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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后半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改革，之后法国经济繁荣兴盛。路
易十四时期是法国文化史上最富创意的“伟大时期”，各领域大师辈出，
法国国力也达到颠峰。

法国建筑的古典时期：法国理性主义建筑以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1613—1688 年）的创作开始。
佩罗认为，建筑学有“自然美”与“人为美”之别。“自然美”依赖建筑材料的品质、施工工艺、房屋规模、
装饰以及对称等价值标准。而“人为美”则依赖于诸如比例关系、形体、轮廓等特性。

卢浮宫东立面（1667—1674 年，克劳德·佩罗）
巴黎荣军院（1680 年，利贝拉·布鲁昂和 J. H. 芒萨尔）
凡尔赛大特里阿农宫（1687 年始，J. H. 芒萨尔）

1648 年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于巴黎成立
1687 年，英国数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 年）发表《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年）致力于探寻政治学的自然法则

1715 年，路易十五继承王位。整个 18 世纪，启蒙运动对法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科学领域发生了彻底变革，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希望能像牛顿
发现万有引力理论一样，找到治理社会的自然法则。

建筑设计应当回归原始、古典式单纯，应该使用功能性的而非装饰性的柱式来取缔不必要的装饰。
洛可可时期 ：法国洛可可源自一种精致而优雅的室内装饰风格。其特点是运用非对称的阿拉伯图案，采用
C 形或 S 形曲线。在 1735 年左右，洛可可风格发展至巅峰。

法国巴黎苏比斯府邸（Hotel de Soubise，1704—1707 年 )
热尔曼·博夫朗（Germain Boffrand，1667—1754 年）

1720—1968 年间，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下属的建筑学院定期举办“罗马奖”设计竞赛，
其目的是为设计宏伟的公共建筑提供新思路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 (1715—1774 年 )，法国专制皇权日趋衰落。此时，
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 , 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
西班牙为另一方，爆发了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法国丧失了北
美与印度的殖民地。

新古典主义 ：1753 年，马克·安东尼·洛吉耶（Marc Antoine Laugier，1713—1769 年）神父发表
著作《论建筑》。书中强调建筑柱式的结构性逻辑，并提出“棚屋作为建筑本源”的思想。

凡尔赛的小特里阿农宫（1762—1768 年，A. J. 加布里埃尔）
圣·热纳维埃芙大教堂（1757—1791 年）
，即现在的先贤祠

1776 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路易十六支持北美 13 个殖民地反抗英国
统治。然而在 18 世纪 80 年代，法国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虽然实行
了数次财政改革，均遭失败，最终导致大革命爆发。

18 世纪晚期，法国发展了浪漫古典主义建筑思想。一些学者开始强调风景对人的感观和灵魂的影响力。
建筑理论中也出现了轻理性重情感的特征。人们亦将此类建筑风格称为“幻想风格”（或革命风格）。

巴黎奥德翁剧院（1779—1782 年，M. J. 佩雷与查尔斯·德·威利设计）
牛顿纪念堂方案 (1784 年，部雷 )
赛南门皇家盐场总平面图及行政管理楼 (1775—1778 年，勒杜 )

1789 年，大革命在法国爆发，君主专制制度废除。1792 年，法国历史上第
一个共和国成立。1793 年 1 月，路易十六因叛国罪被砍头。1794 年，罗伯
斯皮尔与他的同盟者倒台。督政府开始掌握政权。1799 年，拿破仑发动雾月
政变取得政权，他以第一顾问的名义统治法国。

第三位“幻想风格”的建筑师代表是让·雅克·勒克（Jean Jacques Lequeu，1757—1826 年）。由
于大革命爆发，他未获得实践机会。勒克曾著作《民用建筑》（Architecture Civil）一书，书中的建筑插
画体现轮廓鲜明的几何特征。

绍村（Chaux）理想城设计方案：卢河（the Loue）管理者用房，
出自勒杜的《关于艺术、道德与法律的建筑》，1804 年出版
猎场大门方案（让 - 雅克·勒克）

1789 年，法国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804 年，拿破仑颁布《民法典》
，同年 12 月正式加冕为皇帝。1812 年，拿
破仑决定远征俄国，但军事失败。1814 年，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与俄罗斯
建立同盟，并在法国边境集结兵力。同年，拿破仑战败被迫退位。

19 世纪初，龙德莱与迪朗对法国 18 世纪理性、功能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做了归纳与总结。二人将建筑简
化为两个基本概念 ：结构与几何形式。迪朗认为，建筑学是一种推理过程，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解
决问题的方法。他在著作中提出了几何学与设计的严格标准。

巴黎马德莱娜教堂 (1806—1842 年，皮埃尔·维尼翁 )
巴黎证券交易所（1807—1825 年，亚历山大·西奥多·布隆尼亚）
巴黎卡鲁索凯旋门，俗称小凯旋门（1806—1808 年，P. F. L. 方丹）

拿破仑在位期间（1799—1814 年）

1815 年，拿破仑被流放，波旁王朝复辟。同年，拿破仑逃出囚禁，重返法国。
1815 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路易十八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下登基。数年后，
路易十八逝世。1824 年查理十世登基。

1815 年，考古学家、建筑理论家卡特勒梅尔·德·坎西（Quatremére de Quincy，1755—1849 年）
发表《奥林匹斯山的朱庇特 ：古代雕刻艺术》，引发了建筑界关于色彩使用之讨论。在德·坎西的支持下，
盖伊·德·日索尔 (Guy de Gisors，1762—1835 年 ) 等人建立了一套建筑设计的程式，体现一种简练的、
体现公正与社会秩序的古典风格。

巴黎德洛雷特圣母教堂（1823—1936 年，勒巴）

1816 年，法兰西皇家建筑学院（创建于 1671 年）与法兰西绘画和雕塑学院、法兰西音
乐学院合并为国立艺术学院

1830 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诞生了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掌权。此后，
法国重整旗鼓第二次开拓殖民地，在非洲、印度等地确立了法国殖民势力，后
于 1869 年挖通了苏伊士运河。

1827 年，希托夫推翻了关于古希腊艺术单纯且无色彩的观点，引发了人们对彩色装饰之争论。这些激进
的浪漫主义者被称为“新希腊主义者”
，追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傅里叶设想了一种能够反映社会和
谐的“建筑单元”
。浪漫理性主义者继承了 18 世纪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们对待哥特式结构的观点 , 并证实了
哥特式建筑的结构原理。

巴黎圣·热纳维埃芙图书馆（1843—1850 年，拉布鲁斯特），该建筑
被公认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是最早采用铸铁的公共建筑之一
阿哈扬神庙立面图，纪尧姆·阿贝尔·布卢埃绘制
马赛·圣玛丽大教堂（1845—1893 年，拉布鲁斯特）

1848 年 2 月，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国王路易·菲利普出逃，七月王朝覆灭。
接着，法兰西成立第二共和国。同年 9 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当选总
统。1852 年 12 月，路易·拿破仑加冕为皇帝，号称拿破仑三世。

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建筑思潮的另一种表现是哥特建筑复兴运动。建筑理论家维奥莱·勒·迪克认为，
哥特建筑的每个构件都能够找到其功能解释。他希望从哥特式建筑中找出一套可用于 19 世纪的设计原理，
并且以现代材料（如铸铁）来表现。

巴黎·圣欧仁教堂（1854—1855 年，L. A. 布瓦洛），教堂内部采用
纤细的铸铁柱子、拱顶肋，甚至窗饰也是铸铁材料

1852 年，拿破仑三世改国号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二共和国结束。拿破仑三
世稳定了法国政局，并推动经济发展。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发展成为欧洲的工业大国。1870 年，
法国与普鲁士交战，
拿破仑三世战败，
被俘。
第二帝国结束。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规划的组织者巴龙·欧仁·乔治·奥斯曼将这座古老的历史城市变成了一个宏伟壮观
的帝国首都。它既能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使得贸易、工业和交通获得新发展，并且通过消除贫民窟，提升
了城市生活环境。

巴黎塞瓦斯托波尔大街（1858 年），以奥斯曼式的林荫大道贯穿巴黎核心区
巴黎歌剧院（1862—1975 年，夏尔·加尼涅）

1870 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法国出现过
一个短暂的政权——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国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
1940 年法国被德军占领为止。

1878 年、1889 年以及 1900 年的巴黎成功举办了三届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展示了多项新技术与新材料。
特别是在 1889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法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在建筑与设计方面的创造力，一种非传统
的、令人惊讶的突破。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高达 300m 的铁塔 ；建筑师费迪南·迪泰尔等人
设计了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铸铁拱结构建筑——机械馆。

巴黎布丰公立中学（1885—1888 年，沃德雷莫）巴黎埃菲尔铁塔 (1889
年，埃菲尔 )
1889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机械馆（1886—1889 年，毁于 1905 年，
费迪南德·迪泰尔等人）

1871 年，普鲁士军队撤离后，巴黎发生了暴动，随后成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与凡尔赛的
第三共和国政府进行对抗，后失败

19 世纪晚期与 20 世纪初，法国开始了以电力为重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法
国工业获得显著进步，航空与汽车工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然而，法国的经济
发展与同期美国、德国、英国相比，仍显缓慢。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战期间 (1914 — 1918 年 )，法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人员伤亡。

世纪之交，建筑师们将美术学院的建筑理念带入 20 世纪，以维克多·拉卢（Victor Laloux ,1850—
1937 年）为代表。维克多热衷于运用金属材料进行建造，然而却谨慎地将之隐藏在古典风格的石材立面
之后。作为理论家与实践者，拉卢是“美好时期”（20 世纪初至一战结束后、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
学院派最具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新艺术运动以自然主义为出发点，模拟弯曲的植物形态或采用有机形式，
采用铸铁和玻璃等现代材料来表现。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钢筋混凝土技术开始应用于建筑中。

巴黎小皇宫（1896 —1900 年，查理—路易·吉罗）
巴黎圣·让·德·蒙马特教（1894—1902 年，阿纳托利·德·博多）
巴黎圣心学校 (1895 年，赫克多·吉玛尔）
巴黎香榭丽舍剧院（1913 年，奥古斯特·佩雷）

1900 年，巴黎首条地铁建成运行（1898 年— ）
1906 年，法国画家保罗·塞尚（1842—1906 年）逝世，他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
1907 年，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绘制了油画《亚威农的少女们》（1906 年— ），标志现代绘
画艺术“立体主义”的开始（—1925 年）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成为战胜国。1920 年，国际联盟正式
成立（—1946 年）
，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法国经济复苏，
文化艺术等领域尤为繁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年轻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秉承了建筑能够对社会产生教育性影响这一理念。先
锋派的建筑观点认为，建筑应该有益于人，并承担作为精神与社会改革的工具之功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艺术装饰风格在法国盛行。最富影响力的建筑作品当属夏乐宫（1935—1937 年）。同时期，保罗·图尔
农（Paul Tournon，1881—1964 年）以采用钢筋混凝土技术建造教堂而闻名。

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新精神馆”（1925，勒·柯布西耶）
巴黎近郊普瓦西的萨伏伊别墅（1928—1929 年，勒·柯布西耶）
巴黎－玻璃屋（1928—1932 年，皮埃尔·夏洛）
埃皮奈－上－塞纳圣母院 (1931—1932 年，保罗·图尔农 )

1918 年，艺术家奥占芳与勒·柯布西耶举办画展，同时发表文章《立体主义之后》
1920 年，《新精神》杂志在巴黎出版发行
20 世纪 20 年代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1925 年在巴黎举办的现代工业暨装饰艺术博览会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 年，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求和，遂成
立维希政府。1944 年，巴黎被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建设项目相对较少。战争结束后，许多遭受战争破坏的城市急需重建。然而，
建筑理论方面没有发展。奥古斯特·佩雷获得重要委托，为勒·阿弗尔等地的城市核心区进行重建。

二战结束后，戴高乐将军领导临时政府。

二战结束后，勒·柯布西耶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他放弃了早期的纯净形式，开始采用乡土材料
和裸露粗糙的混凝土，并明确有力地表现结构。

1946 年，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辞职。法国通过了新宪法，法兰西第四共
和国宣告成立（ —1958 年）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掀起了大规模住宅楼群和住宅区的建设高潮。
其建筑原则是基于一种功能分区和空间分割的城市化方法。同时，也在城市尺度上对建筑进行思考，如公
共空间的界定、建筑元素之间的联系、对自然及环境要素的关注等。

1958 年，
法国政府发生危机。戴高乐迅速成立紧急政府，
并通过新共和国宪法。
同年 12 月，戴高乐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1969 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倡议兴建一座现代艺术馆以纪念戴高乐总统在二战中抗击纳粹德国的功绩。
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英国）与伦佐·皮阿诺（意大利）合作提交的方案以其未来主义风格的机器般造型、
灵活的功能空间布局脱颖而出，获得项目委托。

巴黎戴高乐机场航站楼（1967—1974 年，保罗·安德鲁）

1967 年欧洲共同体成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
法国总统由弗朗索瓦·密特朗 (1981—1995 年 )、雅克·希拉克 (1995—
2007 年 ) 以及尼古拉·萨科齐 (2007—2012 年 ) 相继担任。2012 年 5 月，
弗朗索瓦·奥朗德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

在当代，最引人瞩目的要属“浪漫未来主义”倾向的建筑创作，即将浪漫主义与未来主义相互融合。第二
个值得注意的流派具有“浪漫的现代”倾向 , 采用精致的高科技建造手段，但在整体上又有现代主义的单
纯与抽象特征。第三个流派为“新现代派”，希望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建筑艺术。第四个流派有“塑性表
现主义”倾向，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为其代表。第五个派别，即“解构主义”倾向。

阿拉伯世界文化研究中心 (1981—1987 年，让·努维尔 )
卢浮宫金字塔入口（1984—1989 年，贝聿铭）
巴士底歌剧院（1984—1989 年，Carlos Ott）
法国国家图书馆（1989—1995 年，多米尼克·佩罗）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
1993 年，欧洲联盟建立

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创始人为伏尔泰（1694—1778 年）及孟德斯鸠（1689—1775 年）
让 - 雅克·卢梭（1712—1778 年）是倡导政治平等的最著名思想家，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
（1762 年）影响最为广泛

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1 年）

法国发生二月革命 (1848 年 )

1863 年，拿破仑三世准予皇家美术学院独立于政府。学校更名为“巴黎美术学院”。

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担任建筑设计等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讲授《现代西方建筑史》理论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 “
世界
等，代表著作为《世界现代建筑系谱纲要》
。 年
”
( 表提供者 )

1981 年至今

建筑思潮

世纪西方前卫建筑 、
建筑空间构成
现代建筑系谱 、
”“20
”“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社会背景

刘文豹

第四共和时期

主题／法国建筑实践 french architectural practice

法国近现代建筑思潮

年代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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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公寓（1947—1952 年，勒·柯布西耶）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
（1953—1958 年，
伯纳德·路易斯·泽尔菲斯等）
法国国家工业与技术中心（1956—1958 年 , 伯纳德·泽尔菲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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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勒· 佩 罗 丹 于 1970 年 在 里 昂 的“La
Martinière” 学 校 学 习 工 程，1977 年 开 始 就
读 于 里 昂 建 筑 学 院。 他 的 建 筑 中 从 来 不 乏 自
己 独 特 的 思 考。 他 痴 迷 于 研 究 乡 土 建 筑 以 及
人、 环 境 和 居 住 地 之 间 的 关 系， 这 主 要 受 在

吉勒·佩罗丹

André Ravéreau 工作室的经历的影响（André
Ravéreau 在 M 'zab Algeria 生活工作，曾获得
阿卡汉建筑奖最高奖）。

吉 勒· 佩 罗 丹 设计的一座极具超前性的房屋于
1980 年获得欧洲新能源竞赛一等奖。他还曾参
与反对西方消费至上的运动，为其奠定了自身建
筑风格的根基——运用泥土、木材等自然原材构
筑建筑。

受路易·康建筑设计的启迪，吉勒·佩罗丹将自
己的建筑同传统古老的建筑方式和理论相结合。

Gilles Perraudin studied engineering at the
school of “La Martinière” in Lyon (1970), and
then begins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Lyon
(1977). During this training, he never sepa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uild.
Fascinated by th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the man / environment / habitat, it will make a
decisive experience in the workshop of André
Ravéreau (Grand Prize of Architecture of the
Agha Khan) who lives and works in the area of
M ‘zab Algeria.
In 1980, he won the first contest of European
Solar passive with a house that already contains
all the principles that fi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future projects.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that rejects Western consumerist model, Gilles
Perraudin sets the foundation for an “architecture
located.” He realizes houses using mud, wood
and materials from the standardized shed
construction, forming the basis for a constructive
corpus.

Lantern Cergy-Pontoise 学校和里昂建筑学院
的建设开启了他工作的新领域 ：作品的实体特征
让位于它的精神风貌和诗意表达。吉勒·佩罗丹
事务所追求一种尊重自然、节约资源的建筑方式。
随着在 Nizas 小城中 Chai Aurelles 的建设，吉
勒·佩罗丹重拾最常见的一种自然材料——石材。
这种材料也将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

204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e architecture of
Louis Kahn, will allow Gilles Perraudin reconnect
with large model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a traditional French rationali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of Lantern Cergy-Pontoise and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Lyon evoke a new
dimension to the work of Gilles Perraudin: the
creation of a place wher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work gives way to spiritual inspiration and
poetic. The agency pursues a “research patient”
based on respect and resource economics,
the use of natural materials, thereby reducing
energy expenditure, which will become a
recurring leitmotif of this attitud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i Aurelles to Nizas
(1996) and Gilles Perraudin implementable
gives a natural material of the most common:
the stone, which will take up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his later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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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UILDING STONE

但是乡土建筑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 ：材料和建

主题／法国建筑实践 french architectural practice

周期，并无限循环着。

我们经常使用的石头，其能源消耗很少。参观采
石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这些生产建筑材料的“工

筑技术。同样由于能源短缺，人类会使用诸如

建筑石材的阐释说明

泥土、木材、稻草、石头等天然材料。这些材

生产零消耗 = 绝对低碳

料 的 优 点 是， 天 然 存 在 并 且 很 少 需 要 再 加 工，

地球活动产生石头，不需要消耗矿物燃料。它们甚

再者就是主要依靠人力。由于缺少人力，人们

至实现了二氧化碳零排放，因为他们能够吸收二氧

石雕

往往选择那些需要花费很少人力的材料。这些

化碳。

简易的手工锯便可以将石头切割出想要的尺寸。

厂”很整洁、安静，并且对环境无污染。

用来为刀片降温的水是整个循环中的一部分。

材料的具体特质决定着它们的不同用途。气温

文 / 吉勒·佩罗丹

变化较大的环境中使用结实厚重的材料，反之

我们运用的主要有沉淀产生的石灰岩，这些石头

则使用轻型材料。海岸地区或者需要通风的地

来自于海洋。浮游生物吸收大气和动物呼出的二

建筑原则 ：干砌法

区更多地使用木材和稻草。像石头和泥土这样

氧化碳，形成他们的骨架或者壳体。空壳和骨架

我们使用简单的托举方式。石材建筑十分灵活，

高惯性的材料更多地被运用到气温变化较大的

在海底沉积，是沉积岩的起源。这些沉积岩出现

石块一个一个堆砌，并用石灰接缝（图 2）。因为

内陆地区。气候的季节变化同样影响这些材料

在曾经是海洋的地方。大海能够吸收平均每人每

使用干砌，所以建造过程很快，用水量也很少。

的运用。较轻的木材和稻草被广泛应用于优质

年 2 吨的二氧化碳。这个比例还不足以说明人类

整个场地安静而整洁。

的低惯性设备中。用做遮光幕的木质绿廊便是

活动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平均每人排放的二氧

一个例子（图 1）：它们创造了一种凉爽的微气

化碳量越来越多，温室效应也越来越严重，从而

巨大的热性能

候以提供舒适的夏季居住空间。

导致地球升温。

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石头的价值，因为它能够促进
能源节约。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使用自然材料。据此我们建造

火山喷发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岩石——火山岩。火

了压实土制成的住房。这种传统的“土培”技术

山喷发产生的石头数量巨大，火山喷发将促使一

使用的沉积岩气孔较多。这类岩石可以从大气

被应用到里昂地区。这些住房已经有 30 年的历

个岛屿形成。在那不勒斯地区，人们使用火山灰

中吸收水分，水分的蒸发遏制岩石吸收更多的

史，而且状态很好。在它们身上看不到任何需要

凝聚之后形成的凝灰岩。又如，公元 79 年，维

水分，从而为围合的空间带来清新空气。但是

3

环境保护

样的？乡土建筑是一种能源资源消耗（包括矿物

空间组织与当地的微气候紧密地连系起来，体现

维护和保养的表皮，因为它们根本不需要。基地

吉勒·佩罗丹工作室 30 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建

燃料）较少的社区建设。这些建设为可利用资源、

的正是这种原则 ：房屋中的房屋。为了防御严酷

“天然”而没有任何的保护层。这种方法给了墙体

筑研究中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首要目

材料和能源的有效管理提供了解决方案。这是前

的气候环境，建筑师或住户会随着气候影响的强

“呼吸”的空间，创造了一种拥有自然热液的舒适

标是使建筑对我们的生活和地球造成的负面影响

工业时代。这些建筑案例代表一种用之不竭的资

弱依次构筑一系列的结构框架，将房屋的中心后

居住空间。再加上惯性，它便是一种无需空调便

开发 ：能源消耗低

要消耗任何的能源。白天石头吸收热量，晚上

最小化。这种方式不能与所谓的绿色建筑学中的

源。20 世纪 70 年代的几位建筑师（哈桑·法赛，

移以防热防寒。最终创建了一个能源消耗小、空

可保证舒适夏季的自然、零能耗的方法。

开发石头需要的能源很少，几乎没有。石头源自

刚释放热量。在气温变化较大的内陆地区，石

“绿色建筑”相混淆。消耗大量水资源的非环保

André Ravéreau…）为我们展示了这样具有启

间舒适的房屋。我们的祖先不节约能源，这是一

岩石表面的退化，不需要能源消耗，只需弯腰从

头的这种功效意义尤其深远。

建筑带来的是乏味的单调生活和对无知公众的误

发意义的例子。乡土建筑是零能源消耗方法，应

种消极的回应。我们使用外部安装百叶窗的科尔

在多次尝试使用泥土、木材等自然材料之后，我

地上“撷取”这些石头。它们聚集到一起以“脱离”

导……

该引导今天的我们远离会对地球生活造成威胁的

内巴略式阳台来延展空间，这种住宅项目尤其体

们认识到，石头集聚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所有可

耕地用地。阿普利亚和罗泽尔的石顶屋，从地基

回收利用

气候变化。

现了这一原则。事实上，阳台百叶窗的开合营造

持续发展的特质。

到屋顶均使用石头，这展示了石头蕴藏的巨大能

最近 50 年以来，包括钢筋混凝土在内的建筑的

量和无尽的可能性。

回收利用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建筑的生命周期

了一个变化气候的缓冲空间，从而构成一种保护

我们的工作基于两个节约能源的原则，这也是最
主要的建筑原则 ：1. 组织空间，保护彼此，家庭

性的微气候。

石材的舒适性在于其巨大的热惯性。它们能够

于整个勃朗峰。

产生一种“递温”效应。经过夜间的累积，石
头能够在白天进行净化，它们的净化功能不需

石头建筑

有限，
“复原”则需要消耗过多的资金和能源。再
生商品价值低廉且溯源性差。

住宅和微气候的地区原则。2. 运用低碳材料。因

“乡土”意指使用者自己生产所需的物品（日常用

想要发现它的特质，我们需要查看“灰色”石头

此我们大部分项目使用的都是诸如泥土、木材和

品、工具、住宅……）。如此生产出的商品不需要

的能量（材料和建筑过程）。这种能量是衡量环境

石材等材料。

进行商品叫唤，因为这些商品的制造属于自给式

可持续发展态度的唯一尺度。蕴藏的能量是一种

从时间的起源开始，石头一直都是可循环利用的。

生产的经济模式，生产它们仅需要很少的能源和

材料在其生命周期中支出的所有能量，换而言之，

历史上有很多从古老建筑“借”出来的石材建筑。

曾经有人提议运用附加装置来利用太阳能、风能

附近容易获取的原料。它们的美体现在形式、材

从它的起源、生产、使用、维护和最终的循环再

以下涉及的仅仅是那些最有名的建筑实例。埃及

等可再生能源。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抛弃了这

料和用途的完美配合上。但是为什么乡土建筑是

利用，查看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石头。

吉奥普斯金字塔的石头“消失不见”，其实是被

些复杂的设备 ：它们中的大部分，消耗的能源比

灵感的源泉呢？因为，尽管我们当前的建筑生产

产出的能量还多。它们的生命周期有限，回收过

对乡土词汇的定义不够清晰，但是我们相信这样

无限资源

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古罗马广场，每一座新的石

程也是问题百出，光电管也是这种情况……

的方式可以被看作一种现代乡土观念。

人类可利用的石头沉淀物最容易获取，这也意味

头建筑都是一个新生涯的开始。在地球上已经历

着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但是石头是一种无限资

经数十亿年的石头在建筑中也不会改变自身的特

用来修建开罗宫殿。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理

我们的环保选择，应是消耗最少的能量建设和维

这种建筑未经建筑师雕琢，但是充满智慧。首先，

源，因为地球是石制的。地心被一种火山喷发的

性，它们可被无限地循环利用。我们只是借用了

护，并且是自然的，因此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本土

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条件。朝向太阳，利用风力。

液体岩浆包围。在地心之上是一层薄薄的被称为

地球的石头，当人类不再存在之时，这一切还会

和传统建筑上。

或者反过来，保护自己 ：创造阴凉、背风的环境。

“岩石层”的固体膜。我们生存的地层是由岩石组

完好无损地回归地球。还有哪种材料比石头更加

我们有几个项目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德国赫内

成的，这个固体膜平均厚度达 100km。从岩石

什么是乡土建筑？现代版的乡土建筑又该是什么

206

乡土建筑和乡土建筑秉承的原则

苏威火山喷发释放了将近 4km 的火山灰，相当

尔的塞尼峰学院通过空间之间的咬合，将建筑的

图1

层获取的石头最终又返回其产地，开始新的生产

环保呢？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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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museum in
Patrimonio, Corse
科西嘉Patrimonio 葡萄酒博物馆

项目名称 ：科西嘉 Patrimonio 葡萄酒博物馆
设计者 ：吉勒·佩罗丹建筑事务所
设计团队 ：Gilles Perraudin，Elisabeth Polzella，Delphine Blanc，Romain Crozetière，Carine Midoun，Nobouko Nansenet
委托人 ：Patrimonio 城镇
项目地点 ：法国 科西嘉
建筑面积 ：项目面积 400m2、室外空间 700m2
建成时间 ：2011 年
摄影 ：Dema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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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在 Patrimonio 城镇内外扮演着领导与沟通的重要角色，这就要求它能够容纳较大的游客量，尤其是在夏季的旅游旺季。此外，葡萄酒博物馆还承载着
赞誉人们与其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厚望。出产的美酒是支撑这种期望的完美介质，建筑中石材的运用也是对其进行的补充。项目同样汲取了传统建筑物的特
质并将它们转化成现代语言 ：当代本土建筑。

这个文化项目还包含其他元素 ：酒和音乐是该地区优势的核心，也是这里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Patrimonio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联合的科西嘉法定产酒区，
并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举办一年一度的著名的吉他节。这些不同的元素共同将 Patrimonio 城镇装扮成了一个丰富多样的地区。

建筑设计
场地中建造了两座独立的建筑，它们分别由一个主要的功能区和其附属建筑构成。建筑物仿照狄俄尼索斯，成群聚集。周围林木葱茏，仿若公园中的展览馆。
每个建筑顺应斜坡地势延展，一条总路径串联其间。这种设计旨在方便当地人日常穿行和游客参观。每个展馆的基地都是一个 100m2 的正方形，墙体由厚
达 60cm 的白色巨型石块构筑，当地的 Larricciu 屋顶梁木支撑放置的屋顶。

方位和自然通风
各个建筑物相互独立，保证了每个建筑的自然通风。来自海洋的空气（大海距离基地几公里）能够湿润墙体 ；反之，墙体水分蒸发又起到降温作用。在大海
和大山之间的热力风中流通的空气也同样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建筑位于斜坡之上，面向南方。夏季，绿树成荫，为建筑庇荫 ；冬季，树叶落尽，建筑则可
以捕捉到冬日温暖的阳光。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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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ojec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own and for the Patrimonio appellation. In fact, the equipment will have a real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role. It must be able to accommodate many visitors passing through, especially in summer, the town of Patrimonio. But beyond this
role, the Wine Museum has the ambition to celeb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their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duction of wine is the perfect
vehicle to support this ambition, supplemented by the use of stone material. The project also draws on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 transposing them into
modern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This cultural project includes other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a rich and complex place. This center of excellence brings the wine and music, both of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town. Patrimonio is historically the first joint AOC Corsica and hosts an annual festival of guitar famous for over 30
years.
The architectural
The place consists of independent buildings. Each building has a main function and its annexes. The buildings are arranged in “clusters” in reference to
Dionysus. They are among the trees like pavilions in a park. Each building meets the slope and the general layout creates a pathway. This is intended to
be crossed by people on their daily way as by holiday visitors. Each “pavilion” has a square base of about 10 x10 meters. Each pavilion is surrounded by
walls in white massive stone of 60cm thick. The roof beams in pine Larricciu (local species) supports a roof planted.
Orientation and natural ventilation
The independence of each building promotes ventilation through each building. The air that rises from the sea - which is just a few kilometers from the
site – loads the walls of its moisture. Then returned in the day promotes evaporative cooling. Between sea and mountain air circulates in the thermal
winds. South facing and in the slope, each building is protected by a pergola vegetated (vines) in summer. In winter, the leaves falling, spaces can
capture the winter sun.

首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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