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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必论，野筑惟因：风景建筑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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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Building of
Landscape

要：风景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使其成为一类的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landscape is a special category of

并非功能属性，而是建筑所在场所，即风景环境。对风景建筑

building. It is not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 that makes it a category,

的评判要看其对风景的贡献，好的风景建筑应当具有“风景

but the place where the building is located, that is, the landscape

性”，能够召唤“场所精神”并“开启一个世界”，使自然对

environment. The evaluation of a building of landscape depends on

象转化为人眼中的风景。因地制宜是风景建筑的创作原则，建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landscape. Good building of landscape has

筑通过顺应自然条件获得其形式，自然山水的独特性决定了风

the "landscape quality". It can commune with the Genius Loci and

景建筑的独特性。

"open up a world" (Heidegger, 1950), transform the natural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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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a landscape in the eyes of the human being. Acting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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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筑的策划和设计留出更大的发挥空间。

风景建筑

景环境。其类别源于风景，其品评也基于风景。

所谓“风景建筑”，其实是“风景中的建

但风景建筑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可以将其

筑”。这种定义建筑的方式不同于惯常的功能分

视为一类，也是极为宽泛，并且相当特殊的建筑类

类，而是按照建筑所在场所加以区分，类似于城

型，其功能十分多样，甚至无所不包。就拿最为特

风景，犹言风光。风，八风也；景，日光也。

市建筑、乡村建筑，或山地建筑、滨水建筑等。

殊的军事建筑来说，其最初的建造目的和功能要

风与景是自然界的2种物质现象，合为一词用来指

从构词上看，与其他建筑一样，风景建筑也是个

求与风景欣赏毫不相干，其选址和形象也绝非为

代一切美好的自然景物，即大自然中被人以欣悦之

合成词，其中心词为“建筑”，“风景”是“建

了悦目，但在初始功能丧失以后，仍可视为“风

心看待和亲近的部分。该词成型于东晋至齐梁间，

筑”的修饰词，表明建筑的场所和性质，而非功

景中的建筑”，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和欧洲中世纪

《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

能，尽管其中隐含着某种模糊的功能指向。

城堡。它们通常选址于地势险要的自然环境，非

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

这样一种建筑是否有必要单独别为一类，要

山即水，建筑与环境的结合往往具有浑然天成

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感叹风景依旧，然江山

看其是否具有足够的独特性，以至于这种独特性

的特点，以风景建筑的标准来衡量，可谓名副其

已易主。此处风景与山河一虚一实，山河兼有指代

足以影响到建筑的价值取向和设计策略。现行的

实。由此看来，民用和非民用建筑中的所有类型都

国家的含义，而风景则没有。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只

有可能成为风景建筑，只要它存在于风景环境中，

将民用建筑按照使用功能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
①

筑两大类，而不再做进一步细分 。这想必是因

②

限制建筑创新。功能分类宜粗不宜细，才能给建

风景，以及作为建筑主体的人与风景的关系。

“造化钟神秀”，世界并非元气未分的一片

并且有资格成为风景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 。使风

混沌，地球表面总有一些地方风景这边独好，为

景建筑成立的并非功能属性，而是另有缘故。

人类所钟情。元代诗人陈高《钟秀楼记》：“天

为功能的交叉变异与混合已是当代建筑的普遍现
象，硬做区分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反而有可能

要探讨风景建筑的独特性，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

地之始辟也，其气絪缊郁积，盘错纠纷，则凝而

2

风景
风景建筑成立的关键在于其场所，也就是风

为山，流而为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钟夫天地之
秀者也。[1]”晋室南渡后，偏于浙东一隅的会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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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因缘际会成为孕育中国山水美学的圣地。《晋
书·王羲之传》：“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世说新语·言
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
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
云兴霞蔚。’”不同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的客观描述，顾恺之形容会稽山水的
这段话更具感情色彩，与王献之的“从山阴道上
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
际，尤难为怀”并称佳句，从中不难想见晋人眼

图1 J·M·W·透纳《霞慕尼峡谷冰川》(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保罗·梅隆藏品)

中的“佳山水”为何物。
人离不开大自然，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
历过一个从恐惧到亲和，从漠视到欣赏，再到冒
险以求的过程，这与其驾驭自然的能力相关。当
人类刚从蛮荒走出，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对

园林，而是激发出对原始自然的极大热情，以实

居可游，必须施以人工干预，除了凿山治水，修

那时的人类来说，自然界充满危险，侵害无处不

现其对于崇高感的追求。将透纳画的阿尔卑斯山

路架桥，就是建造屋宇以安顿身心。陈高《钟秀

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心情去顾及自然之

霞慕尼峡谷冰川(图1)与雪莱的长诗《勃朗峰》

楼记》：“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乐，则必为楼观

美的。这也正是建筑产生的原因，《韩非子·五

放在一起品读，感受尤为强烈：

亭榭以居其间，然后所谓钟夫天地之秀，而为变

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

化奇特之态者，不待穷搜远举，可以安坐游目而
得之矣，信之。[1]”

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

“在远远的高处，刺破无垠的天空，

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因此从本源

勃朗峰高耸；积雪、宁静、安恬

上说，建筑就是人类为自身营造的一个隔绝自然

臣服的群山，以非凡出世的形态，

有些建筑，古称“屋木”。建筑要素往往只占很

的庇护所和安乐窝，用来抵御自然界风霜雨雪、

以冰的岩石围绕四周；广阔的山谷中

小一部分，但正因为有了它，山水才成为可居可

狼虫虎豹的侵害，以获得家的安宁。

冻成冰川的洪水、深不可测的深渊，

游的风景，而不再是令人生畏的蛮荒。宋徽宗

蓝得就像高悬在上的蓝天，伸展着

《雪江归棹图》是中国山水画中表现荒寒景物的

的营养、可靠的庇护和精良的装备的情况下，

蜿蜒在成群集结的悬崖与悬崖之间；

极致，仿佛柳宗元《江雪》诗的情景再现：“千

人类才可以从容面对自然，也才有闲情逸致去

一片荒凉，只有暴风雨栖息在这里，

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

欣赏自然中的美，并将其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

只有鹰偶尔衔来某个猎人的骨骸，

江雪。”即便如此，画中也少不了几处村舍和寺

样子。整个农业时代，东西方自然审美都倾向

狼跟踪她前来；四周围的奇形怪状

观，位于卷末的楼观院落更是暗示了孤舟的归

于欣赏经过人工改造的亲切宜人的风景。《世

多么令人惊心！粗犷、裸露、巍峨、

处，给人以回家的希望(图2)。

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抵御能力，有了充足

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

中国山水画无论表现何种风景，画中总要

[2]

阴森、神圣，而又支离破碎。 ”

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

3

建筑的“风景性”

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是风

这种感受与中国古人的山水审美可谓大异

建造场所须为风景环境，建筑本身还要具有

景园林的时代，华林园中的“鸟兽禽鱼” 已非

其趣。郭熙《山水训》：“世之笃论，谓山水有

“风景性”，才能称作风景建筑。风景场所好理

有巢氏时代的“禽兽虫蛇”，风景是经过改造

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

解，“风景性”却并不容易理解。建筑都有审美

的自然山水，园林则几乎完全是人为的自然。

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

的需要，但通常所言“美观”却不能等同于“风

直到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自然审美偏好才出现

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

景性”，孤芳自赏的建筑不能称之为风景建筑。

了新的变化。

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

风景建筑的美源自它与风景的关系，是风景之美

自从伯克 和康德 先后将崇高(sublime)与

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这是以人

赋予了建筑之美，对风景建筑的评判要以它对风

优美(beautiful)这2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做了

为本，天人合一的山水观，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

景的贡献为标准。建筑自身不仅要成为风景的一

令人信服的科学区分以后，西方美学进入浪漫主

性。山水固佳，不可居不可游者不取也。但可居

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承担起“开启”风景

义时期，欧洲人不再满足于欣赏优美和谐的风景

要有屋舍，可游要有亭榭，要让原始自然变得可

的任务，使环境中隐含的风景价值得到彰显和强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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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筑是风景的显影剂和放大器。
《山水训》中用人体比喻山水：“山以水
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
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
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
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
置也。”建筑之于山水，如眉目之于人脸，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世说新语·巧艺》：“顾长
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
2

堵中。’”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风景再
好，倘若没有建筑的介入，也像是顾恺之画人像
而未点睛，是有待开启的冥顽之物，用海德格尔
的话说，即所谓“大地”——“一切涌现者的返
身隐匿之所”。
海德格尔曾以一座海边的希腊神庙为例
(图3)，证明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作品如何
能够“开启一个世界”(opens up a world)：
“这个建筑作品阒然无声地屹立于岩地上。作品
的这一屹立道出了岩石那种笨拙而无所促迫的承

3

受的幽秘。建筑作品阒然无声地承受着席卷而来
的猛烈风暴，因此才证明了风暴本身的强力。岩

图2
图3

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H·W·威廉姆斯《从海上望见的苏尼翁角(波塞冬神庙)》[4]

石的璀璨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
得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显露出
来。神庙坚固的耸立使得不可见的大气空间昭然
可睹了。作品的坚固性遥遥面对海潮的波涛起

度，不妨将其理解为一个地方的自然禀赋及其外

伏，由于它的泰然宁静才显出了海潮的凶猛。树

在特征。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将这一概念引入

“家居必论， 野筑惟因”是《园冶·屋宇》

木和草地，兀鹰和公牛，长蛇和蟋蟀才进入它们

建筑和造园学，提倡设计必须尊重自然，也就是

中的一句话，道出了风景建筑的实质和要义。所

突出鲜明的形象中，从而显示为它们所是的东

求教于场所精神：

谓“野筑”，是相对于“家居”而言的。《论

西。……神庙作品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
把这世界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如此这般，大地

4

野筑惟因

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包咸注：
“建房，种树，不论你做什么，

“野如野人(指村野之人)，言鄙略也。史者，文

立柱，起拱，

多而质少。”可见家居要的是文，不文则寒伧鄙

筑台，挖洞；

陋；野筑求的是质，不质则华而不实。文野之

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也无非是个过客，本来可有

永远不要忘记自然。

分，是形式与本质的分别。中国以儒学立国，建

可无。但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看，这沧海中的一粟

……

造家宅必须合乎礼制，讲求尊卑有序，内外有

却具有通神的魔力。不同于山川草木这些无情之

所有事情都要请教地方神灵；

别，中正对称，四平八稳，这是文胜于质，建筑

物，建筑是纯然的人造物，对人来说就是唯一可

是它让河水潮起潮落，

形式盖过住居实质。野筑是家居之外的别墅，如

亲之物。建筑的出场，照亮了原本幽暗寂静的舞

帮山峰耸入云霄，

园居或山居，类似罗马人的villa。因为不受约束，

台，仿佛触动了某个机关，所有演员和道具一下

把山谷修成圆形剧场；

反而可以质胜于文，建造条件决定建筑形式。

子全都活了过来，纷纷进入各自命定的角色。

招来乡间景色，划出林间空地，

[3]

本身才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 ”
相对于浩瀚无垠、亘古长存的大自然，建筑

好的建筑能够召唤“场所精神”，触发人
地感应。在古罗马信仰中，Genius Loci是一个
地方的守护神，近似中国的土地神。从无神论角

在提出“家居必论，野筑惟因”之前，计

让树林自由组合，明暗变化有致，

成已对二者做了对比：“凡家宅住房，五间三

线条若隐若现，

间，循次第而造；惟园林书屋，一室半室，按时
[5]

你种树时它绘画，你劳作时它设计。 ”

景为精。”这是在讲屋宇规制，家宅住房，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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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三即五，不用偶数，开间尺寸从明间至梢间递
减，次第分明。园林建筑则不受此限，间数随
宜，临期酌定。“厅堂基”一节对此有更为详尽
的阐述：“厅堂立基，古以五间三间为率。须量
地广窄，四间亦可，四间半亦可，再不能展舒，
三间半亦可。深奥曲折，通前达后，全在斯半
间中，生出幻境也。凡立园林，必当如式。”其
中，“量地广窄”是原因，因地制宜也；“生出
幻境”是结果，不落常套也。计成不仅不忌讳开
间用偶数(古阳数用奇，阴数用偶)，对零数“半
间”更是情有独钟，这个在正规住宅中拿不上台
面的“边角料”，却是野筑灵魂所系。
那么因的究竟是什么呢？《园冶·兴造论》
对此也有详细论述：“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
宜。……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
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
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

图4

杭州杨梅岭殷宅[6]

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
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
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
也。”这段话中，因、借、体、宜、巧、精六
字，用字极为恰切；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精而

限而无法建造合规家宅的底层百姓住宅，后者其

廊可度。”又如“假如基地偏缺，邻嵌何必欲

合宜，巧而得体四句，逻辑至为缜密，是计成建

实是前者的创作原型和模仿对象，谈野筑不可不

求其齐？其屋架何必拘三、五间？为进多少？

筑造园思想的精华所在。

谈后者。早期对传统建筑的研究多偏重官式建

半间一广，自然雅称。”而那些被现代设计所

其中，因与借是动词，说的是方法。因是因

筑，民居研究也多偏向大户住宅。对普通住宅

热衷的各种“手法”，如错层、错位、挑空之

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借是借景园外，引外援

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建筑技术发

类，在此类民居中也是俯拾皆是，绝不稀奇。

以增益。因的是场地内自家条件，故曰因；借的

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对浙江民居进行的调查研
[6]

建筑是自然秩序的延伸，通过顺应自然条

是场地外别家风景，故曰借，虽各有所指，但都

究，调研成果《浙江民居》

出版于1984年。

件而获得其形式。自然条件的独特性赋予了建筑

是强调设计要从现状环境出发，不可凭空编造，

该书开风气之先，将考察对象扩大到城乡社会各

的独特性，山水地形的复杂多变造就了建筑形式

这是中国人的场所精神。体与宜是形容词，说的

个阶层，既有“小商人或富农、地主的住宅”，

的千变万化。这些与山水环境高度契合的建筑形

是方法实施的结果。体是得体，不可以任性，强

也有“贫农、中农和手工业工人的住宅”。书中

式，在富人是酒足饭饱后的闲情逸趣，在小民则

调规范性；宜是合宜，不可以强求，强调适应

对普通民居的设计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重

是百般无奈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其结果却暗合天

性。巧与精是副词，说的是方法执行的标准。巧

视，对其后的民居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机、宛若天成，为上流社会所欣羡和效仿。

是巧妙，不呆板迂拙；精是精当，不肆意乱为。

这些普通劳动者住宅因条件所限，往往因

《浙江民居》中记录了一座位于杭州杨梅

体、宜、巧、精四字之间存在严密的对应互补关

陋就简，茅茨不剪，采椽不斫，无意夸张虚

岭的殷宅(图4)。宅地面积仅200m 2 左右，夹在

系，与前文“能妙于得体合宜，未可拘率”正可

饰。不仅如此，更要克服各种困难，时时“当

茶园山脚与山溪之间，南北宽不过10m，东西

互相参看。拘即不巧，率即不精。精是为了得

要节用”，处处随机应变。就拿用地来说，因

深约20m，房屋一大两小，院子一前一后。2层

体，但过于拘泥就会不合时宜，故曰精而合宜；

平地数量有限，要么为大户所占，要么留作农

高的正房原本只有一间，扩建为两间时，因基地

巧是为了合宜，但过于草率就会有失体统，故曰

田，所以建宅基地不是上山就是下河，专捡

太窄，只好将山脚石崖纳入首层室内，并将底层

巧而得体 。家居重在得体，野筑强调合宜，二

“不可建造”之地建造，化不可能为可能，

山墙向内收进，致使底层开间小于楼层。室内石

者各有侧重，但却不能各走极端。

创造出许许多多出人意料、令人拍案叫绝的建

崖附近安排楼梯和储物空间。这样一座小宅，临

野筑有2种，一种是上流社会的别墅园林，

造经验。《园冶》中的不少造园理法就来源于

溪越涧，傍山嵌岩，已经具备了风景建筑的全部

这是《园冶》的讨论对象；还有一种是因财力所

此，如“临溪越地，虚阁堪支；夹巷借天，浮

特征。北海琼华岛也有一座嵌岩室，乾隆诗云：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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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图5

图6

5-1

“假山似真山，嶻嶭亦岨峿。结宇依峭蒨，时时
落花雨。”比起杨梅岭殷宅，不免有些做作。李

流水别墅用地内的大块裸岩及其对平面和高程设计的影响，
注意红色标记的裸岩[8](5-1 1935年3月考夫曼提供给赖特的
地形测绘图；5-2 赖特绘制的第二稿首层平面草图，注意裸
岩与壁炉的关系；5-3 赖特绘制的剖面草图，图中裸岩顶部
突出起居室地面的部分被切掉，后在考夫曼建议下保留为凸
起状态)
流水别墅起居室壁炉前凸起的裸岩[8]

5-3

注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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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得体合宜，未可拘率”，曹汛先生有精辟阐释：
“‘拘牵’当为‘拘率’之形误，原本作‘率’，旧本

[7]

轩本作‘拘率’)。这2句的原意是说，妙于得体合宜，

的天然岩石为起点，设计出流水别墅的，石头的

就是要恰到好处，既不可拘泥呆滞，又不可遽率胡来。

Tafel E. Years with Frank Lloyd Wright: Apprentice to

Genius [M]. Dover Publications, 2012: 3.

已误，新本仍而未校(营造学社本误作‘拘牵’，喜咏

建筑的心脏和炉底石。[7]”赖特就是以这块心形

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历史研究所.浙江民居[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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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体’与‘合宜’，二者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位置和标高决定了起居室壁炉的位置和标高，从

系，如果掌握不好，过分追求‘得体’，而忽略了‘合

而决定了整座建筑的平面和高程(图5、6)。

宜’， 便是‘拘’；过分追求‘合宜’，而忽略了

杨梅岭殷宅当然无法与流水别墅相提并论，
后者匠心独运，前者不得不尔，后者是精心打造
的艺术作品，前者如未经雕琢的浑金璞玉。但是
若用“野筑惟因”的标尺来衡量，谁又能否认它
们都是地地道道的风景建筑呢？

(编辑/刘欣雅)

‘得体’，便是‘率’。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
便是这个道理。‘得体合宜，未可拘率’这两句话，言
简意赅，神理妙极。‘拘’和‘率’是2种极端，误为
‘拘牵’，便只剩一种极端，内容丢掉一半，妙趣则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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