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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建筑是指“以特定地方的特定自然因素为

主，辅以特定人文因素为特色的建筑作品”[1]。福建地

域性建筑的探索起步较早，成效显著。早在1910年～

196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就在他倾资兴办的集美

学村和厦门大学，尝试了外国建筑形式与本地建筑模

式的结合，掀起了福建地域性建筑发展历程的第一个

高潮——“嘉庚风格”。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地域性

建筑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福建的地域性建筑创作也进

入了异彩纷呈、高潮迭起的新阶段：汲取闽北传统民

居元素而形成的“武夷风格”、延续传统“嘉庚风格”

而形成的“新嘉庚风格”、延续与发展福建传统民居底

蕴丰厚的红砖文化、灰砖文化和石材文化而创作的“新

红砖建筑”、“新灰砖建筑”和“新石材建筑”，翻开了

福建地域性建筑发展历程上的新篇章，也为中国地域

性建筑的发展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

1 武夷风格

改革开放之初，以杨廷宝先生和齐康先生为首的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应邀在武夷山风景区设计了一批

既有现代建筑的合理功能、又有当地传统民居的造型

与空间特色的建筑作品。这批作品得到了武夷山人民

的深切认同并激发出武夷山人民强烈的自豪感，人们

纷纷在民居和旅馆等建筑形式中加以模仿，并亲切地

称它为“武夷风格”。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在武夷山地区设计的作品主

要有武夷宫、幔亭山房、碧丹酒家、彭祖庄园、武夷

山庄、九曲宾馆、玉女山庄（现为玉女大酒店）等，其

中，建成于1983年，由杨廷宝先生指导，齐康先生、赖

聚奎先生与杨子伸先生等合作设计的武夷山庄是“武

夷风格”的标志性建筑物（图1～3）。在改革开放之初，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域性建筑探索还处于酝酿之时，

“武夷风格”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脱颖而出，创造了福

建地域性建筑发展历程上继“嘉庚风格”之后的又一

个高潮。

总体布局上，“武夷风格”采用附属用房埋入地下、

建筑群体化整为零、建筑分布依山就势等做法，使建

筑群既顺应基地的地形地貌、尊重周边的风景架构，又

保持与当地传统民居类似的聚落感。形式表征上，借

鉴当地传统的木构民居露明结构的举架粉墙、挑廊垂

柱等做法于现代建筑之中，使建筑既有时代气息又有

传统神韵。功能空间上，取法当地传统民居小巧宜人

的尺度特点，并以当地盛产的竹木、石材进行装点，使

建筑既有现代建筑功能的合理和舒适，又有清新扑面

的乡野气息。

2 新嘉庚风格

1910年～197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他创办

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进行了外国建筑形式与本地

建筑模式相结合的一系列尝试，形成了“外廊式”西

洋墙身加红砖民居“大屋顶”的独特组合，这种建筑

形式被后人称为“嘉庚风格”。改革开放之后，在新的

需求和新的技术条件下，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又出现

了一批具有“嘉庚风格”特点又有别于“嘉庚风格”的

新建筑，人们遂称之“新嘉庚风格”。

1990年到2000年由厦门大学建筑系黄仁先生、罗

林先生和王绍森先生等设计的厦门大学嘉庚楼群、厦

门大学图书馆改扩建工程、厦门大学芙蓉六学生公寓、

厦门大学游泳馆和厦门大学漳州校区等一大批“新嘉

庚风格”，使“嘉庚风格”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延续传统“嘉庚风格”建筑群“五金定位”、“一

主四从”的群体布局手法，是“新嘉庚风格”建筑群

体布局的显著特点（图4）。继承和发展传统“嘉庚建

筑”精美的砖石混砌工艺，是“新嘉庚风格”室内外

装饰的鲜明特点（图5）。秉承传统“嘉庚风格”经济

节约、就地取材的指导思想，是“新嘉庚风格”在材

料使用方面的显著特点（图6）。此外，在建筑类型的

扩展，先进技术的应用、建筑功能的设计等方面，“新

嘉庚建筑”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3 新红砖建筑

纵观中国传统建筑史，灰砖灰瓦是大江南北传统

民居的一贯面貌，唯独福建沿海泉州、厦门等地的传

统民居红砖红瓦、与众不同。在“方盒子”四处泛滥、

“欧陆风”到处盛行的现状面前，红砖民居以其独特的

生成背景和特殊的文化含义吸引了众多建筑师的关注

目光，他们企盼从这里汲取灵感，走出困境。本文“新

红砖建筑”也就是指具有福建传统红砖民居特色的福

建地域性建筑。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由黄汉民先生设计

的福建省图书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等作品；赖聚奎

先生设计的泉州东湖公园入口大门；姜传宗先生设计

的泉州南安老人活动中心；刘塨先生设计的华侨大学

陈影鹤游泳馆等作品；郑豪先生设计的泉州青少年

宫；申晓辉先生设计的泉州西湖公园入口大门；邱泉

生先生等设计的泉州城南片区堤后路住宅组团以及泉

州市鲤城区状元街等旧城改建项目，使福建古老的红

砖文化再放光芒。

新红砖建筑从多方面延续并发展了传统的红砖文

化。形式表征上，新红砖建筑多以新材料、新工艺诠

释传统红砖民居灰白色花岗岩与橙红色胭脂砖混合砌

筑的装饰技艺（图7），使新建筑既有传统建筑喜庆热

烈的氛围，又有现代建筑时代风貌的展现。空间布局

上，新红砖建筑汲取传统民居的“灰空间”在应对地

区气候方面的智慧，探索适合闽南地区气候特点的现

代建筑形式。细部语言上，记录着福建人民海外拼搏

特殊历史的燕尾脊不约而同地成为建筑师关注的焦点，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地域性建筑在“现

代建筑地区化、乡土建筑现代化”的道路上，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汲取闽北传统民居元

素而形成的“武夷风格”、发展传统“嘉庚风

格”而形成的“新嘉庚风格”、延续与发展福

建传统民居底蕴丰厚的红砖文化、灰砖文化和

石材文化而创作的“新红砖建筑”、“新灰砖建

筑”和“新石材建筑”，使地域性建筑成为福

建多元共生的现代建筑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

量。该文旨在通过对它们不同创作倾向的分析

与梳理，揭示建筑师隐藏于作品背后的创作智

慧，以启迪人们去探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建筑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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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夷山庄局部鸟瞰

图 2 武夷山庄大堂入口

（一小块幕墙使建筑在传统神韵中不失时代气息）

图3   武夷山庄充满乡野气息的地下餐厅

图 4位于厦门大学中心水体芙蓉湖畔的厦门大学嘉庚楼群

图 5 “新嘉庚风格”的砖石混砌墙面

图 6 石才装点的空间

（嘉庚楼群二层入口平台与连廊）

图7   泉州南安老人活动中心（红白两色面砖的组合使建筑再现传统红砖民居喜庆热烈的面貌）

图8 燕尾脊变体（华侨大学陈影鹤游泳馆）

使新建筑以独特的天际线凸显地方色彩（图8）。

4 新灰砖建筑

素静淡雅的灰砖民居是另一种源于中原又具有福

建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形式。曲线高翘的封火山墙、

技艺高超的砖木雕刻、亲切宜人的空间尺度，至今令

人叹为观止。无论是域外的建筑师，或者是本土的建

筑师，均将它视为福建地域性建筑创作的重要源泉。

本文“新灰砖建筑”就是指具有福建传统灰砖民居特

色的福建地域性建筑。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新灰砖建筑”的创作成果

颇丰。有齐康先生设计的福州长乐冰心文学馆；彭一

刚先生设计的漳浦西湖公园（图9）、泉州南安南山公

园入口大门；黄汉民先生设计的福州西湖“古堞斜

阳”、福州画院（图10）和福建省画院等，它们的问世

使福建古老的“灰砖文化”再现辉煌。

“新灰砖建筑”呈现出一股有别于“新红砖建筑”

的造型元素与文化内涵。形式表征上，以灰白色面砖

或花岗石与黑灰色瓦片的组合使新建筑既保持传统灰

砖民居沉静朴素的建筑风貌又不失时代精神。空间布

局上，建筑师常常借鉴传统灰砖民居对外封闭，对内

开敞的布局手法，闹中取静，营造出高质量的空间环

境。细部语言上，除了曲线华丽的封火山墙、建筑师

们也将红砖民居、现代建筑的造型元素融入新建筑之

中，使建筑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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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漳浦西湖公园 图 10福州画院

图11 福建省博物院

图12 惠安海疆馆图13 厦门杏林日东公园游廊

5 新石材建筑

本文“新石材建筑”是指具有福建传统石构民居

特色或以石材为主要材料的地域性建筑。在方盒子

玻璃建筑盛行的年代，石材建筑的身影几乎从人们

的视线中消失殆尽。饱偿了视觉贫乏的岁月之后，世

界各地的建筑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色彩斑斓、

肌理丰富的石材，使这一地球上古老的建筑材料重

放异彩。福建丰富多样的石材资源和历史悠久的石

材文化也因此得以再一次走上建筑的舞台，展现其

独特的地域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新石材建筑”的创作令人

欣慰。不但有“现代建筑地区化”[2]，的建筑作品，还

有难得的“乡土建筑现代化”[3]，的建筑作品。前者如

齐康先生设计的福建省博物院（图11）；彭一刚先生

设计的华侨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工程（承露泉等）、武

夷山风景区入口大门、厦门杏林日东公园；林卫宁先

生设计的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后者如齐康先生

设计的惠安海疆馆（图12）。

在福建省博物院、华侨大学建校40 周年纪念工

程、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等纪念、博览建筑中，石

材以其恒久不变的特性与这些建筑纪念性特征的内

在契合，成为建筑理所当然的主要材料。在这些作

品中，久负盛名的福建石雕艺术和石材加工技艺被

发挥得淋漓尽致。海疆馆则沿用传统石构民居的建

造方式，从墙身到楼梯、从门窗到装饰均采用当地

石材，仅楼板、圈梁采用外来的钢筋混凝土。此外，

石材与其它材料在对比中表现建筑美感也是“新石

材建筑”广泛运用的手法，如厦门杏林日东公园中

粗犷、厚重的传统石材与光洁、轻巧的铝塑版并置，

在对比中寻求统一，产生新颖的建筑形象，使建筑

获得强烈的时代感（图13）。

结    语

打开的国门，优秀文化能进来，“苍蝇蚊子”也能

进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包括福建在内

的许多地区，皆难逃“拿来主义”的风潮：“国际风格”、

“欧陆风”、“后现代”⋯⋯，不一而足。“武夷风格”的

出现，“嘉庚风格”的发展，“新红砖建筑”、“新灰砖

建筑”以及“新石材建筑”的创作实践，使地域性建

筑成为福建多元共生的现代建筑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

量，在全球建筑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的情况

下，这样的创作智慧，无疑将启迪我们去继续探寻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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