昔,
卻又不直接使用歷史的元素。 生於1963年，並在中國接受教育，王
澍的建築以其強烈的文化傳承感及回歸傳統而著稱。 他與他的妻子兼
搭檔陸文宇成立了業餘建築工作室,在其旗下完成的作品中，歷史被賦
予了新的生命,正如探索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 討論過去與現在之
間的適當關係是一個當今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當今的城市化進程正
在引發一場關於建築應當基於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 正如所
有偉大的建築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于其歷史
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 王澍的建築作品具有難能可
貴的特質 – 外表不失莊重威嚴的同時，又能完美運作,並為生活作息及
日常活動創造出一個寧靜的環境。 寧波歷史博物館就是其獨特建築之
一。 不僅照片上看很震撼，置身其中更令人感動。 博物館已成為城
市的座標，存封著歷史，也吸引著遊人的到來。 廣闊的空間感，不論
從外還是從內體驗，都是非同尋常的。 這座建築將力量、實用及情感
凝結在了一起。

普里茲克建築獎 The Pritzker Prize評審的評語



從在地的物料和鄉土建築得到靈感，
王澍和陸文宇再造了中國農村的形
象

王澍和陸文宇研究中國農村多年，
紀錄下村鎮正在慢慢的衰落，而國
家正向城市化的時代走。這些農村
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最後堡壘，是一
種行將消逝的傳統建築。王與陸希
望將二者保存下來，又不想重建過
去。相反，他們的業餘建築工作室，
設計了很多基於傳統形式的建築，
使這個區域恢復活力，甚至吸引年
輕人，從城市重返農村。

王澍在淅江汶村設計的農村房子



這對夫妻檔最初參與的農村房子改造
在浙江省文村，那裡有居民1800人。
陸文宇說：「村子有一半是舊房子，
另外一半是醜陋的、大的新房子。」

2012年，當陸文宇和王澍開始跟村民
談時，普遍感覺是更新、更大的房子
就是更好。屋裡庭院要佔有更多的空
間，好得房間可以更大些。

「他們真正希望的，是拆卸所有舊的
房子。」

王澍和陸文宇跟村民們一起，嘗試不
同的東西。在村的西面，他們用夯土、
竹和石頭的歷史建築，設計了30間三、
四層高的住宅。



所有房子都是用當地的材料建造，採用傳統的院落風格，但加上少許當代的
特色。建築物含祭祖的祠堂、擺放農具的地方、一個工作室、有一黠現代氣
息，一間看電視的客廳。



浙江文村：王澍認為：城市應向農村學習。



用了整整3年，
王澍在富陽文村
建造了一個現代
版的《富春山居
圖》！



王澍在富陽
文村，建造
了一個現代
版的《富春
山居圖》



另一位中國建築師朱錇，嘗試將建築設計與山川園林和水墨畫
《富春山居圖》結合





建築師朱錇設計的景德鎮御窯博物館：蠶繭的形象



泥土的氣息









劉國松: 
劉國松1932年生於中國山東。他是台灣藝術家，以上海、台灣桃園為基地。他
又是一個當代中國藝術的作家。劉普遍被認為是最早的現代中國畫家。

雲深不知處 劉國松 1963



劉國松

劉國松的繪畫生涯,有很多轉折和
突破。他是「五月畫會」的創辦
人，是台灣現代主義繪畫，創新
中國畫的靈魂人物。和五月畫會
的其他成員一道，他融入了西方
藝術的觀念和技巧，成功地把水
墨現代化，因而有現代水墨之父
的稱號。

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階段，
他的口號是「中國畫的現代化」。
他的目標是開展一場中國畫的革
命，建立新的傳統。他對中國水
墨畫各種彈性和綜合利用，他的
新派水墨畫，使他揚名當代畫壇。

山水鏡心 劉國松1968



1965年，文集《現代中國繪畫之路》由文星出
版。
1966年，第二本文集《摹臨、寫生與創作》由
台北文星出版。
1969年受美國阿波羅8號登月圖片影響，開始創
作「太空系列，第一幅作品為《地球何許》，
嬴得美國「主流藝術69’」首獎。

我們可以說，劉國松的月球，都是他對月球的
「心像」。

地球何許 No. 96 劉國松 1970-1971



雪融春至 劉國松 2007

劉國松形成了一套新的水墨繪畫系統，
將傳統追求「線條的趣味」，只有黑
色的線條改良。他創作了白色有張力
的線條。

他認為，藝術家應該在技巧上創新，
發現新的媒介進行創作。他開發了一
種粗纖維的紙張，即所謂「劉國松
紙」，由此而啟發出一種新的畫法。
他畫的大部份白線都是在黑色的山上，
都有象徵。白色是實體，黑色是背景。
稍後這種畫法叫「劉國松皴」。



1989 應美國運通銀行之請，繪五
層樓高之大畫《源》1952 × 366 
cm 



在他的新作品裡，他的水墨技巧又上一層。太陽和月亮的畫面到了他藝術生涯的
另一個高度。他發明的技法，表達無遺。

太陽的蛻變 劉國松



月之蜕变 劉國松

劉國松曾經在世界各地，舉辦超過90個個展，
其中超過一半是在美術館舉行。他的作品有
超過七十家博物館收藏，包括大英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有十一種不同文字的刊物，包
括中文、英文、德文報導他的作品。在美國
和德國，有超過六本教科書介紹他的藝術理
論或者作品。

https://www.pinterest.com/yellowmenace8/


王無邪

王無邪1936年在廣東出生。
1961-65年間在美國學習美術
和設計。1986年至1996年在
美國新澤西居住。1971年獲
洛克菲勒基獎學，1998年，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榮譽研究
員，2007年獲特區大紫荊銅
勳章。曾任城市博物館和藝
廊副館長，理工大學設計學
院高級講師。

他是一個作家、設計老師和
畫家。他寫和出版了六本有
關美術和設計的英文書。這
些書在香港學界和設計界很
有影響。

王無邪 《實驗小品》



王無邪所著的英文
設計書



王無邪所著的英文
《山水畫之道》



「作為一個山水畫家，我運用中國繪畫的技巧已經很多年了，我在這傳統穿
梭進出。我也寫了好幾本談及設計基礎的書，探索視覺藝術的基礎，尋找新
的可能性。這些背景，讓我可以有新的進路，避免跌入陷阱，重複別人的東
西。」王無邪

思高 王無邪



由一位中國畫家來製作一本繪
畫的手冊，表達他的觀念和經
驗，也很常見。中國的畫家在
千百年來，已經建立了學習繪
畫的確定方法，讓初學者跟從，
學成之後才從事創作。畫譜有
這樣的資訊，最廣為人知的畫
譜就是《芥子園畫譜》(1679年
)，它也是本書的靈感的重要來
源。

在雙文化的環境中成長，我很
明白東西方之間的巨大距離。
縮短距離和溝通，是困難的。
中國人的生命觀和世界觀，就
需要闡明。

王無邪
《中國山水畫之道》前言

黃石瀑布 王無邪



「中國繪畫代表了一
種很特殊的中國文化，
在吸收外來影響而作
出必要的調整之後，
在歷史長河裡，還是
顯注地連贯的。數百
年的中國繪畫藝術，
已經形成一種傳統，
有一種自我獨立和生
成的力量。雖然今天
中國的繪畫受到西方
觀念和技巧的影響, 
它保持成為一種有自
己面貌的藝術，忠於
自己的傳統。」

王無邪

《遙思》王無邪
1970



中國畫的本質，是堅持使用毛
筆和水墨，在吸水的紙上創作。
用單線畫出各種元素、虛空。
畫家的選取的題材，來源於自
然。不是那麼明顯，但畫家對
自然的態度卻是很重要的。這
種態度使中國畫發展出獨特的
畫類，是別的文化所沒有的。

數千年來，中國大多數人都是
農民，依靠天氣變化，四時收
割。從跟大自然搏斗，到跟大
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人的主
要心態。「道」的觀念，是中
國人哲學的核心。自然和人文
是一體的。

中國山水畫之道
王無邪

遠懷十九 王無邪 1990



現在讓我們再看看中國人對建築和園林的看法：
古典中國建築是木結構，人們走進中國建築，感覺就像走進樹
林。



中國建築是典
型的對稱，採
用圍合開放空
間的手法。在
佈局上結合風
水，有方向性
的層級，對水
平向度的強調，
對宇宙觀、神
話和象徵的暗
示。中國傳統
建築，以結構
來定它的類型，
從塔到宮殿。
材料方面以木
材為主，當年
的產量一定比
較豐富。木材
也容易毀壞。

剖面

平面



中國的建築跟中
國文化一樣的古
老。從各方面的
資料，我們找到
充分証據：文學、
圖像和典範，足
以証明中國人一
向成就了自己一
套建築系統，從
史前時代到今天
在使用著。

梁思成



傳說中有巢氏發明建築房子，
中華初民穴居野處，受野獸侵
害，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以
避野獸，從此人民才由穴居到
巢居。
從這個角度看，有巢氏實際上
代表着當時人類發展的一個階
段，從原始的山洞居住發展到
建造房屋的階段，是進步的一
個標誌。



中國的柱式
斗栱系統

斗栱，又稱斗拱、枓栱、
斗科是東亞木構架建築結
構的關鍵性部件，建築屋
檐的荷載經斗栱傳遞到立
柱。斗栱又有一定的裝飾
作用，是東亞古典建築顯
著特徵之一。



斗栱在形象上
似一株樹，發
展成一個有機
的系統。

這是基於：
1. 中國早年，
樹木的供應
多
2. 中國哲學
認為木是吉
利的。
3. 木材容易
打造施工。



北京中轴线

從永定门到钟鼓楼，全
长7.7公里。

這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
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
长的城市中轴线。



中軸線/控制線

中國建築非常講究南北
向的中軸排列，以中軸
為控制線，使建築群落
在平面上對稱。這條中
軸線就好像是建築群落
的中樞神經，將最主要
的建築串聯起來，而其
兩旁的建築物，都對稱
岦立的。

這種格局會流於呆板。



等級區分

古代禮制中關於
建築型制的規定
非常具體，包括
屋頂式樣、面闊
間數、裝飾的色
彩、彩畫的形式
等等都有詳細規
定。

在中國古代，建
築等級制度是按
照人的社會地位
來規定，建築物
的式樣和規模，
皇帝、皇親國戚
和貴族階層的建
築、朝廷官員和
地方官員的建築、
平民百姓的建築
等等，都有着嚴
格的等級區分。



園林是精神的家園，她是詩意與遠方。在建築空
間上，她也是有機的，自由的。

陶淵明說：「心遠地自偏」
王維說：「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這都是園林的境界。

文徵明 （1470年－1559年）明 《東園圖》
横卷绢本设色 纵30.2厘米 横126.4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們可以做一些分析：從右至左，可以將東園分為三部份



「東園圖」的空間，除了橫向分為右、中、左之外，
也可以分為前後不同的層次



我們可以看到人物，在「東園」後面的活動



「東園」的主要動線、路徑，是彎曲有機的，中軸線不明顯。



「東園」的水面、植被和石頭，有機結合，層次分明



蘇州博物館 貝聿銘

2002年，85歲的貝聿銘，退休了12年之後，接受蘇州政府的邀請，在十九世
紀的歷史場地，兩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歷史場地，設計一間博物館。貝先
生植根於此，他的少年時代就在對面的獅子林渡過的，2002年動工，2006年
10月啟用。

主入口

蘇
州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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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式
。



入口大
堂立面



入口大堂內部和天花



設計蘇州博物館的指導思想，是「具
創新的中國風格，有創意的蘇州風
格」，「不太高也不太大，也不太唐
突」。這個博物館，是一座現代的、
具藝術性的綜合性的博物館。無論從
她的選址、建築質量都是如此。她不
單有蘇州園林的風格，也有現代藝術
的簡約， 在結構上也能平衡各種功能。
新博物館成功地利用空間，使參觀者
可以得到文化、歷史和藝術的教育。
博物館與幾處古典園林為鄰，包括拙
政園、忠王府和獅子林。這樣就成就
了一片歷史、文化、藝術的綜合體，
互相補益。
有說蘇州博物館是貝聿銘先生職業生
涯最後一個設計。她不單是蘇州的一
個紀念建築，也是一項特別的建設，
將傳統中國建築設計與未來結合起來。
她提高蘇州文化優良傳統的保育，令
蘇州博物館可以翻上新的一頁。

基於光的設計：室內走廊



室內室外，
空間流動



基於光的設計：展覽廳



小苑的踏石, 碎石鋪地，植物重姿態，遠景為亭子



立面結合傳統中國房
子的線條和現代的幾
何設計，配合一點景
的樹。



水平向的片石山水，現代和古典的結合。前面的石橋在湖中造成美麗的倒影。
白牆後面就是拙政園。



近景



點景成景的樹



詩情畫意，將園林與建築美麗地結合。也許成為往後數代人的典範。



我們說了很多中國人觀看之道，讓我們分享一下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
在《談美》的看法，作為一個總結，

朱先生《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就是「談美」(1932)。他提出「我
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的說法，已經成為經典。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朱光潛
誰都知道，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醜的，
這也只是一種看法。換一個看法，你說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換一種看
法，你說它是善的或是惡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種，所看出來的
現象也就有多種。
比如園裡那一棵古松，無論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說它是古
松。但是你從正面看，我從側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
人的心境去看，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都能影響到所看到的古松的面目。
古松雖只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假如
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晝或是寫成一首詩，我們倆藝術
手腕儘管不分上下，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晝相比較，卻有許多重要的
異點。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
物的形象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學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畫家，三
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知覺」到這一棵樹，
可是三人所「知覺」到的卻是三種不同的東西。你脫離不了你的木
商的心習，你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我也
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我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葉為針狀、
果為球狀、四季常青的顯花植物。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
管，只管審美，他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樹。我們三人
的反應態度也不一致。你心裡盤算它是宜於架屋或是製器，思量怎
樣去買它，砍它，連它。我把它歸到某類某科裡去，注意它和其他
松樹的異點，思量它何以活得這樣老。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
想，他只在聚精會神地觀賞它的蒼翠的顏色，它的盤屈如龍蛇的線
紋以及它的昂然高舉、不受屈撓的氣概。
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它的形象隨觀者的性格
和情趣而變化。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
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為的。極平常的知
覺都帶有幾分創造性；極客觀的東西之中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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