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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hitecture should be the synthesis of time and space. It shows the features of 

technologies, environments and cultures, however, it should have special character of the regional 

and cultural mean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based on impression, and conveyed the culture and 

awareness of China. So, regional architectures not only embody symbol skins of architecture, but 

also affect the im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in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Therefore, the architectural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thinking should also continue to affect the 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sustainable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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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建筑应该是特定的时空耦合。建筑所呈现出的技术、环境及文化等特征，在建筑

层面也应具有特定的地域特点与文化含义。传统的中国建筑在赋予情感的基础上，也是传统

文化与意识的集中反映。那么，地域建筑所应表征出的便不应仅是符号作用下的表皮；对于

地域可持续化的理解也不应仅是脱离地域环境的存在。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下的建

筑理解，也应持续地影响着现代地域性建筑在可持续意义层面的表达与发展。 

1. 地域建筑的生命特质 

建筑自古以来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掩体居所，是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作为建

筑而言，其最主要特点，便是受到自然、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所体现出的地域文

化特性。而这种地域性所呈现出的是人们对生存的强烈愿望。因此，出于安全、生存等方面

的考虑，并掺杂对自然的初始理解，巢居抑或穴居的形式成为了人类初始的空间选择。这些

从对图腾的崇拜，到自然的认识与理解所孕育出的传统文化哲学，都无疑展现了在自然影响

下所呈现出的特定的建筑形式与结果，对于客观自然的考虑以及建筑与自然相结合的方式，

因此也成为建筑地域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缘由。在早期蒙昧的原始社会，基于人们对自然的

崇拜态度。通过祭祀以求获得人的生存权利，成为起初生命意识的体现；自然雨露所衍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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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产生了人对于“生”的思考，同时也将自然赋予了生命意识，促使人们从多方面去探

寻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生生之谓易也”、“天人合一”等朴素哲学观念，抑或是出于原

始自然观所形成的传统风水术、堪舆术等也都体现出传统自然观下的人在建筑中所体现的对

生命的态度、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

第二十五篇）。人需要取法于天，以此说明人与自然法则下“道”的关系。而基于风水文化的

作用下，背山面水、形势说等理论的提出，又对早期的传统建筑营造及方向给予指导作用并

对聚落乃至城市规划层面有着深刻的意义。如古代春秋时期所建阖闾大城（今江苏苏州市）

的营建过程中，吴国大臣伍子胥提出“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即通过取法于自然，根据客观

的自然情况进行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建设。其中重点对水域的形成以及脉络发展情况、当地土

质的肥沃程度等方面进行逐一的考察和分析；对城池还设置了与天象之数相符的城门……这

都成为了以风水观念导则下的城池建设的完美体现，使之具有与当地文化、自然相对应的地

域含义。最终，受人类长期形成的生活行为及习俗影响，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等多个层

面共同施加作用，焕发出建筑的地域特质与独特的生命活力。 

2. 地域性建筑的传统复归 

受传统生活方式及社会习俗所形成的文化适应性影响，人们对空间认知、营造的选择具

有强烈的本土地域特征，这也是由于地域不平衡性，所体现出的必然的文化多样性与人文情

感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衍生出的地域建筑，经文化的进化与发展演变，是一种基于地

域性的生态行为，是世代传承文化的物化结果，这具有强烈的文化完整性与延续性，正如所

处纬度不同的影响，导致环境的差异，使我国在以黄河为界，其南北方在具体的空间处理上

呈现出对阳光热量汲取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黄河以北的建筑以围合成的开敞院落为主，

以求最大限度的利用阳光所带来的能量；黄河以南的建筑却由于温热气候的作用下，大多以

制造阴影、实现由热压差而导致的空气上下流通的天井为主要的能量控制手段，从而以一种

建筑惯性的形式予以传承。可见，这种在自然作用下的建筑，在体现出文化地域的独特个性

的同时，也展现出其文化的延续性。这是自然环境作用下必然发生的结果，从而在与自然相

互作用的过程中体现着建筑的生态理念与人文情感。而随着科技发展，也带来更大程度上的

技术自由：交通发展带来的能量转移，摆脱了对当地资源的依赖；通过进行空间舒适度的技

术控制，使空间拥有了人们所必须的生活条件……这种基于 20 世纪初的建筑观，却往往带有

将建筑与地域关系相分离的倾向，在对于技术崇拜的过程中，也将技术置于脱离自然的独立

地位。这将势必导致对建筑行为的反作用力，形成内心情感与自然的远离，造文化的混乱和

不可持续。 

从早期对“天人合一”与“上下与天地同游”的境界追求，转而将客观世界置于分离状态下

对自然的强制协调性。可见，这种转换并非仅是语义的改变，而是对建筑的观念与认知的误

区。深层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危害应从改变现存的价值观念及生产消费模式，用‘绿色’文明

取代工业文明的‘灰色’文明，用‘节俭社会’代替‘富裕社会’”[1]，显然，这是对于当前对技术的

客观认知状态下的纠错行为，这与建立在地域环境传统思维下的建筑营造意识存在着一定的

共通性。因此，这种传统意识中的“自然之道”，其强调对于自然的和谐一致基础上的和谐与

共生，是一种自然的可持续以及对空间生态性的把握对于现代建筑的地域性回归而言，不仅

是一种地域和文脉的回归，也是可以成为对于未来建筑发展的启示。可见，“师法自然”不仅

是从宏观上的遵循自然，也是延续地域文化的生态建筑，重回人与自然的接触得一种可行的

方式与手段。 

 

                                                        
1 赵红州.生态文化应急行.人类与森林，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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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地域建筑的可持续设计架构 

建筑的地域性需要在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把握动态的平衡，这是基于长期的环境及其所

建立起的文化层面上的自觉选择。实现建筑生态的动态平衡与实现可持续效益，需要从经济、

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综合的研究。对于建立特有地域环境的特质，把握城市的

文脉及地域特征，更需要注重从整体层面形成新的环境需求。 

3.1 注重地域特征的延续 

建筑是具体环境中对地域资源与特性的理性、感性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经过长期

的探索逐渐掌握并学会运用自然环境资源，并使技术成为地域文化存在，它掺杂着地域间特

有的交流方式与情感，赋予了建筑特殊的人文含义。这是地域特征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

并体现着对于人性的肯定。工业革命后的技术飞跃，传统观念并不能对现代人对于物质等方

面不断的追求给予及时的反馈与纠正，加之资源的匮乏，得技术在缓解这种激化的矛盾的同

时，也相对应造成了“地域建筑创作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出现了以激进意识形态上

的创新为目的的技术非理性现象”。[2] 

经长期探索的地域建筑，其本质上是对当人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多元

的含义。因此，基于传统自然条件下的地域性生态发展前提下，从人的社会性层面恢复地域

的多样性、传承地域文化也是建筑在设计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当下我国建筑而言，

技术所带来的在建筑上的变革，不应成为日后我国建筑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技术所赋

予权利的盲目崇拜，将会导致生态的混乱，以至于威胁人类生存。因此，建筑的发展，更应

体现出一种对于尊重地域环境的自觉意识。正如哈桑·法赛在新古纳尔村的改进型土拱住宅实

践中，经对传统材料以及构造方式的科学评价后，理性的“用灰泥夹杂稻草制成轻型砖，以扁

斧砌拱顶和穹顶”[3]，这不仅是建筑师以最为质朴的手段强调建筑在地域环境中的地位，也在

创造性的强调“文化的真实性”，即“只有根植于当地地理、文化环境中的本土建筑才是社会建

筑的真实表达”[4]。可见，在对于传统的文化情感的传承过程中，防止文化系统的生态失调，

建筑师更应以开放的姿态，在理解借鉴传统与自然环境相作用的经验与技术的同时，将地域

建筑理解为功能、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来诠释地域文化所表达的社会层面意

义。这是以理性的方式把握人与环境的关系，使建筑富有深刻内涵的必然所在。因此，建筑

师应理解建筑风格下与地域的关系，把握地域环境最真实的现实，表达地域建筑所传达的文

化深刻性。 

3.2 传承可持续的共生思想 

生态学作为“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

学”[5]，势必在人其作用的环境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从我国早期文化遗址，可见在边际

效应所维持的物种多样性状态下，人类始终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相互发生作用并保持自身的

生存与发展。在人类占据生态空间的生态位时，实质也进入了自然的循环系统的过程，在竞

争中求得共存与发展。在对于自然极度依赖的前提下，对自然的态度便是基于对自然环境的

自觉反应。从而衍生出中国的朴素文化哲学——基于世界的本体“道”的概念。“道”是高度概

括的自然，自然的规律，万物的生长都遵循于自然之“道”。因此，“道”意味着在道德伦理层

面基础上对于万物的尊重。“竭泽而渔”（《吕氏春秋·义赏》）至“置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

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都体现出在中国传统体验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这种

求“天地之和”所追求的正是一种万物共生的尊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部分，现代地

域建筑在创作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对于自然的理解，导致地域建筑的片面符号化与形式主

                                                        
2 章明，张姿.当代中国建筑的文化价值认同分析.时代建筑，2009（3）：18-23 

3 刘先觉等.生态建筑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05：62 
4 林南.在神秘的面纱背后——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评析.世界建筑，1992,6:67-72 

5 刘先觉等.生态建筑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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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泛滥。这本质上是对技术层面的认知的自觉模糊所导致，片面强调技术的权威而忽视对于

环境与建筑关系的本源关系，即建筑是对于环境的有效反映。可见，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的

解决更需要建立在建筑与环境的科学与理性基础上的正确认知。只有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

用基础上，才能真正的焕发地域建筑的生命活力，建立环境的和谐整体观与共生意识，提高

建筑在生态系统中的综合效益。如新加坡杨经文先生，便是基于生态观念将共生思想在其雪

兰莪州 IBM 大厦项目中予以诠释。由于建筑处于炎热的气候带，因此建筑设置大量的开口，

将植物进行建筑的表皮覆盖，进行建筑的生态系统调节。同时，绿化也充当了城市生态绿网

的重要节点，减少对于生物生存的障碍，也是对生物友善的建筑意识体现。 

“共生”是将建筑视为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这需要将其参与环境的生态系统循环之中来

实现。这不仅是地域建筑的要求所在，也是建筑师秉持对生态环境意识的原则操守。在文化、

经济、社会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于建筑系统的设计过程中，提高自然的自循环系统的能力与

生态平衡，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同时，这也是传统观念在

现代地域建筑设计中的体现。可见，在基于对自然万物的理解基础上，结合气候、文化、环

境、材料的地域建筑，更应强调一种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认知自觉，也是一种对于传统自然

意识的深刻理解与传承。 

3.3 强调生态系统的动态性特征 

绿色建筑理论将建筑视为有机的循环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的，建筑也应具有生

态的自循环特征。因为建筑是处于多种影响因子交织作用的结果，而作用于建筑的不同影响

因子都是处于特定的“时——空”状态下的特殊产物。因此，现代绿色建筑既具有稳定因子作

用下的稳定性，同时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动态性，即允许当下的现实使用要求，也可以在一

定状态下，进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保证未来的动态发展需要。实现人、建筑与自然环境的

三者统一，形成整体范围内的稳定状态。 

在当代地域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实质也是基于传统文脉及地域特性的延续。这种结合自

然的传统建筑观念，是在把握环境的整体性前提下，进行的传统建筑空间营造。如中国传统

村落，在对选定区域进行风水的相地及选址过程后，建筑便会以村落为中心，进行村落的规

模扩张，从而形成由点及面的增长网络。而这种增长会始终把握对于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形

成具有一定程动态开放特征的生态梯度。可见，传统建筑在其前期以及营造的过程中，对于

自然——建筑——人三者关系需要留有阈值，来保证其应对不同的条件。再如传统的干阑式

建筑，便体现了对地域环境的适应性的结果：架起的房屋可提供居住功能；下部露空之处可

做储藏与蓄养之用，产生的通风以保持凉爽，与热工性能良好的木材共同作用下，保证了室

内良好的热适应性。而在大片水域之处，干阑建筑也通过其极强的适应性来体现其开放性特

点。“竹楼的竹篾多空隙，且系绑于梁上，洪水泛滥时，可将其取下减少浮力，俟洪水退后再

铺上”[6]。可见，在现代地域建筑的创作过程中，更是需要汲取传统环境观及建筑观的态度，

加强对环境认知的理性把握，使得空间具有一定的动态开放性的特征，并理性把握对现有空

间的认知，从而使得建筑于环境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这种认知，还应考虑新科技、

空间延展性等因素将传统与现代因素在现有条件下形成互为补充，提供给科技等因素提供空

间，才可真正的实现地域建筑的可持续性。可见，建筑在具有一定宽容度的空间下，才能形

成建筑与环境的统一，将现在与未来相对话。因此，呈现在地域建筑上的所体现出的可持续

性，这不仅需要在建筑本身中寻找答案，更需要在对整体环境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提供给未

来变化发展一定空间，才可形成日后建筑活力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可见，动态性特征也是现

代地域建筑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意。 

 

                                                        
6 朱馥艺.干阑——中国西南传统民居初探[D].华中理工大学，1997:15，转引自云南省设计院《云南民居》 

  编写组.云南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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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突出大众的参与意识 

由于大众的参与，使得建筑向“真”的方向发展。人类是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到原生的生态

系统之中，这在传统建筑实例中可以找到多个答案。早期人类根据对环境的模糊理解，在逐

步试错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质的建筑语言与形式。但是，这种地域建筑所呈现出的并

非仅是地域的形式面貌，同时也体现着当地公众的共识与价值观念。 

在传统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在建筑形成的空间里体会通过注入情感，形成地域性甚至是

民族特征，也会随着技术与自然的相互的作用下，传统建筑以法则及文化适应的方式保持着

其建筑的惯性。可见，人在环境中的有意义参与，才使建筑赋予了真正的内涵。因此，对于

建筑师而言，一个好的建筑作品的实现，往往是将建筑的设计行为建立在对人活动的高度理

解基础上，即建立在对大众的积极参与和认知的基础上，保持着对于地域性的理解与环境体

验关系，最终将环境、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以空间的方式合理的呈现。同时，生态学理论

对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考虑是对建筑是否可持续的科学评价也给予建筑师对地域建筑的设计提

供了新的启示。对使用者而言，室内的使用阶段占据了其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因此，人作

为建筑的重要影响因子，通过对于建筑的时刻参与，来完成对建筑的影响。可见，行为会以

自己对环境的现实需要，对环境施加作用。因此，为了实现行为主体的意义与需求，更需要

建筑师对行为主体，即空间的使用者的需求进行深入的考察与了解，以保证建筑对于人产生

意义，从而使建筑实现人与环境的联系。这包括受所处地域环境影响下的心理状态、生活方

式、文化及习俗等多种因素，可见公众对于地域建筑的可持续设计思路的把握与方向的引导

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理解真正的文脉及历史性，避免了建筑师的主观意

识下对于地域建筑设计的主观臆断倾向。因此，在全球化与地域性，现代性与传统性交融的

今天，建筑师更应转换设计思路，提高建筑师的责任意识，这并非仅是对于建筑浅层的研究，

更应通过于公众的对话，深挖地域环境的特质，使建筑师与公众形成优势互补，扩大建筑师

的设计思路与视野。实现从建筑师狭隘的主观设计意识转变为真正为人而设计，为地域而设

计，这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所在。 

公众参与是保持建筑生命力的重要部分，这将使建筑师更大的发挥设计的主体意识以及

价值判断能力。通过大众的设计全过程参与，实现设计师与公众的平等对话，才不会使得建

筑成为空中楼阁。从而从环境整体性上审视地域建筑的可持续性表现。从而实现具有地域个

性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地域建筑，这也是地域建筑可持续设计的精髓。 

4. 结语 

基于环境所要求，地域性的建筑设计才是建筑的本质体现。随着技术变革的不断深化，

提供了方便的同时，却疏远了最真的现实。现代建筑观只是对于当今资源危机、提高生活条

件的紧急避难所。但是，生存并不意味着健康，对于资源的思考还涉及到技术伦理及可持续

问题。千百年来，反复的试错所孕育建筑的地域性，其作为文化现象，所需要解决的并非仅

是遮蔽功能，还是一种文化多样性的反映与为了更好生存的生态空间的处理手段。因此，在

现代地域建筑的可持续研究的同时，传统文化承载下的建筑，也不失为一种对自然可持续之

道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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