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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琨（以下简称刘）；冯仕达（以下简称冯）；

赵扬（以下简称赵）。

访谈日期：2011年 6月 16日－ 17日

冯：我想先说一说“型”的事情，比如，在四川美术

学院设计系这个项目中，你要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建

筑不是单体的，而是反映一种关系（图 1）。一般大家

会认为标志性建筑一定是单体的，但是你的想法却不

是这样。

刘：单一的形体好拍照，更上相，对视觉传播特别有利。

而我是比较重视场所的，其实这和东方所理解的建筑

和环境的融入共生是有联系的，但照片不好反映，有

点吃亏。所以，上次我得远东建筑奖时专门说了一句，

这个奖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评审们都到了现场。一般

都是凭几张照片评判──那基本上是考摄影师而不是

考建筑师了。

冯：我参观日本的幼儿园（藤幼稚园，东京，2007。

建筑师：手冢贵晴 + 手冢由比；结构工程师：池田昌

宏）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大木作有一个很独特的做法：

外墙不承重，小孩们放鞋子的橱柜是预制的，小桌子、

小椅子都是后来加进去的。可是在视觉环境里，我们

没有感觉是高档的建筑里面加上低档的家具。好像这

个视觉环境是有一个力度的，在建筑师和日常生活之

间有一个中间的位置。在美术学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

想法？用的材料、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企图在设计与

日常生活之间选取一个位置，并且要把这个东西作为

独特的风格来处理吗？

刘：说到美院设计系这类工业厂房，它不是“原创性”

的“风格”，它是日常原型──是无名氏搞的，像图钉、

大头针、夹子、绳子，是无名英雄。你说这厂房拱顶

是谁搞的？做历史追溯的话，可能也不会知道是谁做

的。它是匿名的。如果我弄一个特别独特的“风格”，

那可以一看就知道是我搞的，但我不追求这个事情。

冯：不是有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说法吗？这和建筑

的尺度、做模型的尺度，在工作过程之中有个关联吗？

刘：我觉得那倒不一定这样关联，但是，判断尺度，

取势或取形很重要，我有个体会：在做上海青浦项目

（新城建设展示中心，上海青浦，2006）的时候，最

后做了一个 200m 长的简单的一字形（图 2）。我有一

个雕塑家朋友说，说一不二，就这样可以。但是，这

里面其实有很多犹豫，比如，为了表达所谓的当代性，

我把它拧巴一下，中间拱起来，或者在平面上折一下，

让别人知道：这个人知道当代造形时尚趋势了，但同时，

它失去了基本的朴素。它有 200m 长，它有势，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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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形？这是一个会思考很久的选择，跟自己斗争。

在我的考虑里面，我选择就用这样200m长的简单的型，

但是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平衡它，所以在百叶上面有很

多手工敲过的东西。还有像脚部，因为下面有水，稍

微起了一点翘（图 3）。所以说大多数人都看得简单了，

这个里面还是有些考虑的。

我现在都在想，当初是不是应该弄一下、折一下，

理由可以编的，现在就可以：平面折过来一点，不是

可以说有种环抱性吗？但是，在现场的感觉就不是这

样，因为前面的道路和电视塔都是大尺度，所以我最

后决定就来这么一横。这样做也就把这个建筑物的年

代往过去、往现代主义简洁造型的那个方向拉了一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们会把自己生活的那个

年代看得特别重要，分得特别细。等你死了之后，别

人去看它，那会儿其实关系就变了。当下那个时尚轮

转的周期是比较短的，没那么重要。

……

冯：现在我们拿着这块再生砖，有一个样板（图 4），

我们看这个东西距离在 0.5m 左右，可是用在建筑外

墙上的时候，我们体验这个事情有好几种距离……

刘：是有好几种距离。我在诺华那个房子（诺华上海园

区一期项目建设，上海浦东，2008－）其实有个大的型，

就有点儿像来自中国传统的大殿，正正的、有大大的屋

檐；当它转化成计划经济时代的，比如有点儿像部委大

楼之类，还是这样正正的，然后有挑檐。北京那些部委

大楼多数是 1950年代的，但那个脉络其实是从古典建

筑上转化过来的。我做的这个东西也有这么一个样子，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传统的东西，远看你会觉得像传统中

国的、或者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东西，当然它有些变化

了，它有挑檐，也有挑出来的外廊和可动的遮阳。那么，

远看一个大型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有了挑出来的外廊，

你走出去一转身，就可以和它近距离地接触了，所以远

看是个灰色的面，近看是有骨料的，所有的混凝土部分

远看也是个型，近看我会让你看到骨料，我和甲方也讲

清楚，这个房子里有一个主题是骨料。

冯：这个是跟触感有关的？

刘：和视觉、触感，和这个材料的构成都有关系。因

为骨料外显，它的材料构成是可见的，要是这个材料

的骨料看不见，它就是只停留在表面。因为我在追溯

一个有真身的、和自然、和生长有关系的东西，环保、

再生这样的东西。我选择这么一个材料的时候，它的

骨料已经在那儿了。它已经有渗透性了，渗透性不光

是材料本身的那个东西，它会渗透到过去……

冯：近几年，在国内讨论材料，往往集中在抽象的那

一块。而现在，我们起码从两三个层次来讨论，比如

远看的时候……

刘：我们再说到材料，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青砖和红砖，

红砖和青砖在材料上差别不大的，红砖泼上水然后就变

成青砖。但是，这两种材料又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里

民国时期少有红砖，红砖这个事情更代表计划经济时代，

红砖对应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革命，而青砖更传统典雅。

这两种材料在历史上的运用，它们的材性虽一样，后面

隐藏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做一个改造项目，一

个电影厂，改造成园林式的电影院，他们就问是青砖还

是红砖？我也就这么说：你们是要标榜你们是 1958年

间建的厂，你的电影院的名字都要把那个年代当成卖点，

叫“峨影 1958”，那你就用红砖吧。红砖就是那个时代

的一个表达。而当你用上青砖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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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青浦新城建设展示中心外墙百叶：石板百叶上的手工痕迹，  

 角部为水面留出的起翘

6 上海青浦新城建设展示中心：石材百页详图

7 再生砖标准砖切面样品

8 再生砖标准砖切面样品墙



96 世界建筑 2012/12

窄巷子”这样的古典传统民居改造项目。青砖、红砖确

有不同的文化涵意，不过它们都还是砖……

冯：能谈一下你和其他中国建筑师之间，对材料、对型，

有态度的差别吗？

刘：哪些？

冯：比如说张雷、王澍。

刘：张雷最近的工作专注于一些小房子。他的自视比

较清楚，辞掉了院长，运作自己的工作室。他还是倾

向于要做一个完整的、不论大小的建筑。我不知道理

解对了没有？可能张雷更关注个体完整，关注建筑本

体。我也不是不关注个体，但是我可能更关注关系。

冯：还有对材料的使用，比如瓦。在几个建筑师之间

是有很明确的差别的是吗？

刘：比如，王澍可以直接引用或“错用”小青瓦，而

我更想用当代正在广泛使用的材料，再想办法把它们

提升一下。很多年以前，遍布中国的是砖窑，当下遍

布中国的是小水泥厂，它们都是某一个时代的基础建

材工业。因为处在这个时代，我更情愿用当下的砌块

或再生砖。传统的材料有点像成语典故，我不是特别

想用成语典故。

冯：其他几个建筑师用瓦等等，他们不会用以往的做法，

还是改变了做法。

刘：有些是改变了做法，有些是表征性做法。比如，

王澍的体育馆（中国美术学院体育馆，杭州转塘，

2006）其实是钢结构屋面全部做完了，在上面立铺，

和防水什么的都没关系，它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表征。

如果你让我做一个瓦的建筑，它又跟功能没有关系，

那我就有点心存疑虑，不大愿意。

……

冯：看张雷和王澍用瓦的那个方式，或者是材料的做法，

最后的成品因为有文化的联系，外国人就读得出来了。

而同时，外国人对传统的东西、具体的做法，具体微

妙的处理是不懂的，它即使缺失大家也读不出来，所

以就作为一种普遍的联系，笼统化处理。可是材料直

白的引用，比如瓦，是没有诠释性的一种处理的，直

接引过来了。这一招在你的几个项目里是没有的吗？

刘：我不想用成语，对“错用”和“引用”也挺犹豫。

可能我更愿意用家常“白话”。

冯：可是材料本身，比如说瓦，因为用法已经改变了，

尺度估计也改变了，位置也改变了。以前传统建筑用

瓦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是屋顶的，也可以是铺地。在

传统做法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移位的可能。如果这样想

下去的话，我们把瓦放在墙体上面作为立面的材料，

其实也是在传统的逻辑上推一步。

刘：我觉得瓦就是瓦，小青瓦那拱片的样子就是为盖

在房顶上防水而发明的。瓦上了墙以后，这种做法偶

尔会有，但是它不是瓦的……瓦想要什么？瓦想上墙？

冯：但是赫尔佐格就不会这样说，赫尔佐格就会说材

料的特征是和用法有关的，是举重若轻的事情，不是

砖头本身是否愿意以重力的表达为主，混凝土本身是

否以表达重力为主……

刘：一个材料当然是可以有多种用途，这没有问题。

但是用某种材料做成某种特定的产品后，它就有它最

本真的用途。比如，你把拱片瓦放上墙的时候，这就

不是它最本真的用途，当你把它放上墙的时候，它的

装饰性可能会大于它的本真性。这些方法我其实也在

用，但比较控制，总是用在次一等级，也许我只不过

是想更本真些。 

冯：那比如说土楼公社，没有张雷和王澍的材料意识了，

可是甲方提出来了土楼的原型。

刘：这是甲方提出来的，还是他们做的？

冯：甲方。

刘：其实你看所有媒体的关注，并不是刘晓都他们最

关心的低收入这件事。媒体关注的还是它像个土楼。

土楼也有方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都

市实践把它做成一个方的，那媒体可能就不会那样关

注了。圆的看起来很像土楼，像不像土楼也很重要，

像就引起那么多关注，但是这个项目的实质是低收入，

刘晓都反复强调这一点。

冯：如果你要做相同类型的项目的时候，选材会不一

样吗？

刘：可能会不一样。

冯：因为你不愿意，其实你追求的是一个余韵的事情

是吗？虽然用的是现代的一个东西，可是它还是可以

往里面再进一步阅读的。

刘：坦白地说也会有，因为每一种材料都有它特定的

性质，或在文化上面，铁比较粗野，黑铁时代；铜，

青铜时代；黄铜，有一些联想，商业，金碧辉煌。材

料都会有某种属性，词都有属性的。

冯：不是传统的材料有属性，现代的材料都有属性。

你的工作就是要把它读到属性的那个层次。

刘：我希望是，不过我希望它首先还是材料本身。

冯：其他的一些中国建筑师也许用上的是现代的材料，

或者是现代的形式，但是他的思路和追求的在这一方

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读的是现代的、砖的某一种

属性。

刘：我就是希望在当下的普遍情况下使用和工作，一

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老老实实盖房子，传播是有一

个时代的时间距离的，我们现在用这些，一个现代的

再生材料，别人会说和传统没关系，如果你用小青瓦，

9

9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系：10cmx20cm小砖砌筑的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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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就说和中国传统有一个联系，这是特别简单直接

的一个印象连接。现在修房子不用小青瓦了，但是看

到它，外国人马上就知道这是中国表征。这比较容易

理解，但我更想追求当下更真实的情况。我希望用现

实中国的，而不是印象中国的。

冯：换一个角度谈一谈王澍的象山校区和重庆的美术

学院。重庆的项目是和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与走

动的体验有关的，象山的几幢房子放在一起比单体的

考虑要好一些。这两个之间，从群体建筑而言思路是

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象山的每一栋都很独特，而这

边的是一套系统，是否能看出两种态度或两种取向？

刘：四川美术学院设计系的 7 幢楼其实是同一系统内

的不同变异：“类工业”形态屋顶，外挂楼梯，7 幢楼

两端加转角都用红砖控制住，只在中间段各有变化。

类型和材料都来自对重庆历史和地方性格的理解。巴

国是山民，猎人，重庆作为巴国首府，总归不是田

园。陪都是一个特定阶段，从其他地方带来了民国范

儿。重庆近代一直是重工业基地，工业文脉主导。重

庆人的性格比较暴烈，重庆的菜里面有种生猛性，未

经打磨的那种糙辣，你看所有这些性格暴烈啊，重庆

话的硬度对比成都的软度啊，包括菜品里面未经加工

的那一份，所有这些东西，加上工业文脉、包括尺度

──工人新村的宿舍楼的尺度──所有这些东西混合

在一起，它最后变成一个词──材料就是你的词──

那就是红砖。我现在和你说得这么清楚，我做的时候

可没这样想啊，我就是一下子就想到了粗砺的页岩红

砖。但现在给你说的又不是草率地在说，只不过你要

追问我，我只好和你说这么多，就变得有点像花言巧

语。但是，每一部分都是有真实性的，混合起来才是它。

材料是建筑师的语言，甚至就是动机。有时候设计就

从这个动机、这个材料发展起来，有了小的，才会有

很大的选择，因为有了它就有了节点，你那么做的时

候，不是就逼着产生了节点吗？重庆的那个房子，我

们还做了很多人不知道的，微妙的改动，这个砖比平

常的砖小，它不是标砖。它的尺寸 10cm×20cm，比

平常的要小。小那么一点点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密度

不同……你会觉得那个砖墙砌得不错吧，小当然不错

了，小比较密，大就不一样了，大会显得粗糙，但再

小却又弱了（图 5）。

…… 

冯：那么，如果通过详图的阅读，我们能对你的用砖、

用瓦与别人的差别有一个具体的理解吗？

刘：这个砖就是普通的页岩砖，也不是粘土砖。它没

有特别的形状，只是小了一点。它的表现也不是说它

有个形状的表现，而是转化成一个密度的表现。再比

如说，广州时代玫瑰园有一个走廊的天花板。其实我

们设计的时候不是特别要去设计那个天花板的样子，

而是先设计了一个原则：离旁边的东西 80cm。这样它

就成了那样一个结果。而不是我故意要画图让它突出

来一点，凹进去一点（图 6）。

冯：在用材料的过程之中，有不同程度的施工图。有

些施工图控制到最后 1cm，有些施工图是不会都画出

来，然后有一个灵活的余地……

刘：有些你看材料施工图也许都看不到。比如，重庆

美院老区雕塑系的项目，用了腐蚀铝板和抹灰（图 7）。

重庆酷热，因此还用了空斗通风隔热墙，效果明显（图

8）。但其实真正费心的是抹灰。重庆的抹灰总是要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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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州时代玫瑰园走廊的天花板：离周围间隔80cm的设计原则

11 广州时代玫瑰园走廊：天花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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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刷了一层涂料还是裂。裂了就像乌龟壳一样，很

多人不知道其原因。而我们发现，其实是因为长江的

沙子在重庆段已经是粉沙了，太细而没有粘合力。重

庆以前不是用粉沙，而是山沙来做抹灰。所以，我们

这次是用山沙来做抹灰──没有用涂料，而是加了铁

红的山沙抹灰。这房子到现在还没有裂，是和沙有关

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发现原因，就是为什么要裂，

然后寻找这个原因。可能重庆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原

因。当换成粗砂，它就不裂了。可是不裂不是一种形

式啊！有时候材料没有很大的表现性，它的最后成果

比较隐蔽。包括刚才说砖的尺寸要小一点，不说你也

许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鹿野苑二期

的砌块水平向有一个坎，横向的水进不去，里面有一

个缺，填了灰纵向的水进不去，但是当我砌出来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了（图 9）……

冯：应该不是这样，它不是因为一个非常巧妙的节点

解决问题的。它有些做法是完全不显眼的，节点也不

巧妙。

刘：不是不巧妙，应该说不是都表现出来。

……

冯：所以我们从这个方向读详图。其实一般西方读详

图的方式就像这样，比如说，格伦 · 马库特很聪明，

他做了一个钢结构的节点，两个工字钢有一个交叉，

形成一个框，让圆的柱子从中间传上来再焊住（鲍尔

－夷斯特威住宅 /Ball-eastaway House, Australia，

1983）。这些是比较明确的东西，然后这种是手工。

刘：对，节点的效果，节点的表现性。

冯：刘先生的路子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也许库哈斯对

节点、对细部的工作还跟这个有一拼。

赵：可能库哈斯细部比较糙。但他真要表达细部也是

有很多细部的，他有很多话说。他要表达每一个细节。

就比如说他在鹿特丹的康索现代艺术中心（Kunsthal），

有很多很多小动作要表现。但是，可能在欧洲传统看，

他的细部是比较粗野的，人人都觉得这东西品位低。

但实际上，他常常只把这个比较摇滚的一面表达出来，

但是还是要表达。所以这个和库哈斯还不一样，完全

不一样。

刘：所以像我刚说的，我也不希望你完全不知道，但

是你要是看不见我也懒得和你说。我也没那么爱出那

个风头，但是我也不是没那个虚荣心。如果你看见了，

我就要给你说一下；你要是看都看不见，那懒得说了。

徐冰问过我，能不能设计个东西像没设计一样，不要

显得那么有想法？其实这代表了一个态度。我还没修

炼到那个水平，我不敢那样，敢也不容易做到，甲方

也不干。我也不想表现我特聪明，非要弄一个有细部

的样子出来，有些东西其实隐蔽在里面。胡慧姗纪念

馆我就试了一下，很多人总觉得该多表现点什么，比

如用再生砖，多点细部，而我想在这里最好简朴到底。

又不能不设计，又想看不出来，真正做到“无我”是

很难的。“无我”其实是在调动另一种力量（图 10）。

冯：如果是这样认识的话，看详图和不看详图，其实

在不同建筑师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

去赫尔佐格 & 德梅隆那边不看详图是有点亏。然后刘
先生这样说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能抓住他工作要点

的。

赵：对，赫尔佐格这种明显是要通过详图做效果出来的。

要学会做那么多层东西，就靠它做效果出来。

冯：是不是这样理解：施工的过程会有很多预料不到

的变数。因为有这样的状况，这个事务所的施工图画

得再精确卖力也不一定是很讨好的事。

刘：那还是要画。

冯：当然要画。画的功夫和瑞士盖房子的那种是不一

样的……

刘：其实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画家，在他的画中间要特

别刻意地表达他有什么技巧，那是炫技。如果一个写作的，

要他的辞藻特别地表现出来，而不是追求（不管用什么

样的词）对意义表达得精准，那它是美文。有宝现宝地

拿出来给人看，在其他艺术判断里面是品位不高的。你

肯定要有技巧，要解决很多问题，也有表现的责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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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把自己什么东西都搬出来那样的表现。建筑师学

了设计，普遍追求“设计感”，下手不紧就猛，经常都是

生怕哪一个细节别人不知道，就把那个东西特别刻意地

翻出来。其实细节的表达有不同方式，在写作里边，有

些人特别有观察力，但是，他如果在一个段落里边处处

都是一个个停留下来的细节，其实是对全文不利的。细

节好的，是在一大堆好像叙述的行为里面突然出来一个

特别有质量的细节，而且说不定这个细节还要推动故事

发展。卖弄技巧有危险，它甚至破坏了灵魂，一些深刻

的东西被破坏了。一个有品位的穿戴，不会全身来表现，

他不会把 logo很大地露出来，他要有一点小小的表达就

行了。在好的工匠那里，是有分寸的，日本的一些工匠，

他就不那么嚣张，而是只刻上一个小小的东西、一个小

小的款就行了。其实我很难判断这是不是素养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判断上是有区别的。建筑

师是工匠，但如果仅仅陶醉于此，只想到把会的东西都

全部呈上来，端上来，我觉得这就跟艺术家发生了一个

层次上的差别，因为好的艺术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技巧，

更注重使用技巧表现更高的意义，比如“格”高不高？“品”

正不正？他可能情愿为了这个意义而埋藏技巧。怎么埋

藏其实就是技巧，说不定更难。□（致谢：在定稿过程中，

多蒙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朱岸清同学及同济大学周

伊幸同学、华益同学的悉心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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