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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研究

摘要：受20世纪20年代起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都修建了大规模的传统复兴式校园建筑。这些建筑将中西方传统建筑

元素和构图形式相结合，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创造出兼具中西建筑特征的建筑形式。这些建筑一方面呈现出折

衷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呈现出宫殿复古的倾向，还有少部分呈现出现代主义的倾向。这种建筑形式是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中的传统文化和民

族精神的象征符号，也是在西方现代建筑体系中植入发展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和民族特色的创造活动的初期，所取得的宝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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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传统复兴式”大学校园建筑形式，是指

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于中国大学中盛行的，在校

园建筑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符号的一种建筑形式。

它首先兴盛于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之中，而后

又在许多国立大学中流行。传统复兴式大学校园建筑将

西方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发展出具有

中西方多元文化内涵的校园建筑艺术形式。受20世纪

20年代起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

都修建了大规模的传统复兴式校园建筑。传统复兴式校

园建筑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园建筑中最具代

表性的建筑形态之一。

一、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校园建筑

发展的历史背景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并

逐渐与各种政治文化运动相结合。1922至1927年间，

先后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1928
年，国民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明确提倡

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以及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

主义。

受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人们期望通过建设带有

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特征的建筑来反映和强调中华民族的

文化特质。1925年孙中山陵墓设计竞赛要求中明确提

出了“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

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的要求。

1927年国民政府发布的《首度计划》规定首都的城市

设计和公共建筑要“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

美术之优点”，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1929年国

民政府发布的《大上海计划》则提出了“为提倡国粹起

见，市府新屋应用中国式建筑”的要求。南京中山陵的

设计者、曾参与过金陵女子教会大学校园建筑设计工作

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亦曾对“中国固有之形式”发表

评论，认为“其应用之公共建筑，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

要的表示，必当采用中国特有之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

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然后中国

之建筑，乃可作进步之发展”[1]。

“训政肇端，首重建设，矧在首都，四方是则”，

建设“中国固有之形式”的传统复兴式建筑“不仅关系

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

为远大”[2]。这股热潮除了影响到南京上海等地区，还

扩散到其他城市，并对许多近代国立大学校园建设产生

了重要影响。加之，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被普遍视为是

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常被

委以救国重任，国立大学的社会价值观和校园形态理应

符合国民政府的利益和目的，其校园建筑形式需要反映

国家所提倡的中国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特征。

在此背景下，许多国立大学纷纷开始兴建符合“中国

固有之形式”的传统复兴式校园建筑。国立四川大学

（1896年），国立河南大学（1912年），国立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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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1913年），国立上海商学院（1921年），国立中

山大学（1924年），国立上海医学院（1927年），国

立重庆大学（1929年）等，均在新校区的部分建筑中

采用了传统复兴式的建筑形式。这些建筑将中西方传统

建筑元素和构图形式相结合，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

方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创造出兼具中西建筑特征的丰

富建筑形式。

一方面，许多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呈现出折衷

主义的倾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折衷主义思潮仍

流行于欧美地区，并在欧美许多高校的建筑学教育中有

着较强的影响力，其所培养出的建筑师大多深受折衷主

义美学理念的熏陶。法国的巴黎美术学院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成为欧洲和美洲各国艺术和建筑创作的领袖

以及折衷主义的中心，其所推行的“学院派”创作原则

崇尚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的学术倾向和美学原则。当时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建筑学均深受“学院派”的

影响。许多负责或参与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

建筑设计的西方建筑师或留洋归国的中国本土建筑师，

多毕业于这些高校。例如武汉大学主体校园建筑设计者

美国建筑师凯尔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了四川大

学部分重要建筑的中国建筑师杨廷宝毕业于宾夕法尼亚

大学，设计了河南大学七号楼和东西斋宿舍的河南大学

校长李敬斋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受教育背景和实践经历

的影响，他们自然会有意无意地赋予其所设计的建筑作

品以某种折衷的特征。此外，由于新、旧建筑体系的矛

盾，以及中、西方传统建筑体系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大

学建筑为满足其使用功能、适应其结构技术、达到其期

望的文化标识性，无法完全套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

而需要借助西方建筑形式的帮助，使建筑兼具中西方传

统建筑的特征，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折衷倾向。例如，为

使得屋顶空间能够被利用，需要在屋顶上开设天窗来

满足采光通风。为适用教学、实验建筑功能，常采用H
形、T形、U形等灵活多变的平面形式。

另一方面，许多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呈现出宫

殿复古的倾向。宫殿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理政与生活

的场所和中国最高等级、最大规模、最为华丽的传统官

式建筑，其建筑形制既是民族繁荣和文化强盛的象征符

号，又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最高代表。即使是外国建

筑师对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例如美

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曾盛赞北京紫禁城“是全世界最好的

建筑群……像这样庄严、壮观的建筑群是不能在世界其

他任何一个国家被找到的”[3]。吕彦直则在《规划首都

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中提到，传统宫殿建筑在古代仅

是为显示帝王尊严，建造过于奢靡浪费，但如今已经进

入了新的民主社会国体，传统宫殿建筑形式则成为了反

映中国精神的符号代表，应该在国都的重要公共建筑形

式中予以借鉴[4]。南京宫殿复古倾向的传统复兴建筑形

式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当时全国若干省市地区的公共建

筑中得到了一定的推广。此外，自20世纪30年代起，

中国的外患危机进一步加深，日本先后于1931年发动

“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

变进攻上海，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人们期望通

过在重要的建筑中借鉴宏伟的传统宫殿建筑形式以体现

中国精神。担负着育人救国使命的国立大学，其校园建

筑自然也在此之列。这其中尤其以20世纪30年代逐步

兴建落成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区和中山大学石牌新校

区的建筑为代表。

再一方面，少部分大学建筑呈现出现代主义的倾

向。自19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已兴起探索新建筑的运

动。至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从西欧向世

界各地迅速传播。现代主义更强调建筑的实用性和经济

性，剔除了大量建筑中的繁复装饰元素，既能满足建筑

功能需要与建造技术特点，又能带有一定的民族传统风

格，这对于部分建设规模宏大、筹措经费不易的中国近

代国立大学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的

折衷主义倾向

（一）元素拼贴的折衷

将中西方传统建筑中的元素折衷地进行拼贴，是传

统复兴式大学建筑中的常见做法。部分建筑直接采用了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六号楼（原国立河南大学六号楼，摄影：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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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屋身+中式屋顶”的折衷拼贴模式。例如国立河

南大学六号楼，建筑的墙身部分采用了拱廊、山花窗、

巨柱式壁柱等元素构成的西方古典建筑造型，而墙身顶

部却覆以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屋顶。再例如国立重庆大

学工学院大楼，墙身采用条石砌筑，主入口位置设置西

式塔楼，门、窗洞口多为拱券形式，建筑主体部分的顶

部则设计为中国传统歇山式屋顶。由于这些多层建筑的

墙身相对其屋顶的比例过大，其有意设置的中式屋顶往

往无法被人们所看到，而且由西方传统建筑元素组成

的墙身，缺少和中国传统屋顶形式相协调的中式建筑元

素，建筑“中”与“西”的结合显得过于生硬唐突。

中西传统元素符号的折衷拼贴做法还被应用在许多

建筑细部之中。例如国立河南大学东、西十二斋学生宿

舍，在整体建筑形式上采用了带有饰雉堞式女儿墙、三

角山花、凹凸窗套、古典线脚等元素的西式建筑风格，

而在入口处却拼贴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悬山顶垂花门

罩雨棚，两个垂花柱之间的雕花木板上绘有梅兰菊竹和

珍禽奇兽。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在整体上采用了中国传

统宫殿式造型，但入口处却设计成三开间的近似西方古

典柱式门廊造型，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接近两倍的

心间与次间的开间比例、放大的圆盘形柱头、带有梭形

收分的柱身、具有新艺术运动特征的卷草纹饰的檐口等

等。国立河南大学七号楼底层基座部分用水泥砂浆做出

横向凹槽，处理成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基座样式，并在

二、三层设通高的巨柱式壁柱，但开间内二三层楼板交

接处的悬挑坡顶缠腰、窗扇的划分、圆形和六边形的窗

洞装饰、檐下挂落装饰、筒板瓦屋面等元素均出自中国

传统建筑样式。

（二）构图法则的折衷

许多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在建筑整体形式上

将西方古典立面构图法则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结合，用

西方传统建筑的体量组合手法组织中国传统建筑元素。

中国近代大学引自欧美大学体系，而“十九世纪大量建

造起来的（欧洲和北美）高等院校，一般是采用英国都

铎式建筑，从总体到细部都保持了风格的一贯性”[5]。

英国都铎式代表性建筑是府邸，形制上多为三合院式，

后期演变成H形平面，原三合院的两厢部分蜕化为H形

平面两端的凸出体。H形平面建筑能很好的适应教学建

筑和宿舍建筑的功能。许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

式建筑都采用了这种H形平面布局，并在立面造型上结

合西方古典主义“横五纵三”式构图，同时在细部元素

中套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造型。例如国立河南大学七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
工学院楼（原国立重庆

大学工学院大楼，图片来

源：http://blog.sina.com.

cn/s/blog_6ebbfd8c0102vd0p.

html）

原国立河南大学东西十二
斋舍入口旧照（现为河南

大学明伦校区东西十二斋

房，图片来源：《河南大

学近代教育建筑研究》，

张宏志著，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出版社2005版）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5号楼
（原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大楼入口，

摄影：吕博）

原国立河南大学七号楼立面设计图（现为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七号楼，

图片来源：《河南大学近代教育建筑研究》，张宏志著，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出版社2005版）

原国立重庆大学理学院立面设计图（现为重庆大学

沙坪坝校区第一教学楼，图片来源:http://2010.cqlib.cn/

g.asp?cid=50&page=26）

原国立四川大学宿舍楼立面设计图（设计未建成，图片来源：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8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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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中具有传统复兴特征的建筑统计

原建筑名称 建造年代 今建筑名称 概况简介

国立河南大学六号楼 1915-1919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六号楼 建筑群位于国立河南大学旧贡院校区内。

六号楼由武长发设计，主体高三层，砖木结构；七号楼

由河大校长李敬斋设计，高三层，砖木混凝土结构；大

礼堂由学校土建系教授张某（具体不详）设计，高二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校门由河大的李敬斋、许心武两

位校长共同设计，砖木混凝土混合结构。

国立河南大学七号楼 1921-1924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七号楼

国立河南大学校医院 1925-1930 今已无存

国立河南大学大礼堂 1931-1934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

国立河南大学校门 1936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南校门

国立河南大学东西十二斋房建筑群 1921-1952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东西十二斋房

国立重庆大学文字斋 待考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文字斋
建筑群位于国立重庆大学华西坝校区内。

理学院由重大创建人之一的沈懋德设计，高三层；工学

院由留法学者刁泰乾设计，主体三层，局部四层。

国立重庆大学理学院楼 1933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第一教学楼

国立重庆大学工学院楼 1935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工学院楼

国立重庆大学图书馆 1935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后勤部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丁字楼 待考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史展览馆 建于1930年代初，用于学生宿舍。

国立交通大学（沪校）校门 1935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东南校门 由中国基泰工程司设计。

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图书馆 1937-1943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校史馆（已失原貌） 建筑群位于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内。

由基泰工程司的中国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图书馆主体二

层，局部三层；数理馆和化学馆建筑形式完全一致，沿

轴线相对而建，建筑高四层，今已失原貌。

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区数理馆 1937-1943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物理馆（已失原貌）

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化学馆 1937-1943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化学馆（已失原貌）

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校门 待考 待考

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寄宿舍 1930-1931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老斋舍

建筑群位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区内。

主要建筑均由美国建筑师凯尔斯设计，华中水工试验所

为工程师莱文斯比尔（Abraham Levenspiel）设计，

农学院因抗战爆发而停工，抗战胜利后由缪恩钊、沈中

清完成设计施工。

男生寄宿舍为砖混结构，法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体

育馆、华中水工试验所的主体均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图书馆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组合式钢桁架结构，

体育馆屋顶采用三铰拱钢屋架，工学院主楼屋顶采用玻

璃与钢梁组合式屋架。校门初建于1931年，木结构，

遭雷击烧毁后于1933年重建，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医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因故未能建造。

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 1930-1931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数学与统计学院

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 1935-1936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 1933-1935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校史馆

国立武汉大学食堂及俱乐部 1930-1931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樱园食堂

国立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 1935-1936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宋卿体育馆

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楼群 1930-1936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理学院楼群

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楼群 1934-1936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行政楼群

国立武汉大学华中水工试验所 1935-1936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档案馆

国立武汉大学半山庐 1932-1933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半山庐

国立武汉大学校门 1931/1933 武汉街道口劝业场

国立武汉大学水塔 1931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水塔

国立武汉大学煤气厂 1932-1933 待考

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 1937-1947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育科学院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馆 待考 华南农业大学3号楼

建筑群位于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内（今华南理工大

学、华南农业大学）。

工学院楼群、理学院化学工程教室、男生宿舍楼群、女

生宿舍楼群、南校门、图书馆，由中国建筑师杨锡宗设

计，图书馆因故未能建成，于1951年后由中国建筑师

夏昌世修改设计后建成。理学院的化学教室和生物地理

地质教室、法学院，由中国建筑师林克明设计。文学院

由中国建筑师郑校之设计。体育馆由中国建筑师关以舟

和余清江设计。

主体大部分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法学院、物

理数学天文教室、体育馆屋顶采用三角形钢屋架，地质

地理生物教室、化学工程教室采用人字形钢屋架。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化学馆 待考 华南农业大学2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机械电气工程教室 1933-1934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8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教室 1933-1934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9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化学工程教室 1933-1934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7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化学教室 1934-1935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6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地理地质教室 待考 华南农业大学5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物理数学天文教室 待考 华南农业大学4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石坊钟亭 华南农业大学石坊钟亭

国立中山大学一至五男生宿舍楼群 1933-1935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东一至东五宿舍

国立中山大学一、二女生宿舍楼群 1933-1936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西二与西三宿舍

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 1934-1935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5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 1934-1935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12号楼

国立中山大学南校门 1934-1935 广州五山路与广元路交汇口

国立中山大学西校门 1934-1935 广州东莞庄路与粤艮路交汇口

国立中山大学体育馆 1936-1937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校机关办公楼

国立中山大学启新亭 1935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南秀村内

国立中山大学刘义亭 1937 华南理工大学（北校区）梁山山腰

国立中山大学湖中亭 1930年代初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湖中亭

国立上海商学院校门 1935年落成 今已无存
建筑群位于国立上海商学院江湾西体育会路校区。

由中国建筑师杨锡缪设计，办公楼、男生宿舍高三层，

女生宿舍高二层。校园今已无存，具体建筑信息待考。

国立上海商学院办公楼 1935年落成 今已无存

国立上海商学院男生宿舍 1935年落成 今已无存

国立上海商学院女生宿舍 1935年落成 今已无存

国立上海医学院主楼 1937年落成 复旦大学（枫林桥校区）上海医学院校史馆 建筑群位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枫林桥校区（今复旦大学医

学院），隆昌建筑公司设计。主楼主体高三层，实习医

院主体高四层。国立上海医学院实习医院 1937年落成 复旦大学（枫林桥校区）附属中山医院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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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立河南大学校医院旧照（今已

无存，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校史馆）

原国立上海商学院办公楼（今已无存，《国立上海

商学院一览》卷首页）

原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旧照（今已无存，

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校史馆）

原国立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天窗旧照（现为武汉大学文理学部宋

卿体育馆天窗，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李晓虹、陈协

强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07版）

原国立武汉大学食堂及俱乐部天窗旧照（现为武汉大学文理学

部樱园食堂，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李晓虹、陈协强

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07版）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七号楼烟囱（原国

立河南大学七号楼烟

囱，摄影：吕博）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第
一教学楼采光亭（原国

立重庆大学理学院采光

亭，摄影：吕博）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
入口（原国立河南大学大

礼堂入口，摄影：吕博）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校

机关办公楼（原国立中山大学

体育馆入口，摄影：吕博）

号楼、国立重庆大学理学院、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学

生宿舍、国立河南大学校医院、国立上海商学院江湾

体育会路校区办公楼等，在H体量伸出的两端的顶层设

中国传统的歇山或庑殿式屋顶，在建筑中部主入口处设

中式庑殿顶或歇山顶雨棚，或在中部屋顶处伸出抱厦，

下设重檐和拱形门洞，从而使立面形成横向上对称划分

的“A—B—C—B—A”的韵律变化。在此基础上，各

建筑又融入不同的中国传统建筑细部：或用装饰性大红

壁柱划分开间，或于层间楼板位置设置中式披檐，或于

屋檐下做挂落或额枋彩画，建筑中窗扇图案划分也更接

近中式。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立面将西方古典主义构

图与集中式空间相结合，但首层正面两端做凸出的歇山

顶，中部耸起中庭顶部覆盖的八角攒尖与歇山组合式屋

顶，斗拱、额枋、窗扇图案等细部，则采用了中国传统

建筑的形式。

西式构图法则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结合同样体现

在建筑的屋顶开窗、入口门廊等局部造型的处理上。例

如国立重庆大学理学院屋顶和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化学楼与物理楼屋顶，均设置了西方建筑中常见的老虎

窗，但其造型上却结合了中式的铺瓦做法和翼角起翘的

造型。国立武汉大学学生饭堂及俱乐部、宋卿体育馆的

屋顶天窗造型，分别结合三重式歇山顶和轮舵式歇山顶

设置，这也是西方体量组合手法与中式屋顶元素形式相

结合所创造出的新颖形式。国立河南大学七号楼屋顶设

有西方建筑中常见的烟囱，国立重庆大学理学院屋顶正

中则伸出了采光塔，但二者均被装饰成重檐攒尖顶的中

国传统楼阁建筑造型。国立河南大学大礼堂和国立中山

大学体育馆的主入口，均用采用西方的三开间巨柱式构

图，但构图中的如意纹样冲天柱、歇山和硬山顶雨棚、

拱形门洞和红色的门扇、勾栏、圆形窗扇图案、额枋彩

画与斗拱等元素则源自于中国传统建筑。河南大学大礼

堂的入口柱式采用的双柱式组合也是西方建筑的作法，

这种双柱式组合在国立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和学生饭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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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的入口门廊处也可见到，但每根柱子本身采用了

仿中国传统木柱的形式。

　　

三、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的

宫殿复古倾向

（一）构图体量的复古

许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以中国北

方传统宫殿式建筑为蓝本，在建筑构图上采用形制更为

简洁完整的中式大屋顶，减少或隐藏西方建筑屋顶中

常见的老虎窗、采光亭、烟囱等元素，在屋顶正面伸出

抱厦的做法也不再出现，以简化屋顶轮廓，同时适当地

控制建筑的墙身与屋顶的立面构图比例，使之更贴近单

层的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形式比例，以求在建筑的整体

体量构图上复古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国立中山大学主要

教学建筑多借鉴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中的大殿形制，建筑

层数多为二至三层，屋顶采用完整的庑殿顶或歇山顶形

制。例如对称分布的农学馆和农林化学馆形式一致，二

者均采用庑殿顶形制，高三层，底层处理成台基的形

式，中部设置踏道。理学院化工教室采用了“山”字形

的庑殿顶两端外伸两翼的组合屋顶模式，这种组合的形

式既保证了庑殿顶形制的完整，又避免了单一庑殿顶在

长体量的建筑中存在的比例失调的问题。该楼由中国本

土建筑师杨锡宗设计，应该说其屋顶组合形式并非原

创，由加拿大籍建筑师赫士设计的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

K楼、由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的教会大学中的华氏体育

馆，均采用了这种屋顶组合形式。同为墨菲设计的教会

大学中的金陵女子大学100号楼和燕京大学贝公楼也采

用了与之相似的、在歇山顶两端伸出两翼的组合形式。

其实早在中国福建闽南地区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式中，即

已存在一种称为“断檐升箭口”的屋顶形式，这种形式

将硬山、悬山中间（一间或三间）的屋顶抬高，使檐部

断开，中间抬高的屋顶角端加戗脊，形成简化的歇山

顶。而赫士和墨菲此前都曾先后受教会委托设计靠近闽

南地区的位于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由于目前尚缺乏明

确的史料记载，该种屋顶组合形式是出自西方建筑的体

量组合构图手法，还是建筑师对福建地域建筑形式进行

了调研，并从其中受到了启发，从而逐渐在中国近代传

统复兴式大学建筑中被推广应用，则不得而知了。国立

中山大学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生物地理地质楼，

均采用了近似H形的建筑平面，但在立面形制上没有采

用在大屋顶两尽端出抱厦的形式，而是在建筑的屋顶层

原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馆旧照（现为华南大学

3号楼，图片来源：《巍巍中山——中山大学校史图

集》，陈汝筑，易汉文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版）

原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化工教室旧照（现为华南

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7号楼，图片来源：《巍巍中

山——中山大学校史图集》，陈汝筑，易汉文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版）

原燕京大学华氏体育馆旧照（现为北京大学第一

体育馆，图片来源：http://divdl.library.yale.edu/

ydlchina/images/424-5946-6378.jpg）

原金陵女子大学100号楼旧照（现为南京师范大学

随园校区100号楼，图片来源:http://divdl.library.

yale.edu/ydlchina/images/RG011-399-1696.jpg）

“断檐升箭口”式屋顶（图片来源：曹春平《闽南

传统建筑屋顶做法》，《建筑史》第22辑，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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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为零”，采用了三合院“正殿屋顶+两厢屋顶”

的组合模式，法学院和理学院生物地理地质楼的正殿采

用庑殿顶，两厢为歇山顶。文学院正殿采用歇山顶，两

厢采用平顶，女儿墙外围装饰有中式的挑檐。

部分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筑受到校址基地面积、地

形起伏、建筑面积等指标的限制，而不得不建到三层甚

至更高，难以在构图上维持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中屋

顶、墙身、基座之间的比例关系。对此，传教士艺术家

格里森在设计天主教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的主楼时，调

研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中国传统建筑，“从中国皇宫的

城墙、城门和城楼造型中得到某种启发”[6]，将建筑墙

面处理成城墙的形式，再于建筑顶层加设单层的中国传

统殿堂造型，较好地解决了墙身比例过高的问题。这种

做法同样被部分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所采用。例如

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寄宿舍顺应山势地形，于南侧做四组

四层高浅色石材墙面的宿舍楼，底层为基座，中部三层

开规则矩形方窗，顶层女儿墙设中式挑檐，四组宿舍楼

之间开辟为登山道路，以五层高拱门建筑链接，上覆歇

山顶单层中式殿堂。学校理学院南侧配楼和工学院主楼

也均将顶层以下部分的楼层立面，用简洁的石材墙面处

理成城墙的样式，并施以倾斜的侧角。再例如国立上海

医学院枫林桥校区主楼主体高三层，成U形体量，墙面

开设简单的矩形窗，但建筑中部和两臂的顶层分别设歇

山顶大殿和四角攒尖顶亭台，其形式上不禁令人想起紫

禁城午门的造型。

（二）细部装饰的复古

不仅体量构图，很多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的复

古倾向还体现在建筑细部装饰上。大屋顶采用钢木或钢

筋混凝土的西式结构，原传统建筑屋脊脊兽的防水、防

锈、加固等实用功能已经消失，但许多大学建筑仍为了

追求传统的审美而在屋脊上设置各种形式的脊兽，部分

建筑设置传统形式的龙吻和仙人走兽，如国立中山大学

法学院、理学院化学工程教室；部分建筑将脊兽简化为

回纹造型，如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法学院；部分建筑

对脊兽进行了创新，如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屋顶正脊采

用了凤形鸟饰造型。失去结构意义的装饰性斗拱也常出

现在部分重要的建筑之中，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化学工

程教室采用了单抄单下昂配耍头的五踩斗拱形式，并施

以蓝绿色彩绘和白色描边；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也在檐

下设有斗拱，但是其与柱交接处却被直通屋檐的柱子竖

向斩断，这也反映出设计图书馆的美国建筑师凯尔斯仅

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斗拱视为纯粹的装饰要素而没意识

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现为今华南理工大学12号楼，图片来源：

http://202.38.194.252/history/photo.jsp?menuno=0401）

原北京辅仁大学主楼（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

院，图片来源：《北京近代建筑史》， 张复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版）

原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寄宿舍旧照（现为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老斋舍，

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校史馆）

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旧照（现为华南理工大学5号楼，图片来源：

http://202.38.194.252/history/photo.jsp?menuno=0401）

原国立上海医学院主楼旧照（现为复旦大学枫林桥校区上

海医学院校史馆，图片来源：《国立上海医学院一览》民国

二十六年，卷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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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具有增加屋顶悬挑的结构意义；国立河南大学大礼

堂不设斗拱，但将檐下挂落形状设计成了仿斗拱的造

型。额枋彩画、仿中式红木柱的壁柱、石质勾栏、中式

图案的窗扇等传统细部也时常出现，例如国立中山大学

理学院化学工程教室以等距红色壁柱划分开间，柱上额

枋绘制的彩画借鉴了清代和玺彩画的形式；国立武汉大

学图书馆额枋装饰图案则采用了浮雕的形式，首层南立

面两尽间的窗棂划分采用传统的字装饰图案。在建筑屋

顶色彩方面，清代曾正式规定黄色琉璃瓦仅限用于皇家

重要建筑，国立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主体建筑均采

用了清代王公府第常用的青绿色琉璃瓦屋顶，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对古制的尊崇。在建筑墙身色彩上，国立武汉

大学采用了石材固有的浅灰色，而国立中山大学多用红

色清水砖墙，从而具有更浓厚的宫殿建筑气氛。

四、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的

现代主义倾向

部分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也受到现代主义

建筑思潮的影响，摒弃了一贯的在建筑中采用中式大屋

顶的做法，简化了过多繁琐的折衷或复古装饰元素，更

多的从建筑实用功能及结构经济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

这些建筑整体形式上仍采用对称的体量构图，但斗拱、

壁柱、额枋彩画等仿木构的装饰构建已经消失，仅在建

筑入口和女儿墙等处加入少量传统纹样图案装饰，从局部

的细节符号中来赋予建筑以传统特色。现代主义倾向主要

集中体现在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的宿舍建筑上，包括男

生第一至第五宿舍和女生第一、第二宿舍。男生五座宿舍

沿校园内的东湖东侧成半圆形排列，各楼之间的体量规模

和建筑形制相近似，均采用简洁的平屋顶、朴实的清水

红色砖墙墙面，墙面用砖浅浅的砌出一层壁柱以划分开

间。建筑的主入口、屋顶女儿墙等重点部位常有披檐、

锦纹、如意等中国传统样式的构件或装饰图案。

五、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中的文化寓意

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空间布局之中常常承载着许

多社会文化层面的寓意，许多传统文化中的礼制思想和

社会观念常常通过建筑的方位、朝向、数量、装饰、

色彩、名称等各种方式而被隐喻在建筑之中。例如北京

紫禁城的正门天安门原名为“承天门”，强调“承天启

运”、“受命于天”的寓意。天安门城楼东西九间，南

北五间，象征“九五之尊”的皇权。再例如北京天坛的

北圆南方的围墙、内圆外方形制的祈年殿，隐喻中国传

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这种在建筑中隐喻文化寓意的做法，同样为中国近

代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所借鉴。例如国立武汉大学坐落

在校园的北侧小龟山的理学院主楼采用圆形的穹顶寓

意“天”，而坐落在校园南侧火石山的工学院主楼采用

方形的四角攒尖顶寓意“地”，二者一北一南相视而

坐，寓意“天圆地方”。学校男生寄宿舍的每栋每层的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昃、晨、宿、列、张”名称，引自传统典籍《千字文》

中的内容。且宿舍楼群分作三排建于半山坡上，由山下

至山上做三、二、一层数递减之势，三排宿舍顶部相连

形成活动平台，呈“地不平天平”造型，寓意众生虽然

起点不一，但可通过努力而最终取得同样的成就。再例

如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位于校园主轴线的中心位置，一

方面反映了学校对农学学科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

在呼应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校园内

的男、女生宿舍楼群分别置于主轴线的东侧和西侧，寓

意中国社会中“男左女右”的传统习惯。工学院机械电

气工程教室入口门厅上的歇山顶垂脊脊兽装饰，由传统

建筑中的仙人走兽换成了“羊”，以寓意广州“羊城”

的美称。再例如国立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的文、法

学院都分别坐落在校园南北主轴线的东侧和西侧，寓意

“左文右武”。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
区7号楼教室斗拱（原国

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化学工程

教室斗拱，摄影：吕博）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校史馆斗拱
（原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摄影：吕博）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挂落
（原国立河南大学大礼堂，摄影：吕博）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区宿舍细部
（原国立中山大学男生宿舍，摄

影：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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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五山
路校区5号楼脊兽
（原国立中山大学文

学院，摄影：吕博）

设计图纸而自行创作造成的。在凯尔斯所绘制的设计图

中，文法学院的翼角形式是一致的，均为更贴近北方官

式建筑的平缓形式。但是负责文学院、男生寄宿舍、学

生饭厅及俱乐部等第一期建造工程的汉口汉协盛营造

厂，在建筑师未在现场监工且当时缺乏便利的交流沟通

条件的情况下，多半来自中国南方的施工方工人，选择

了根据自身的既有经验而非图纸来实施建造。凯尔斯在

后来视察工地时发现了这一现象，在由上海六合建筑公

司承建的包括法学院、宋卿体育馆、工学院的第二期工

程中，屋顶的翼角形式重新得到了修正。不料当时设计

和施工之间造成的疏漏，却成就了后来的带有建筑隐喻

含义的“匠心独运”。

六、结语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是中国大学校

园中的一种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也是在西

方现代建筑体系中植入发展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和民族

特色的创造活动的初期，所取得的一种宝贵成果。它在

西方先进文化猛烈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环境

下，有力地捍卫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并将其与西方建

筑设计理论和现代建造技术材料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

促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在大学校园内的复兴。传统复兴式

校园建筑风格，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影响到

很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园的建筑设计。这些建筑很多

得到了学校的良好保护并被一直沿用，构成当今大学中

最具校园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空间形态之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47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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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建筑群旧照（现为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理学院楼

群，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校史馆）

原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建筑群旧照（现为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行政楼

群，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校史馆）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校
区8号楼（原国立中山大学

工学院机械电气教室入口屋

顶脊兽，摄影：吕博）

原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旧照（现

为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数学与统计学

院，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校史馆）

原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旧照
（现为武汉大学（文理学部）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图片来

源：武汉大学校史馆）

颇具戏剧性的是，有些建筑形式的隐喻并非设计师

有意为之，而是阴差阳错而成。例如国立武汉大学对称

坐落在图书馆两侧的文学院和法学院，两座建筑的形式

几乎完全一致，唯独屋顶有细微的差异：文学院屋顶翼

角起翘较大，而法学院屋顶翼角起翘却相对平缓。这种

差异曾被解释为隐喻文科的“文采飞扬”与法科的“法

理正直”。但这种结果其实际上是施工方没有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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