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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地处厦门岛南端的郑成功演武厅、演武

池一带，依山面海，绿树红瓦，建筑掩映在湖光山色之

中，环境非常优美。   

1921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胸怀 “教育为立

国之本”的信念，抱着“四万万之民族不甘居人下”

的意志，倾资兴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

学——厦门大学。亲自制订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的校训。

陈嘉庚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踌躇满志，以毕生

精力，呕心沥血，精心经营。亲自投资、立项、确立原

则；亲自参与规划与建筑设计；亲临现场督导建造过

程；亲自确定建筑材料和装饰细部⋯⋯，终于，一座座

中西合璧、红瓦飞檐的建筑在厦门湾的蓝天下、碧海边

拔地而起。 他亲自建造的群贤、建南及芙蓉楼群，一直

居厦大建筑的主体地位， 其红瓦坡顶、拱券联廊以及

山墙尖券处理， 构成了厦大建筑特有形象标志，体现了

厦大的历史，代表了厦大的校园建筑环境，这些中西合

璧、造型独特的建筑楼群，被誉为“嘉庚风格”建筑， 

陈嘉庚的名字也永远地镌刻在厦门大学的校史上，不仅

因为他亲自缔造了这所大学，还因为他铸造了这所大学

建筑的魂。毛泽东主席1945年曾经为陈嘉庚题词：“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

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国际小

行星命名委员会为表彰陈嘉庚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将茫

茫宇宙浩瀚天空里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厦门大学迷人的亚热带校园风光和优秀的人文景

观，使之当之无愧于“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的美

誉。其中西合璧、古朴大气、庄重恢弘和浓郁的闽南地

域特点色的“嘉庚风格”建筑， 深受建筑界同行和社会

的普遍赞誉。厦大的群贤、建南、芙蓉3个楼群共15栋

“嘉庚风格”的建筑，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所大学里有15栋国保建筑，在

全国来讲都是非常罕见的。

1 嘉庚风格建筑的特征

厦门大学经历了八十多载风雨，逐步形成了以群

贤、建南、芙蓉等楼群为代表的“嘉庚风格”校园建筑

（图1~4）。 这些各时期的楼房白岩红砖琉璃瓦，骑

楼走廊绿栏杆，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琼楼玉宇、雕梁画

栋的风格，又不乏开轩面圃、简洁明快的南洋亚热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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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嘉庚风格建筑楼群赏析

情。整个建筑组合气势宏伟， 华美俊秀。楼台亭阁，

飞檐交接；红墙绿瓦互衬，青椽紫桁相间；白玉蓝晶，

色调柔和；窗棱户方，异彩纷呈；阳光普照，绚丽夺

目。它们既蕴涵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和中国传统的风水观

念，又体现着因地制宜的建筑构思和多元融合的创新精

神，这些建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成为中

国近现代校园建筑的一个典范。

从1921年到1955年，陈嘉庚先生为厦门大学建造

了73幢楼房，共9万多平方米，形成一个独特的风格，

人们称它为“嘉庚风格”建筑，雅称“穿西装戴斗笠”

的建筑风格。20世纪初，美国牧师毕腓力在《In and 

about Amoy》写道∶华侨“由于在海外遭受帝国主义

和洋人的欺凌，因此在建筑房屋时产生一种极为奇怪的

念头。他们干预设计，将中国式屋顶压在西洋式建筑上

进行厌压，以此来舒畅他们饱受压仰的心情。”这是从

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嘉庚风格的建筑。 陈嘉庚自已诠释

是∶“采取古今，中西结合，既能保持民族特色，造价

也便宜，同时较实用。”

厦大嘉庚风格的建筑主要特征如下。

1.1   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

嘉庚风格建筑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就地取

材。选用闽南当地盛产的青石花岗岩作为清水墙面，

给人素雅美观、坚固大气之感; 屋顶采用橙色带釉面的

大瓦，和周围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格外和谐; 建筑

物的地面采用闽南民居常用的红地砖铺地。陈嘉庚说: 

“凡本地可取之物料，宜尽先取本地生产之至要。”在

工匠的选用上，陈嘉庚坚持任用本地的能工巧匠，运用

地方传统施工工艺。

嘉庚风格建筑是陈嘉庚的建筑理念和当地工匠技术

碰撞的成果。由此，浓郁的闽南民居特色深深蕴含在每

一幢建筑里。

1.2   巧妙独特的中西合璧

陈嘉庚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7岁远渡重

洋，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他在建筑上博采中西文

化、古今文化之众长，形成中西合璧、古今合璧的风格。

最奇妙的是建筑采用中国古典建筑屋顶，西式的屋

体、花岗岩拱券及廊柱，还有南洋建筑的拼花、细作、

线角等。更为有趣的是，建筑正立面与背立面不求统

建筑历史
Architecture  History

·近、现代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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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更注重每个立面与相对的建筑立面的协调。 

建筑的造型与外观能同时满足远中近三个距离的观

赏效果（屋顶，屋身，细部）。中式屋顶的秀丽挺

拔、隔热防湿的优点和西式屋体的通风明亮、布局

自由的长处，在这里相得益彰。

中西合璧的特点同样体现在建筑总体布局上。

校园建筑没有传统的中轴对称,各楼群各有轴线，

结合地形，自由布局。建筑团组主体突出，布局对

称。以建在演武场上的群贤楼群为代表。群贤楼群

总体布局采用一字形横向排列，体现了西式建筑所

长，但在楼群的一主四从轴线式对称布局却又是中

式的。以闽式重檐“三川脊”歇山顶的群贤楼为首

的集美楼、同安楼中间三座为中式，两端的囊萤

楼、映雪楼为西洋的哥特式，群体组合上体现了中

西文化合璧的特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楼宇的命名，更使建筑具

有中国文化的底蕴。这些建筑的命名都是取自精深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教育思想。群贤楼的“群

贤”二字出自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

名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寓意群贤共同办

好厦门大学。囊萤楼的“囊萤”二字，出自《晋

书·车胤传》：“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

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

焉”。囊萤与映雪二楼名相得益彰，均借以勉励学

子珍惜光阴，发奋攻读。

1.3   节地省材的生态观念

陈嘉庚在选择校址时曾言“以演武场附近山

麓最佳，背山面海、坐北向南、风景秀美、地场广

大”。这些体现了陈嘉庚生态性建校的思想，其生

态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①“一”字型格局的运用。这种格局是陈嘉庚

生态建筑思想最杰出的体现。群贤楼群为“一”字

形布局。不但壮观雄伟，采光通风更佳，而且节约

了土地。 所以之后的建南楼群、芙蓉楼群等，以及

近年新建的楼群都继承了嘉庚建筑这一优良传统。

②与当地环境气候相结合。突出表现在“连

廊”和“外廊”的运用上。这种连廊给人“一气呵

成”的气势，而且也适应厦门亚热带气温偏高、湿

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可以遮风、挡雨、防晒。在学

生宿舍的“外廊”不仅是交通通道，更有利于学生

交往。从群贤楼群到近年新建的嘉庚楼群，漳州新

校区主楼群都采用了连廊设计。

图1 群贤楼群 图2 建南楼群 图3 建南楼群大礼堂

图4 芙蓉楼群 图5 嘉庚楼群 图6 漳州校区主楼群正立面

图7 漳州校区主楼群背立面

图8 漳州校区主楼群主楼正立面 图9 漳州校区主楼群图书馆内景 图10  出砖入石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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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也充分体现了生态的节

约性。善于就地取材，也成就了嘉庚风格的建筑。嘉

庚建筑的材料很多就是就地取材。自采花岗岩，自烧

砖瓦，石材采用本地盛产的花岗岩。瓦片采用是本地

平板瓦的“改良瓦”，也称“嘉庚瓦”。还大量采用

海蛎壳砂浆等闽南特有的地方建材。

以下介绍几组厦大不同时期和校区建设的具有

嘉庚风格特征的建筑楼群。

2 群贤楼群

寓意“群贤毕至”的群贤楼群，是最早建设的

嘉庚风格建筑楼群。“一主四从”的五幢楼“一”

字形坐北朝向排列在演武场上，具有巨大的张力和

强烈的视觉效果。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举行开学仪式，时任

校长请来了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上海茂旦洋行的

美国建筑师墨菲，在其设计的总平面图上，楼群建

筑设计分别像大字形的排列，每3座楼房又设计成

品字形。陈嘉庚认为这样占地太大， 影响日后运动

场的设置，经过周密考虑，毅然修改为“一”字型

布局。楼前场地宽阔，正好开辟为运动场。由于洋

设计师的设计造价过高，陈嘉庚改为自行设计、自

行购料、自行雇工施工。

群贤楼群共5座，居中的群贤楼占地面积最

大，建筑高度最高。主楼群贤楼与左右两边的从楼

同安楼、集美楼是外廊式建筑，东端的映雪楼和西

端的囊萤楼属内廊式平面。五幢楼的内廊形成一条

几百米的廊道。

群贤楼的立面造型处理相当有特色，立面呈

左右严谨对称。屋顶采用闽南民居的大屋顶“三川

脊”歇山顶，高低错落，富有节奏感。建筑顶部为

三重的飞檐起翘的绿色琉璃瓦屋顶，屋脊曲线流动

柔和、饱满且富有张力，具有一种飞动之美，符合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美的特征，其艳丽的色彩，花岗

岩外墙，清水砖砌拱券，体现闽南古民居的风韵。

更奇妙的是其正立面采用西方柱式与拱券的构图模

式，一层外廊采用砖砌拱券相连，二层外廊则在每

一柱间采用陶立克券柱，柱式上下收分，比例严

谨，尺度宜人，中部入口门厅立面则有4根高达2层

（8.6 m）的陶立克式券柱，每根大柱由8块花岗岩

拼接而成，柱间精雕细刻的三个大圆拱门上配以田

字形的白色石窗框，典雅大方。

群贤楼整体外观造型，简洁而丰富，体形柔

缓舒展，气韵生动，具有嘉庚建筑的主要特征。集

美楼、同安楼以中式风格为主，花格屋脊，石结构

墙体，构造典雅独特。囊萤、映雪两幢楼，其建筑

风格趋于西洋式。整个群贤楼群的建筑风格中式为

主，西式为辅。

群贤楼群的建筑形式及楼名的文化底蕴反映了

嘉庚风格建筑的精髓，其体现的历史文脉和楼群情

结，影响了厦大一代又一代的校园建筑。

3 嘉庚楼群

2001年落成的嘉庚楼群是厦门大学嘉庚风格的

新的标志性建筑（图5）。

嘉庚楼群地处厦门大学校园中心， 嘉庚楼群设

计仍然沿用了陈嘉庚的“一主四从”布局手法，沿

博学路成线性布局。五幢大楼东侧略成弧形，面向

中心广场。嘉庚楼群主入口处设置了大台阶，台阶

前是一个面临芙蓉湖的广场，大台阶及中心广场亦

丰富了景观视觉效果，成为校园主要仪式空间和师

生们交流学习的理想场所。  

高21层的主楼突兀而起，雄踞各楼群之巅，体

现面向21世纪的意蕴。主楼为方形塔楼，高达91.5 m

（屋脊高达96.6 m），立面四面对称，成为校园中心

的最高建筑，也是整个校园的视觉中心，起到统帅厦

大各个楼群次中心的作用，协调了各时期的建筑整体

关系。四从楼各为6层，多层的从楼则成了高层主楼

与校园其他低层老楼的协调过渡。主从楼高低错落，

空间上以一高四低取得群体均衡，从规模及高度上成

为校园的主体楼群，构成厦大校园的新景观。

主楼造型运用传统的塔楼手法，“基座、塔身、

塔刹”，四角楼相拥，在四幢从楼的衬托下竖直向

上，上方略作弧线收分。顶部为四坡锥顶，“卷刹”

出檐，屋脊是高耸向上的弧形“翘脊”，体现陈嘉庚

突出中国民族建筑为主的思想。中心主楼以富有闽南

传统韵味的四坡锥顶收势，四坡锥顶形似大屋顶，兼

有庑殿、歇山之韵。四坡顶的顶部是四片“浮云”托

出上方的圆弧形飞脊，伸向苍穹。塔楼红瓦坡顶、重

檐错落、楼栏悬空、气势宏伟。

嘉庚主楼在满足现代教学楼功能需求的同时，突

出嘉庚建筑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风格，其坡屋顶处理

独具匠心。屋脊的高度和比例收放自如，整体形象完

美，与整个厦大原有的建筑群体相呼应，将风格、功

能、环境、形象有机贯通，既保持了厦大校园的总体

建筑风格，也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能够在固有的特

殊环境中塑造现代高层教学楼，取得和谐相处、熠熠

生辉的效果，可见建筑师的功力匠心。    

嘉庚楼群的设计与现有校园中的“嘉庚风格”

建筑一脉相传，既延续又相互协调，既继承又有所创

新， 成为具有“嘉庚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现代建筑。

4 漳州校区主楼群

厦大漳州新校区位于漳州开发区， 2001年开

始建设，2003年第一期完工，新生入住。新校区与

厦大本部隔海相望，相距6 482 m（3.5海哩）。在

校本部21层的嘉庚主楼顶上，可以隔海望见漳州校

区，两个校区环抱着厦门海湾，校在海滨，海在校

中，厦大成为全国唯一的环抱海湾的大学。

漳州校区主楼群由图书信息中心与公共教学楼

群体、院系楼群体、实验楼群体及行政办公楼组成

（图6~8）。主楼群居中的主楼是12层，建筑面积

约4.5万平方米；两侧4座从楼均为5层，每座约为

1.8万平方米，楼群左右面宽370多米，纵深百余

米，南北有5 m宽长廊贯通整个建筑群，使楼群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

主楼群是厦门大学新校区的标志，称作后陈

嘉庚建筑的时代风格设计。其规划与建设，在建筑

理念的传承和建筑风格的发扬上，也始终散发着嘉

庚建筑的独特魅力，不但体现陈嘉庚建筑韵脉的传

承，更加注重嘉庚创新思想中山水自然的生态烙

印，努力探索传承厦大的历史文脉。

在建筑造型设计中，保留了原嘉庚建筑一些有

代表性的元素与符号，尤其是在建筑色彩及材质方

面尽量与老校区建筑保持一致，以延续老校区的建

筑历史文脉。同时也力求使建筑形象能反映出时代

风貌特征，比如通过对原有符号加以变形，采用一

些新材料与新做法，使新校区的建筑既具有嘉庚特

色又具有时代建筑风采。

同厦大老校区的“群贤”、“建南”和“嘉

庚”楼群一样，新校区的主楼群同样用“一主四

从”的格局和中西合璧的建筑语言。一字排开五位

一体，居中者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择被认为最能

代表中国精神的重檐歇山冠于顶部。而两侧四座从

楼则仿西洋古典建筑样式。 

12层主楼置于纵轴中央，远远望去，但见闽南

大厝式平缓、舒展、飘逸的大屋顶和在海风中高高

扬起的翘脊燕尾。为了避免大屋顶的厚重沉闷，将

大屋顶分段、后退、中部升高、局部漏空，使大屋

顶轻盈飘逸。趋近细看，主楼的“大屋顶”、“屋

脊”、“斗拱”等构成元素及构成关系等均廻异于

传统，似象非象、似古似今。

建筑入口处出于景观及用地考虑，不得不朝东

西向，因此有效防晒是东西立面兼主视形态、通风

采光、观景等重要因素为一体的生态节能策略中的

重要环节。设计采用了被称作“缓冲墙”的大尺度

实心防晒墙做法；与主体之间宽大距离足以满足观

景窗不会导入西晒阳光。西立面的通风和采光基于

凹墙侧的采光通风口。混凝土的吸热性能和窗间流

动的空气，有效地阻隔最热月西晒对建筑主体的热

影响。设计考虑更适应闽南气候的多层墙概念。

朝东山墙主立面，采取了分段后退、凹凸有致

的做法，配置竖向玻璃长窗及横向小窗，使主立面

显得高大雄伟，比例均称，庄重中不乏活泼。4座5

层从楼的立面原型，源自厦大老校区的“群贤”、

“建南”楼群那些精美的闽式歇山的基部，充分展

示中西石筑中山花的精美、拱券的韵致、柱廊的光

影变换，典雅的西洋古典与闽南的石构建筑巧妙地

融合在一起，中中有西，西中有中，既承袭嘉庚建

筑的风格，又展示着自己的独特个性。

主楼高层顶部的设计延承嘉庚建筑充分尊重当

地气候的坡屋顶，大屋盖。同时考虑现代设备空间

需要，以及架空通风层的隔热设计，使得重顶彼此

错落有致，中顶架空，保证了建筑的完整。顶部有

足够的架空通风，产生极好的隔热效果，营造出顶

层办公空间舒适的热环境。

主楼的图书馆设计更是别出心裁（图9）。根

据闽南地区的高湿、日照充足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特点，为了使建筑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保持

图书馆内良好的空气状态，图书馆设置了高大宽敞

的中庭空间，通过中庭顶部的架空屋顶设计，巧妙

地利用“烟道拔气”的通风原理，形成室内空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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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对流，在建筑内部形成“人造风”。中庭顶部

的天窗则安装了具有特殊功能的弧面反射布做为天

棚，反射布具有良好的透光性能，同时它的反射率

在50%以上，在炎热夏季能将大量太阳辐射反射到

天顶室外，而其他季节天棚自动收缩，使阳光透过

天窗，直射建筑内部，起到调节室内温度，营造良

好“微气候”环境，达到节省能源的目的。

5 嘉庚风格建筑赏析

有人这么评价：“陈嘉庚建筑的整体美、局

部美和细节美，折射出陈嘉庚先生丰厚的建筑艺术

修养和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建筑观。⋯⋯陈嘉庚

建筑在继承闽南红砖民居优长的基础上，⋯⋯尝试

西洋式、南洋式、中国式、闽南式多元建筑风格的

相互融合，体现了陈嘉庚先生善于博采众长、敢于

突破传统、勇于创新求变的可贵精神和科学的发展

观。”（陈耀中《陈嘉庚建筑图谱·序》）

嘉庚建筑风格从文化的视野来看可以归纳为五

个方面。

5.1   强烈浓郁的乡思国情

50年来， 陈嘉庚由为族人建校到为“闽帮”建

校，由为家乡建设到为整个民族建设，爱乡爱国之

情早已溶入他所建造的建筑之中。他倾资兴学几十

载，无私奉献为社会，据有关部门估算投资额近亿

元人民币。时至今日嘉庚建筑成了爱国为民精神的

载体。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曾评价说：“陈嘉庚先

生的思想与艺术境界的主导构思是乡情，国思跃然

其建筑物上。”陈嘉庚虽然侨居异国多年，但他还

是深怀一颗中国心。

厦门大学选址于厦门岛南端海边郑成功的演武

厅、演武池一带，陈嘉庚认为“颇表示我汉民族独

立精神，故保存之，以示后世纪念”。

1921年5月9日是厦门大学群贤楼动工之日，陈

嘉庚选择此日为厦大奠基，这是因为1915年的这一

天是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日本“21条”的日子。陈

嘉庚择此日，一来表达自己教育报国的理想，二来

以此鞭策师生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建南楼群的建南大会堂入口处有两组石板台

阶，一组五级，一组三级，陈嘉庚的设计意图是以

此纪念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纪念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欣欣向荣的厦门大学，陈

嘉庚满怀激情地说：“台湾统一后，将有万吨十万

吨的外国和本国的轮船从东海进入厦门，让他们一

开进厦门港就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不，看到新中

国的新气象⋯⋯” 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5.2   朴素传统的风水理念

陈嘉庚建楼的选址，背后有高山，前面有大

海，视野开阔、符合古代风水学的背山、面水、向

阳的理念。因地制宜的建筑构思，“依山傍海，就

势而筑”的建筑布局，很好地处理了建筑与环境的

关系。群体组合的“一主四从”，山墙的金木水火

土的五行隐喻，均显示了传统的风水观。

5.3   讲究实用

山地建筑，不搞推平，就势而筑，既节省开采

土方，又丰富建筑景观。建筑平面多为条形， 简单

实用。结构规整，有利施工。门宽窗阔，有利采光通

风，适应当地气候，陈嘉庚不请洋专家，只请“物美

价廉” 的本地能工巧匠，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5.4   多元融合的创新精神

陈嘉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多年侨居生活影

响，汲取了中西不同文化的审美观，以可贵的创新

精神，将南洋的西方建筑形式与本土建筑形式相融

合，体现出多元文化的综合。

陈嘉庚把南洋建筑的骑楼移植到校园建筑中

来，每个教学楼、宿舍楼南面或南北两面都有比较

宽的走廊，成为师生们遮风避雨、谈话交流、观景

休闲的共享空间。大多数建筑周边都留有足够的活

动空间，形成所谓的“有楼就有场”的平面布局，

便于师生学习、活动。

陈嘉庚还将闽南民居屋顶的燕尾脊嫁接到校

园建筑的屋顶上。闽南红砖民居，其主厝使用的燕

尾屋脊有单曲和双曲之分，护厝的马鞍脊，有方

形、锐形、曲线形、直形、圆形之别，表现出闽南

民居的曲线美、形体美，陈嘉庚创造性地使用了三

曲燕尾脊。他将教学楼的屋脊建造成三曲燕尾，在

红瓦斜坡的大屋顶上，高高扬起相向的六个燕尾，

在蓝天白云下振翅欲飞、匀称美丽、无与伦比。著

名诗人郭小川称赞道：“好似天堂仙景，又似海底

龙宫”。这在闽南乃至福建都找不到类同的，为中

国建筑形式增添了新元素。这是陈嘉庚敢于突破传

统，发挥创造性的结果。

陈嘉庚还有一项创新， 梁椽桷檩、横桁立柱均

不油漆。厦门地处沿海，气候温湿，油漆了的梁檩

桁柱头尾部分容易遭温湿侵袭，滋生白蚁。陈嘉庚

严令工匠不准油漆梁檩桁柱，任凭海风吹拂，这样

反而不易生长白蚁。

陈嘉庚最为突出的一项创新就是出砖入石

（图10）。 欧洲建筑的出砖入石都在墙角上，而

陈嘉庚发挥闽南工匠的创造性，以镶嵌迭砌的高超

技艺，在柱头梁底，门楣窗套，墙面转角，外廊立

柱上， 用白色花岗岩与釉面红砖犬牙交错，拼饰图

案，搭配色彩，既充分展示了构造的细节之美，又

提升了建筑的整体美感。 把闽南和欧洲两种建筑的

古老的出砖入石建筑工艺发扬到了极致。这种彩色

的出砖入石建筑工艺的创新运用，陈嘉庚是中国的

第一人。

5.5    坚持走自己的路

陈嘉庚不崇洋，按照自己的思路创造一个建筑

形态，照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曾说：“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传统，不必走模仿洋化的道路”。

不必讳言，嘉庚建筑也有不足之处。例如有些

楼房对使用功能考虑不周，对建筑朝向注意不够，

对结构问题重视不足等等。这些都是白璧微瑕，瑕

不掩瑜，也是嘉庚建筑的历史局限性。

“风格是强烈的个性，是专善、独存、是不依

赖、不与人同”，嘉庚风格的建筑就展现了这样一

种超然的、永恒的精神气质。嘉庚建筑是陈嘉庚个

人的审美品位与当地能工巧匠智慧碰撞的结晶，是

西洋建筑与闽南建筑在实践中的不断磨合，筛选而

达成的中西结合的成功范例。

20世纪80年代著名古建专家陈从周教授曾著文

盛赞嘉庚建筑“在近代建筑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地

位，今后要定为宝贵文物来保护”。美国著名的后现

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1994年在参观了厦大的嘉庚建

筑楼群后，惊叹其为“最具世界经典的建筑之一”。 

他在厦大作演讲的第一句话是：“陈嘉庚先生是一位

伟大的建筑师”。专家的高度评价，足以证明在特定

历史时代建造的嘉庚建筑，具有重要的艺术与科学价

值，保护嘉庚建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嘉庚糅合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建筑的精粹，创

造了全新的建筑风格。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彰显

着独特的个性风格，成为构成厦门城市建筑风格、城

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嘉庚建筑以其融中西风

格为一体，充满浓郁闽南侨乡特色而屹立于中国建筑

之林， 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厦大新老校区、厦门集

美大学城的校园建设中，出现了一种继承嘉庚风格

的建筑设计倾向，这是现代建筑创作借鉴传统文化

的一种有益探索。 嘉庚风格建筑作为优秀历史文

化遗产，无论是它蕴涵的建筑理念，或是它的生态

思想；无论是建筑的平立面形式，或是一些构件符

号，都可以为现代建筑创作提供借鉴和素材，成为

现代建筑设计的范例。

笔者认为嘉庚风格的建筑对现代建筑创作有以

下几点启迪作用:一是尊重环境、和谐自然的规划理

念; 二是精心设计、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三是多元

并蓄、追求创新的进取精神: 四是崇尚节约、讲究

实用的建筑思想。我们今天研究嘉庚风格的建筑，

要继承和发扬陈嘉庚先生的优秀建筑思想，通过借

鉴嘉庚风格建筑，探索现代校园建筑创作的创新之

路；通过借鉴嘉庚建筑风格，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

文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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