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6  South Architecture / 南方建筑 /  Architectural Forum  建筑论坛 77

摘要　本文以刘既漂及其“美术建筑”为研

究对象，与以往相关研究过度依赖其西湖博

览会设计不同，笔者更加关注其美术建筑探

索、形成和实践的整个历程，尤其重视其以

往被忽略的西湖博览会前基于美术建筑思想

的方案创想和西湖博览会后的设计实践。笔

者认为前者更能体现其创作思想和手法，后

者则更具实践意义，而从三者的对比中能更

加清晰的了解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在

梳理其“美术建筑”历程的基础上，文章进

一步运用西梅尔斯坦提出的理论解读方法，

从“美术建筑”是什么？如何产生？目的何

在？如何达到目的？目标听众是谁？如何呈

现与推广？效果、评价及影响如何？等七个

方面对其进行全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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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上千年未有大变革的中国建筑在近

代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年代中，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的承继，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建筑

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 ( 碰

撞、交叉和融合 )，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

主线。”1) 这台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碰撞、融

合的大戏的主角之一就是建筑师，主题之一

就是沟通中西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建筑风格。

在演绎这一主题的过程中，不同的建筑师，

因其不同的文化知识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求学从业经历，在选用道具与演绎方式

等方面也各不相同。本文关注的留法建筑师刘

既漂，因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开创一种中国

的新建筑之路为已任，形成了一些建筑思想、

开创了相应的设计手法、进行了相关的建筑

实践，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舞台上唱出了自

己的特色。

当前对于刘既漂的研究，徐苏斌详细分析

了其“美术建筑”的思想背景是西方“建筑是

艺术”的认知，其“美术建筑”的精髓是因“民

族主义”诉求而通过“装饰艺术”的手法表

现“中华装饰艺术”，此外还对其西湖博览

会实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2)；费文明首先

从其由绘画到图案、建筑的人生经历入手探

寻其“美术建筑”的“装饰艺术”来源，之

后在对其西湖博览会的设计实践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对其“美术建筑”的思想内涵即提倡“建

筑的艺术性”进行提炼解读 3)；金小明则对刘

既漂“美术建筑”的西湖博览会实践进行了简

要分析，之后着重对其书装设计实践进行了详

细解读。4) 这些研究对笔者理解刘既漂及其“美

术建筑”的思想及其西湖博览会实践有很大帮

助，但是这些分析中对其西湖博览会设计实

践过于倚重，而对其西湖博览会之前基于“美

术建筑”思想的方案创想、西湖博览会之后

的设计实践关注不够。笔者认为，其基于“美

术建筑”思想的方案创想更能表现其“美术建

筑”的思想和手法 5)；其博览会后的设计实践

也比西湖博览会几乎不受功能限制的临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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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建筑更具实践意义；而从三者的对比中我们

能更加清晰的了解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因此，本文在对与刘既漂相关的图文资料全面

收集及研读的基础上，对其“美术建筑”的

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解读，探索其思想、

风格创出及实践之路。

1 刘既漂生平简介

刘既漂（图 1）1900 年生于广东兴宁。

1918 年至 1920 年就读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

1922 年入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先攻读西

洋画，后选修图案与建筑。1924 年，和林风

眠等在法国成立了“海外艺术运动社”。同

年 4 月，参与“中国美术展览会”的筹备、

布置，并展出画作。6)1925 年，设计了巴黎

世界博览会中国部分之入口大门。1926 年毕

业；次年回国，任南京国立艺术大学筹备委

员。1928 年 1 月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同年，

任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系主任 7)，稍后开始为

1929 年西湖博览会设计展馆。同年 8 月，与

林风眠等人在杭州成立艺术运动社。1929 年

西湖博览会开幕后，刘辞去图案系主任职务赴

上海与李宗侃合办大方建筑公司。同年，参

加广州市府合署图案竞赛。1932 年兼任中央

大学建筑工程系教师，主讲“室内装饰”课程。

1937 年任广州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工程师，

并于广州办事务所。1941 年在上海与费康、

张玉泉合办大地建筑师事务所，获甲等开业

证。 8)1947 年定居纽约，1978 年移居英国，

1992 年逝世。

2 刘既漂的“美术建筑”之路

2.1 探索期：法国求学及初次设计实践

2.1.1 从绘画到建筑的思想变迁与求索

刘既漂最初学习绘画，是为了寻求内心

的安慰与解放。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单

是求活，而情感须有永久的安慰，心灵须有

广大的解放，才得算是一个真正美满的生活。” 
9) 而绘画就成了他最初的精神寄托。“他认为

西洋画与中国画各有千秋，不可偏废，而应

取长补短，使自己的画既有中国特色，又有

西欧风致。”10) 后来他觉得绘画“究因是静的，

平面的，所给予人的慰藉不过段落的罢了。”

不能满足他追求的永久的安慰。“适于 1923

年遇到了许多当时有名的建筑大家，图案大

家，于是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觉得建筑与

图案比绘画来的复杂有力，足以应他内心的需

求，乃决然舍去绘画而致力于建筑了。既漂

之所以由绘画走到建筑，完全因了内心的需

要而变的，完全把建筑当成一件艺术上的工

作。”11) 他相信建筑比其余艺术都能发挥他

的思想，立志“要在中国人少研究的这种学

问上做博大的功夫”12)。他周游欧洲各国、探

讨学理、研究历史以明各代建筑作风之不同，

进而使自己的建筑思想变得深刻丰富。 

2.1.2 从曲线到直线的设计手法变换与探索

1924 年，“海外艺术运动社”在法国东

部斯特拉斯堡举办了“中国美术展览会”，

在此次展览会中，刘既漂积累了第一次布置

设计展览会场的经验。1925 年，巴黎世界博

览会举办，此时已是刘既漂学习建筑的第三

年，他得到了第一个实践自己建筑想法的机

会——为巴黎世博会中国部设计入口大门（图 

2）。

刘既漂在入口的设计上深受此前风靡欧

洲的“新艺术”风格影响，采用了大量曲线构

图，塑造了孔雀的图案，得到了当时评论界

的好评，并获得了法国政府重奖。13) 而此次

以“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 为主题的巴黎世

界博览会，开创了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装饰

艺术风格（Art Deco），更加强调对直线的应用。

（图 3）亲眼目睹直线在此次世博会的风靡以

及世界各国的新建筑，让刘既漂对“装饰艺术”

及立体派等新风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刘起初认为曲线万能，所以专注于曲线

的研究，对于以曲线胜的哥特、希腊、埃及、

印度……的作风，十分崇拜，甚至于所做建筑

图多取材于其中。后来他发现曲线的变现偏于

华丽，未尽伟大庄严之极致，而且与现代的

精神，似背道而驰。在此时，一次意大利旅

游又使其在色彩上得益不少。归国后，他舍

去曲线，纯以直线作风，配以鲜明秀丽的色彩，

于庄严伟大中蕴育着优美，而完成中西调和，

能表现现代东方精神的作风。14)

2.2 形成期：回国后理论宣传与方案创想

2.2.1 最初回国的活动与理论宣传

1926 年刘既漂毕业，次年取道俄国回国，

顺便游览欧洲建筑。满怀激情立志创造中国

建筑新风格的他在回国不久后即发表了名为

《中国新建筑应如何组织》的文章。在该文中，

他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明古式作风是古人的，

现代人去模仿他，便是现代人不长进。艺术

本身，根本是进化的、革命的。如果失却进

化和革命的精神，时代上决不会凭空生产出

有价值的新艺术来！他大声呼吁现代作者应

该合作起来，去尽心研究和苦心经营，迎难

1 刘既漂 2 巴黎万国博览会中国部之大门，1925 3 1925年博览会会场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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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在古式范围作风以外，找出一条新路来。

他还在国内第一次提到了“美术建筑”的概念，

把国内建筑界的不长进归因为缺少美术建筑

师。他说自己在欧洲的时候研究关于美术建

筑各部，可说完全西洋美术建筑化。并说“美

术建筑的本身，是艺术与科学两者合作而产生

的，同时利用就地自然界之赐，或艺术家个性

之表现，及时代思想之变迁而成。”他在批评

中国古式建筑在材料与科学上的失败进而着

意强调了建筑材料与科学根底对于建筑艺术

的重要性。最后还呼吁此后要全用科学的方法

和理性的精神去组织将来中国新建筑的创作。

具体要通过成立建筑教育、建筑研究会 15) 和

政府特设建筑机关三个部分来实施。

1928 年 3 月，刘既漂应林风眠之邀到杭

州国立艺术院筹备建筑系，后因师资不足，

暂停设立，改任图案系主任。国立艺术院的

学术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 ! 整理中国艺术 !

调和中西艺术 ! 创造时代艺术 !”。同年 6 月，

应孙福煦 16) 邀请，在《贡献》杂志第 4 期出

个人建筑专号。整期杂志以专号的形式介绍一

位建筑师，这在当时可谓十分少见。专号以五

篇文章 26 页的篇幅对刘既漂其人及其美术建

筑思想与设计方案进行详细介绍，并各自表达

了对其期望。刘也在刊中也发表了三篇文章，

介绍欧洲建筑。此后，刘又发表《建筑原理》

一文，介绍其美术建筑原理，认为其主要由

作用（Function）、谐和（Harmony）和作风

（Style）三部分组成。

1928 年 8 月，刘既漂与林风眠、林文铮

等人在杭州发起成立艺术运动社，该社宗旨

为“绝对的友谊为基础，团结艺术界的新力量，

致力于艺术运动，促进东方新兴艺术。”为“海

外艺术运动社”在国内之延续，刘即于其中

从事于建筑界的艺术运动。

2.2.2 “美术建筑”方案畅想

    刘既漂学成归国之时正是新都南京各项建

设开展之时，满怀激情立志创造中国建筑新

风格的他在整理发表自己建筑理论的同时还

应当时南京的形势设计了一系列几乎涵盖所

有建筑类型的美术建筑方案 17)。

（1）政府拟图

包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署。中央党部

方案（图 4a，b）造型“以埃及、北京天坛的

形式相混合而成”18)，以天坛的圆锥面屋顶进

行七层重叠，塑造出金字塔般的体形效果并

置于“方盒子”形的建筑“底座”之上，规

模宏大，“极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浩浩荡荡

的伟大气象”。其室内设计采用方形柱子组

成的柱廊，室内可见经几何化处理过的斗拱、

雀替以及饰有几何装饰图案的柱头。国民政

府署方案的规模也极其宏大，极具“纪念碑性” 

（图 5a ～ e）。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符合

中国传统衙署建筑的朝向。平面主体为正方

4a 中央党部正面图

5a 国民政府署俯视面 5b 国民政府署南面透视图

5d 国民政府署总平面图 5e 国民政府总署进口透视图

5c 国民政府署西立面图

4b 中央党部回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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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北部凸出圆弧形为会议室。建筑造型融

合十级阶梯形金字塔、巴西利卡、中国正方

形层檐古塔等造型，表现出极强的立体主义

色彩。主入口前面建“总理广州蒙难纪念碑”。

其内部设计采用方形柱子组成的柱廊，顶部设

有几何形吊灯，表现出明显的装饰艺术手法。

（2）其它方案

国民革命军纪念堂（烈士祠）方案（图

6）“以横线倍长于垂直线完成全部形体，以

垂直线所界成之四大方柱分立正面，其庄严、

宏伟诚不让于希腊的帕提农。正大，悲壮，

表现了为人类牺牲的，热烈的，奔放的烈士

情感。”19) 其“用色热烈鲜艳，装饰中西融合，

如天花板的图案，综合北京皇宫与意大利宫殿

之式样而构成；玻璃窗图案，则脱胎于哥特式

教堂之花窗，而确是取材于中国舞台上脸谱

与其他事物。”20) 刘既漂将中国传统建筑的

梁柱斗拱体系及其上所绘彩画进行了几何化、

立体化抽象处理。层叠而出的斗拱变身为层

叠出挑的倒锥形，而雀替则抽象为叠涩。

国家图书馆（图 7）“是中国作风与拜占

庭作风相调和而成”21)。其整体造型的形体构

成与典型的拜占庭教堂相似，但在中间的位置

用天坛祈年殿般的层檐穹顶来取代欧洲穹顶。

立面上最突出的是经过抽象立体化处理的中

式柱廊，其柱头的斗拱同样处理为倒锥型叠

涩。

美术图书馆（图 8）“结构整密，着色

华丽而又不失雄壮的气概。屋檐一反燕尾式

之旧风，而髻垂如花瓣，嫣然一朵明媚的玫

瑰花。其明爽丰富的色彩又得力于意大利的

Pavia( 帕维亚）。”22) 其造型底部为正方形

基座，四角有方柱，各立面中间为两个巨柱式；

基座顶部有三层，每层如花瓣一般弯曲垂落，

与中国传统反宇式屋顶相反。

“醉月亭”（图 9）是其“新作风中之杰

作 23)” ，为了纠正中国传统的亭子建筑“太

偏巧小玲珑”之风，“表现中国一种大民族

的精神”，刘在醉月亭的设计中采用了夸张

的西方四柱式，并加大了屋顶出挑。

新村建筑（图 10）是基于“美术建筑”

理论设计的居住建筑。在其中可以看到欧洲

城堡官邸与中国传统民居的影子。

戏院建筑（图 11）设计采用了大量的哥

特式尖顶，入口立面采用如花瓣般垂落的弧

形屋檐，且其上绘有经抽象化处理的中国传

统装饰图案。

公司办公建筑（图 12）为一五开间主体

四层的办公建筑，立面正中设主入口，采用

中国传统建筑入口及牌匾意象，上设四面坡

屋顶，此外四角开间顶部也各有四面坡屋顶，

从而形成如拜占庭建筑般中央大穹顶四角小

穹顶的造型。此外，在正立面的次间采用了

贯穿两层的大圆窗。

商场建筑（图 13）为一高达十二层的商

场建筑，主体为中央塔楼、四角圆弧处理。

为了表现其中国“美术建筑”的特点，刘在

塔楼及两侧加设中国传统屋顶。

大学校园建筑（图 14）中依稀可见哥特

建筑与欧洲寨堡的影子，其造型经过立体化

抽象处理。整个建筑突出竖线条，烘托出大

学校园建筑的庄严与宏伟。

跳舞场（巴黎大理石跳舞厅）（图 15）

为一跳舞场室内表现图，其装饰元素多为几

何形，用色绚丽，表现出明显的立体派和装

饰艺术派影响。

2.3 实践期 : 西湖博览会设计、理论宣传及其

后商业实践

6 国民革命军纪念堂 7 国家图书馆 8 美术图书馆 9 醉月亭

10 新村建筑

14 大学校舍透视图

11 戏院 12 某大公司之外观 13 商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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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美术建筑”西湖实践

1928 年秋，“北伐告成，中夏 ( 华 ) 底定，

浙江省为纪念统一，奖进国产起见，爰有筹

备西湖博览会之提议”，以“借西湖之名胜，

集国产之精英”。24）刘既漂因偶然机会获得

了博览会的大门和各馆所门面的设计和装饰

任务，25) 以之为难得的表现“美术建筑”、

让国人了解“美术建筑”的机会，不顾一切，

义务设计。

刘最终承担的设计有博览会入口大门与

建筑（与李宗侃合作）（图 16a、b）、革命

纪念馆大门、丝绸馆入口（图 17）、教育馆

入口（图 18）、艺术馆入口（图 19）、第

一电影场的入口（图 20）、博物馆入口（图

21）、 卫 生 馆 入 口（ 图 22）、 音 乐 亭（ 图

23）、西湖博览会纪念塔（图 24）、问讯处

（图 25）、一号码头（与陈庆合作）（参见

图 16b）等，此外还有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

西湖博览会是刘既漂回国后“美术建筑”

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虽然刘随后称“虽

然煞费苦心也仍不能表现自己的思想十分之

一二”26)，但是在设计中仍可看出其此前畅想

方案的影响。在博览会的“门面”入口大门的

设计中，他巧妙的将入口的标志性功能与其

他功能性需求相结合，大门取材于中国古典

牌坊样式，经过装饰艺术手法改良，除坡顶

和柱子外，对牌坊其它部分都进行了图案化

15 跳舞场 16a 西湖博览会入口大门立面设计 17 丝绸馆入口

16b 入口大门透视 18 教育馆入口 19 艺术馆入口 20 博物馆入口

21 第一电影院入口 22 卫生馆入口 23 音乐厅

24 会塔 25 问讯处

13 商场建筑

2013-6排版.indd   81 2013/12/21/星期六   14:11:07



建筑论坛  Architectural Forum  / 南方建筑 / South Architecture  2013.682

处理，成为依附在阶梯形建筑上的装饰。此外，

主入口建筑采用阶梯造型并流线转角；电影

院入口采用几何化处理的牌坊造型；丝绸馆采

用丝绸题材几何装饰；卫生馆入口、博物馆

入口以及音乐厅采用圆弧形造型；教育馆入

口、艺术馆入口采用髻垂花瓣造型；教育馆

入口采用四柱式；问讯处采用竹笋造型装饰；

艺术馆入口采用了抽象化处理的古塔造型；

会塔借鉴清真寺邦克楼的形象；纪念碑采用

炮弹的造型等等。可见，流线形的转角、阶

梯状的形体、圆弧形的造型、自然题材的运用、

本土及埃及等异域建筑形式的融合以及中国

古典元素的几何装饰化处理，在各馆入口的设

计中都有体现，具有明显的“装饰艺术”派特

色。但限于财力等，其规模远小于其畅想方案。

2.3.2 设计完成后的进一步宣传

虽然刘的建筑思想在博览会场馆设计中

没能得到充分表达，但是他还是想趁机让更

多的人了解“美术建筑”。事实证明他的设

计确实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效应。刘也趁机进

一步发表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欧洲建筑并宣

传“美术建筑”。1929 年 1 至 3 月，《时报》

和《良友》杂志分别刊出刘的西湖博览会及

其他建筑设计方案。4 月，因博览会设计相识

而“一见如故”的庄铸九又请刘在《旅行杂志》

第 4 期推出一期建筑专号。刘以《建筑导言》

一文开篇，称设计西湖博览会是“为着中国美

术建筑界出口气”，并说社会因教育不普遍而

误认为工程就是建筑。紧跟着第二篇文章《美

术建筑与工程》就对美术建筑与工程之间做了

明确区分。他认为：“工程建筑应完全效仿西

洋的，这种建设是纯粹贯用科学的。因为我们

中国根本没有科学。所以有仿效之必要。但

建筑方面，以艺术本身为归宿，科学为附属品。

因之它的作用与工程亦大不相同。西洋的作

风是西洋人的。中国古式的作风是历史上的。

生于现代的我们，便应该创作出一种新中国

的建筑作风。一种现代的作风来。” 27) 至于

如何创造，他继续说到：“欲实现一种作风，

非经过外界之影响或新教之侵入，抑或物质进

化之赐和时代思想之变迁不行。我是绝对赞成

采用西洋建筑的方法的。因为他的方法全以

科学为根本。我是绝对反对采用西洋的作风

的……我们亦应该利用西洋的物质，表现我

国民族的个性的艺术。使他在世界文化上占

点相应地位，同时博得他种民族相当的敬礼。” 
28) 在最后他再次呼吁建筑界创作新的建筑，

并以之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孙福熙在刊

后有《别言》一文中称“既漂，你胜利了。”

来表达对刘在博览会设计中取得的成功的祝

贺，并鼓励他离开艺术院后投入商业实践后

仍能继续与“中国社会斗争”。

紧接着刘在博览会开幕前的《东方杂志》

西湖世博会专刊上发文借介绍西湖博览会的

机会再次宣传“美术建筑”，并呼吁建筑界

的同志关注“美术建筑”并联合起来为新中

国建筑事业做贡献。 

1930 年 1 月，刘又在《东方杂志》上发

表《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在

通过文献和现存实例对中国历代建筑进行分

析之后，得出结论称“中国建筑从来没有创作，

不能不归罪于皇族制度之不良善，一路模仿

成性，干了数千年琐琐碎碎的小勾当，直到

现在还没有找到正道。”之后对现在中国的

建筑的三派（完全仿造古式、完全仿造西式

和中西合并式）分别进行批评，称“中国的

建筑有将来而无现在。”最后寄希望于将来，

并呼吁“现在我们唯有一条生路。这条生路，

便是新作风。新作风需要我们创作能力去修

成它！”29)

2.3.3 博览会后的设计实践

西湖博览会后，名噪一时的刘既漂随即赴

上海与李宗侃合办大方建筑公司，投入了“美

术建筑”的商业实践。他深谙商业广告艺术，

“托友人在法国购买了当时最新颖的一辆汽

车，车的左边写上公司的名称、地点和电话

号码等，右边写上留法建筑设计师刘既漂、

李宗侃。顾客或朋友来访，都派汽车接送” 
30)，为公司做宣传。1932 年，大方建筑公司

增设南京公司，他受南京政界留法朋友南京市

长刘纪文和市建设局长魏道明的支持和引荐，

承揽了许多工程。31)1935 年，陈济棠借口抗

日，需要加强广东的国防工事，遂征调刘既漂

担任总工程师，除从事设计构筑防御工事（如

虎门要塞、兵房、防空壕等）外，还在广州

自办建筑师事务所。1941 年返回上海，与费

康和张玉泉协办大地建筑师事务所。

此段时间内，刘不再像 1928、1929 年那

样大肆发表文章宣传美术建筑，而是更集中

于实践。而其此间的实践，既不能像方案畅

想那般“纸上谈兵”、“随心所欲”，也不

能像西湖博览会场馆入口临时性展览建筑一

样着重于表现艺术性而不用太顾及实际用途。

26 上海县政府（1931年） 27 南京自宅（1935年） 28 仲元亭（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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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可知该时期的 3 个建筑作品——上海

县政府办公楼 32)、南京颐和路 9 号自宅 33) 和

惠州仲元亭 34) 中可以看出它们都未能表现出

如前述作品一般的明显的“美术”特性。（图

26-28）而其所从事的国防工事等“工程建筑” 
35)，则更无从表现“美术建筑”特性。

3 刘既漂“美术建筑”之解读

    在刘既漂所发表的各篇文章中对其“美术

建筑”理论的介绍并不系统。笔者在通览相

关文献后，利用西梅尔斯坦提出的理论解读

方法，36) 尝试从以下七个方面对其进行全面

解读 :“美术建筑”是什么？如何产生？目的

何在？如何达到目的 ? 目标听众是谁？如何

呈现与推广？效果、评价及影响如何？

（1）是什么？

首先，美术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美术

建筑之所以在建筑前冠以美术，是表明其与普

通建筑不同，而是一种艺术。37)“建筑可以分

为美术建筑和工程建筑、民房建筑、国家建筑、

宗教建筑、纪念建筑等数种。工程建筑的性

质完全是以实用为宗旨，其范围以桥梁、铁路、

工厂、马路河沟、民房、海港、炮台为限。” 

其次，美术建筑是一种新的建筑风格。美

术建筑由美术建筑家由艺术的立脚而创造地

一种建筑风格，它不为实用的缘故而影响作

风。美术建筑的本身，是艺术与科学两者合

作而产生的，同时利用就地自然界之赐，或

艺术家个性之表现，及时代思想之变迁而成。

作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产儿，美术建筑以艺

术本身为归宿，科学为附属品。这一作风既

不模仿西洋的，也不模仿中国古式的，而是

沟通中西建筑的精英而成的。它可以表现中

国的时代精神、时代思潮和民族个性。它不

独为个人所有，而是每个美术建筑师根据相

应的手法都可以去创造的。就刘既漂个人而

言，其风格特色是“用线的纯朴，造型的巍峨，

着色的俊丽”38)。 

再次，美术建筑是一种建筑创作手法。“美

术建筑”新风格的创作方式是利用西洋的物质

与科学创造表现中国民族个性的风格。主要是

装饰艺术和立体主义的处理手法调和中西建

筑：西方工程技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中国和

西方建筑精英为其提供调和对象；欧洲“装饰

艺术”及立体主义的设计手法如简洁、明快的

形体、阶梯形的体块组合、流线型的圆弧转角、

横竖线条的墙面划分、几何图案的浮雕装饰、

大胆热烈的用色等，为其提供设计手法；西

方几何学为其装饰图案的构图提供线条框架；

中西各国各种建筑风格如埃及金字塔、纸草

柱、哥特式花窗、中国反宇屋顶、中国装饰图

案与元素等，与自然元素为其提供创作素材。

通过针对不同项目进行不同元素的取舍、抽象

化处理与组合、装饰图案的设计、色彩的选

取填充来完成新风格的创作。这种创作手法

重视属于风格方面的立面、装饰、色彩及形体，

而对服务于功能的平面设计关注不够 39)。

最后，美术建筑是一种建筑思想或建筑

理论。“美术建筑”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筑思想。

它植根于西方“Architecture as a Fine Art”

的认知。40) 它认为是建筑是艺术的一种，是

进化的、革命的，是艺术中“民族性最完备

的表现”。中国古式建筑是中国古代的，西

方建筑是西方人的，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应该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风格，来表现我们的

时代精神和民族个性，以使中国建筑屹立于

世界建筑之林，并获得相应的尊重。

（2）如何产生？

刘既漂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美术建筑”

之路，一方面和其在欧洲接触的新艺术风格、

装饰艺术风格以及立体派等新建筑及艺术风

格有关，此外更多的是刘既漂自己的一种文

化自觉。他在欧洲的留学旅游经历使他掌握

了欧洲建筑发展的最新情况，进而通过对比

意识到中国建筑的落后，才矢志于建筑改造，

将建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刘既漂

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对

中国传统建筑基本持批判态度，他主张用西

方建筑的科学方法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新作风，

既不模仿西方的，也不摹仿中国古式的。他

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装饰艺术及立体主义中

国化”之路。深厚的中西绘画功底及其在欧

洲的广泛游历以及对于中外建筑史 41) 的认真

学习研究为其“中国装饰艺术”新风格的创

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目的何在？

刘既漂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完满人类的

生活，安慰人类的心灵，解放人类的精神。

而美术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其出发点是要“痛

改”中国传统建筑，调和中西艺术，通过改

良中国建筑，创造中国建筑的新作风，革新

中国新建筑的创作。其终极目标是通过新建筑

风格的塑造来“唤醒数千年来酣睡着的老大民

族”42)，“改变中国思想”43)，重塑国人与国格，

表达新中国新时代的新精神与新思潮。

（4）如何达到目的？

刘既漂认为要想完成能表现自己思想和

本国文化的美术建筑作风的创造要先经过介

绍西洋建筑和调和中西建筑这二步工作。其

本人也正是在践行着这两步工作。其所发表

的很多文章都是对欧洲建筑的介绍，而其设

计方案等则是对中西建筑的调和。他认为将

来中国新建筑的创作则要用科学的方法和理

性的精神去组织。大约可以分三大部分：（一）

建筑教育（二）建筑研究会（三）政府特设建

筑机关。刘认为欲创作社会性的新建筑作风，

非从办学着手不行。应该直属于国立教育机

关之下开设一艺术学校，由艺术学校附设建

筑一科；随后再成立各省美术建筑专门学校。

鉴于当前师资不足可从培养新式学徒做起。在

中国工程建筑学会之外成立中国美术建筑学

会，组织竞赛、展览、讨论等活动，并向社

会进行宣传，推动国内美术建筑之发展。至

于专门建筑机关由四部组织：建设部；保存部；

检查部和立法部。建设部由美术建筑专家筹

备计划国家建筑；保存部研究保存古代建筑

遗迹方法及实行管理全国古代建筑遗迹，修

理维持之；检查部由美术建筑专家和工程师

检查民众起造房屋之制图，及监督市政建筑，

同时调查民房现状；立法部研究建筑公法、

奖励、保护或限制等法规。

（5）目标听众是谁？

刘“美术建筑”的目标听众即宣传对象

主要有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建筑界人士和普

通社会民众。

刘学成回国后直奔首都南京，立志要将美

术建筑运用了首都的建设之中。从其发表的相

关文章和设计的方案中，可以明显得看出向南

京国民政府宣传美术建筑的倾向。他认为“南

京建设便是中国新文化表现之发缘点。”“希

望今后的建筑，借着这个机会，寻求一条新路

出来。”44) 具体可以措施有三：组织建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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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www.flickr.com/；

图5a、b：参考文献[3]；

图5d：参考文献[17]；

图7～13：参考文献[10]；

图16a、17～19、22、25：参考文献[15]；

图16b：参考文献[13]；

图20、21、23：http://taste.xh-expo.com/photo.

html；

图24：http://www.997788.com/；

图26： http://www.shtong.gov.cn/；

图27： http://www.xici.net/d37118883.html；

图28：http://bbs.xizi.com/thread-1937607-1-1.

html。

注释

1）参考文献[1].

2）参考文献[6].

3）参考文献[4]、[11].

4 ）参考文献[14].

5）刘既漂本人也曾经表示在西湖博览会设计中

“虽然煞费苦心也仍不能表现自己的思想十分之

一二”。参见:注释 38).

6）李风.旅欧华人第一次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大会之

盛况(巴黎通信).东方杂志,第16号,1924.

7）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3月份成立，原计划中有建

筑系，因师资不足，暂未开办.

8）参考文献[8].

9）刘开渠.美术建筑——介绍刘既漂先生. 载于文献

[10]:12-16.

10）林钧南.刘既漂人物传记.兴宁年鉴.1996年

11）同注释9)

12）孙福煦.水面上的圆痕向着无限扩大——介绍建

筑师刘既漂先生. 载于文献[10] 

13）同上

14）同注释9) 

15）1928年上海建筑师学会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

刘既漂经刘福泰、赵深介绍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

16）孙福熙，绍兴人，现代散文家、画家。1920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

习绘画和雕塑。1925年回国后，主编《北新》半

月刊，编辑出版《贡献》杂志，时任国立艺术院教

授。参见：http://www.sxyz.net/wangzhan/zjc/zj/

new_page_12-13.htm

17）据刘开渠文章发表的时间及刘既漂回国时间来

推测，这些方案应该是在1927年回国后到1928年初

创作。另，刘既漂在1928年《南京改造》的文章中

门人才设计委员会；组织一个由政府直辖的实

地建设工程部；组织一个建筑文法部。他反

对南京聘请美人计划一切，认为这是中国文

化上的大耻辱；他认为首都建设应由中国人

主持 , 以表现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个性。他有

针对性地为南京设计了一些列国家建筑方案，

包括国民政府拟图（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署）、

国家图书馆、美术图书馆、醉月亭和烈士祠等。

刘认为建筑事业因其社会性而需要人们

互助而成，所以他极力向建筑界人士宣传美术

建筑，希望建筑界人士关注美术建筑，并呼吁

建筑界人士联合起来，百折不回地去创作新的

建筑，以之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大部分工作。

鉴于国内普通民众因教育不普遍之原因

而总以为工程就是建筑，对美术建筑一无所知

的现状，刘也向普通民众宣传美术建筑。希

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进而使之得到广泛推广。

（6）如何呈现？

刘对美术建筑的呈现主要通过发表文章、

发表设计方案、参与博览会设计、参与设计竞

赛、举办展览和投放广告等方式进行，以宣

传美术建筑并扩大其影响力。刘回国不久后

即发表文章提倡创造中国的新建筑。此后又

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对南京改造发表看法以期

引起当局的注意，希望被委以重任；此外还

设计并发表了政府拟图等方案并参与广州市

府合署竞赛，希望得到当局认可。前往杭州后，

先是在《贡献》建筑专号宣传自己，之后又结

识“知音”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程振钧而获得了

博览会重要设计任务得到国内第一次表现“美

术建筑”的机会，义务设计半年。设计完成后

于连续在杂志报纸上刊出自己的设计并受 “一

见如故”的庄铸九邀请在《旅行杂志》第 4

期推出一期建筑专号。之后还利用西湖博览会

在《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文章宣传美术建筑。

此外还开办个人展览会并参加艺术社展览和

全国美展宣传自己。此后开办上海大方建筑

设计公司除登报做广告外还在汽车上做广告。

（7）效果、评价及影响如何？

刘的“美术建筑”并未得到国民政府、建

筑界与社会人士的广泛认可。国民政府并未采

纳其政府拟图等方案；建筑界也对其美术建筑

几乎没有反应；社会界则有人对其提出质疑，

如其“美术建筑”的概念曾受到了姚赓夔的

质疑。45) 至于其西湖博览会的设计，时人也

是褒贬不一。褒奖如：“进口大门仿宫殿式，

魁宏伟丽，可叹观止；馆所进口，壮丽悦目。” 
46)“他带来法国新兴的立体图案。他在西湖大

兴土木，把他那一套图案应用在‘西湖博览会’

的会场装饰上，使人耳目一新。”47) 贬低如：

其设计的西湖博览会纪念塔，因过于“现代”

而被林语堂批评为“丑陋不堪，十分碍目，

落在西子湖上，真同美人脸上一点烂疮”，“常

看之眼会生疔疮”。48)

总之，刘的影响更多得是停留于美术界，

其对建筑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4 结语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这一复杂多变的摸索

期内，保存与改革中国传统建筑、引介西方建

筑以及调和中西建筑是具有文化自觉的中外

建筑师都在孜孜不倦思考的难题。刘既漂受

欧洲新艺术、装饰艺术及立体主义等新设计

风格影响，坚信建筑的艺术性，矢志于通过

调和中西达到中国建筑的改造。他极力宣传

“建筑是艺术”，并试图建构起一个“美术

建筑”的理论根基、一个“美术建筑家”的

职业身份、甚至一个“中国美术建筑家研究会”

的组织机构。他致力于扮演一个中国新建筑

风格创造者的形象，多次在杂志上大声疾呼，

呼吁中国建筑界联合起来，克服困难，创作

一种属于中国的，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新作风。

刘既漂的理论没有引起当时中国建筑界的太

多注意，其政府拟图也没有得到当局的采纳，

其试图涵盖所有建筑类型的“美术建筑”方

案设想从未实现。虽然西湖博览会建筑给人

眼前一亮，但是在投入商业实践后便陷入沉

寂。他致力于创造一种“中而新”的建筑风格，

但却因形式与手法过于西方化，而被认为是

“西而新”派的代表。49) 其尝试建构的“美

术建筑师”的身份也未得到广泛认可，他的

身份在美术建筑师、艺术建筑师、建筑师和

艺术家之间漂移不定。其建筑理念与建筑风

格也并没有人们在形式上更加熟悉的墨菲式

的“适应性建筑”50) 容易理解和受欢迎与欣赏。

“混合西方材料于中国式样”51) 或者说是“调

整西方建筑结构标准以适应东方审美原则”52)

的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一直占据着当时中国

建筑界的主流。而刘既漂的“美术建筑”理

论始终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应声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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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京将来计划的美术建设中有：革命纪念碑、

博物馆、国立展览会场、国立戏院、国立图书馆

等。可见，当时即有可能在进行这些方案的创作。

参见参考文献[10].

18）同注释9）.

19）同注释9）.

20）同注释9）.

21）同注释9）.

22）同注释9）.

23）同注释9）.

24）西湖博览会报告书.转引自:周德华.西湖博览会

与丝绸:纪念西湖博览会70周年.丝绸.1999年第1期

25）由于时间及经济原因，西湖博览会场馆未能

全部新建。部分馆所借用了官房别墅。博览会设置

八馆两所，八馆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

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两所

为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其他重要的建筑有大

门、大礼堂、跳舞厅等。参见: 徐旭来．西湖博览

会筹备之经过.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28

26）文献[16]

27）刘既漂.美术建筑与工程. 载于文献[12]

28）同上.

29）前引,刘既漂.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与未来.《东

方杂志》，27卷2号，1930.1.10

30）参考文献[9]

31）据参考文献[9]记载，刘既漂“不仅为国民政

府大院设计一栋现代化的设备齐全的接见外宾的大

厦，而且设计改造了南京市的好几条大马路，还在

南京市郊设计承包兴建了许多别墅。”但除去颐和

路9号自宅外，其余项目具体情况尚未查明。

32）http://www.shtong.gov.cn/，另据:张乃清，上

海闵行本土文化研究·春申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9:294.

33）颐和路9号和刘既漂.载于:http://dsb.njgl.gov.

cn/art/2011/1/11/art_1747_950129.html

34）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志.中

华书局,2007.6：980.插图中的仲元亭为1987年修

葺后，现该建筑已因城轨工程拆除，准备竣工后原

址原貌重建。

35）刘既漂及其友人在阐释“美术建筑”时，着重

与“工程建筑”进行了区分，来强调“美术建筑”

的艺术性。参见参考文献[10].

36）西梅尔斯坦（Jerome Himmelstein），美国著

名私立文科大学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梅隆”社会学教授（Andrew W. Mellon Professor 

of Sociology）。如何阅读理论是其课程中的一部

分，相关讲义参见参考文献[19].

37）同注释27）

38）李朴园，美化社会的责任由你去担负！.载于文

献[10]

39）这一点可以从其设计方案中多见透视、立面设

计而几乎不见平面设计看出。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

料，刘的设计方案中包含平面的仅见“国民政府署

平面总图”（图5d）一张。

40）参见参考文献[6].

41）1928年《贡献》刘既漂专号的介绍刘既漂的文

章中提到刘既漂研读西方建筑史，回国后刘既漂又

对中国建筑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国美

术建筑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即是明证。

42）林文铮，所寄予刘先生.载于文献[10]

43）同注释9）.

44）参见参考文献[2].

45）参见：姚赓夔.什么是美术建筑——质刘开渠先

生.民国丛书，第三编:58.该文是对刘开渠介绍刘既

漂的文章《美术建筑——介绍刘既漂先生》一文的

回应。

46）徐旭来．西湖博览会筹备之经过.东方杂志，第

26卷第10号．1929.28

47）雷圭元.图案教学的回忆 载入：萧峰. 艺术摇篮 

浙江美术学院六十年.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03：60-61转引自：文献[11].

48）前引自《春日游杭记》，后引自《论中西

画》。两文皆收入《我的话 行素集》. 时代图书公

司，1936.

49）张玉泉、张傅等熟知刘既漂的人都称其为“西

而新”派。参见：张玉泉，“中大”前后追忆,收入

杨永生, 建筑百家回忆录.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0： 43；张傅. 从东北大学到中央大学，建

筑师.1992,48期:85页.

50）关于墨菲的“适应性建筑”理论，详见参考文

献[18]

51）“blending Occidental materials into Chinese 

style”.引自：TIME .Monday, Oct. 29, 1928. 参

见：http://www.time.com/

52）“adaptation of western structural standards 

to eastern esthetic principals”.引自：TIME. 

Monday, Oct. 14, 1929.参见：http://www.tim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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