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栖居的实验室——庄慎谈杰弗里·巴瓦工作室
A Dwelled Laboratory: Conversation with Zhuang Shen on Geoffrey Bawa's Workspaces
访谈时间：2015年3月16日
访谈地点：上海
鲁安东：19世纪初英国建筑师约翰·索恩爵士（Sir

不仅是享受生活的地方，更也许是产生灵感的地方

你在现场有这种体验吗？

John Soane, 1753-1837）的工作室就已经是一个

吧！因为在那儿的东西，都是如画的景观（图 1-3）
。

庄慎 ：从当地民众的角度来看，巴瓦是一个国宝级

介于图房、自宅、博物馆之间的东西。它更像是一
个理想建筑世界的缩影。你觉得巴瓦的工作室承担
了哪些作用呢？

的文化艺术家和建筑师，他改变了原本殖民地式的
鲁安东 ：你的意思是说建筑的生长使它更像是一个

独栋的围廊式的住宅的模式，发明了一种内向空间

“实验室”？你对这个庄园的改造过程有没有准确的

的城市院落式的房子，这或许是受到意大利建筑比

庄慎：应该是生活和工作都有吧。从之前承担过工

研究？

如罗马庭院等的影响，只不过在热带地区，空间更

作室用途的科伦坡（C o l o m b o）住宅或卢努甘卡

庄慎 ：我没看到特别准确的研究，但有看到过不同

加开敞了（图 4、5）
。我认为他是拿来主义者，比

（Lunuganga）庄园中看不到任何使用图板的痕

时期的平面图，通过对比，能感受到设计的精致度

如他在很多城市住宅中都展现了内向空间，但也有

迹，而巴瓦的专辑中也没有反映工作的照片。他的

和空间的微妙度，几乎每块地方都设计到了。从这

些房子是没有内院的。他没有特定的风格或标签，

工作状态似乎很神秘，只能通过员工的描述和一些

种程度上看，他应该是一个输出生活理念的人。

但他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是内在一致的。他之前

草图才能了解。他的事务所与欧洲事务所有很大区

学习过热带现代主义，关注现代形式与气候的关系，

别，比如，在阿尔托的家和工作室中明显有一个专

鲁安东 ：但作为一个建筑师的生活空间，里面好像

能够用现代的语言或方式将室内外环境与气候融通

业画图的空间，而巴瓦住宅中的很多东西似乎与实

缺少了一些空间，比如看书的房间。

在一起。其中当地的生活方式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际建造联系在一起，制图并不是唯一的工作方式，

庄慎 ：我觉得很多建筑师都是通过游历和交往来获

比如，会在龛式亭子里读书或在开敞的覆盖空间下

他的住宅可能更像是实验室。他是一个生活品位高

得知识，他属于当时上层社会的人，他有自己的社

进行其他活动。

的人，会根据不同要求对建筑进行很多改造，使它

交圈子。
鲁安东 ：你的意思是人的活动会扩散到空间中的各

越来越精细。
我不知道他把工作的空间藏在哪里了，但我觉得
像卢努甘卡庄园这种地方，绝对是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鲁安东 ：从你挑出来的几个工作室的平面图上，我

个场所？

感觉墙特别显著，而且会产生凹形的龛状的空间，

庄慎 ：至少在他的住宅中，对于自我日常生活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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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卢努甘卡乡间别墅照片（1-8 摄影：庄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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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显著的。巴瓦的住宅充分考虑居住主体的个人
感受和生活方式。对旅馆（建筑）则是考虑共性，
景观更加直白，采用比较现代式的叙事——例如，
通过一个入口，经过很长的引导，猛然展现全部艺
术化的景观，你就能完全看到旅馆（建筑）所传达
的东西。而在住宅中，居住时间长，就能够慢慢感
受气候和时间的变化，这两者的处理是不同的。因
此我觉得他是实用主义者、拿来主义者，他会根据
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方式。
鲁安东 ：巴瓦工作室的平面图上看起来空间非常均
匀，似乎并没有哪一个空间特别重要或特别神圣。
庄慎 ：没错，没有特别震撼或是戏剧化、宗教化的
形式空间，他用另外的方式呈现空间的力量。他
以风景作为情境，比如灯塔酒店，这是他老年的作
品——他老年的作品比年轻的时候更加纯粹，虽然
依旧有很多糅合，但更加简单直接，更有力量和力
度。它的基地位于海边，那块地有荒凉的感觉，基
地的特质是很有力量的，海也是很有力量的。他设
计的时候使享受式的度假酒店在基地平台的高潮处
显出简约的力量，那种简约的空间感甚至可以在某
些画里面找到，非常简单的画面——黄褐色的墙体、
4

柱子，以及背后蓝色的印度洋。这里所有的家具都

5

做得体量化十足，有某种抽象的感觉，对于形式、
场地敏感的驾驭，他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他
没有单个空间感觉是很高、很震撼的或是很有戏剧
性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个整体的环境感。
鲁安东 ：你也是很相信感觉，对吧？
庄慎 ：我相信感觉的！有时候做设计不光有分析，
也有手法性质的东西在里面。巴瓦的很多东西实际
上是有手法主义的痕迹的，你能从他身上看到 18
世纪英国园林、意大利园林、罗马建筑和现代主义
的空间组织等手法。最关键的不是他要原创这些手
6

法，而是他能够自觉地使用和糅合这些手法。我认
为他的感觉好，是在于他能够对于这些手法如此熟
练和敏感地使用。从手法色彩这方面来讲，是有直
觉的，就像对形式的直觉一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是一个边缘性的人物，他没有典型的原创原型。
但把非原创的东西运用的特别好就会碰撞出新的火
花，很多东西都是在使用而非创新。这样的事在建
筑学中也很常见，例如，柯布的作品也受到很多古
典主义和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影响。我觉得他所谓
的糅合创造跟地方、气候、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

7

鲁安东 ：看巴瓦的东西，我会很好奇他有没有构造
方面的考虑，因为他的建构看起来非常简单，以至
于你觉得他好像对此没有太多兴趣。今天做地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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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阿尔弗莱德前街2号巴瓦工作室
6 双层瓦屋面，阿尔弗莱德前街2号巴瓦工作室
7.8 33街巴瓦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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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人对工艺的表现等会更加有意识性，但巴瓦

术层面上去发展他的工作。他那些房子主要是为中

一起使用。这其中也包含纯净容易被识别的东西，他

好像不太想让人注意到这个。

产阶级和富有阶级服务的，只不过他把普通的对于

也有做很纯净的东西，比如他做的赤壁之家的棚屋，

庄慎 ：对构造他其实是很有考虑的。他不是从学术

物质和享受的追求的低俗化的东西通过他的品位和

就是很简单、很清晰的钢结构 ；而卢努甘卡的客舍棚

层面上来强调这件事情，更多的从人的使用层面上

建筑转化成高级的趣味（图 7、8）
。

屋既有混凝土，也有木结构。实际上，他是根据想要
形成的整体环境、空间氛围和体验感受来进行选择的。

来看待它。比如关于双层瓦屋顶的构造，实际上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柯里亚更会在世界范围内

非常讲究“建构”的。他们那里的土瓦和波形瓦波

被认同，他跟主流的建筑意识形态或者现代主义的

为了这些目的来选择这些方式时，他并没有分类别这

纹尺寸差不多大，
而波形瓦又是（工业）生产出来的，

追求更加吻合，而巴瓦会变成地方的珍宝，现代主

些方式，也没有仅仅追求任何建筑学意义上的精神满

它的弧度尺寸非常精确，而土瓦是手工的东西，尺

义在地方形成的结晶，更加偏艺术的东西。而与柯

足。如果把那些能追根溯源、特征明显、容易归类和

寸不精确，所以它们之间的空气腔（能产生很好的

里亚相比，巴瓦是边缘化的，他其实不跟普世价值

分析的东西看作是“可识别的体系”
，我把这种来源

隔热效果）都是因为筒瓦的不精确，相互之间搭接

搭边，他也不跟与时俱进的生产体系发生关系，比

和特征不明显，不容易归类、边缘、杂交，或者看似

也不精确而形成的（图 6）
。这个做法后来变成了一

如把某种体系优化、标准化、精确化，他没有去做

普通、缺乏艺术创造性而被排斥在 ( 主流 ) 外的方式

个习惯性的做法，现在当地的民居都在使用。这就

这个事情。因为有些体系的事情确实也是可以反思

称为“非识别体系”
。

是属于构造方面的考虑。对于构造的实用性和贴切

的。一方面，从产业化来讲，更精确、更有效率的

性他还是很重视的，包括材料的使用，但是他并没

体系跟生产体系的要求有关系，早期现代主义的时

点点批判性，就是说所谓的识别既有学院的意思，

有把它变成一种哲学或者建筑学的东西。

候建筑会追求更加有效率，更加能够产生精确的做

也有建筑的主流价值的意思。你去关注城市里面自

法，更加“惊险”
，更加能挑战边缘的精神。很多结

发的状态，或者普通城市的演变，你会发现普通的

鲁安东 ：关于建构会导向对手工艺的讨论，其实有

构、构造这方面的事情，感觉像智力题目，像走在

东西它的量是如此之大，占到我们生活的比重是如

一个西方的逻辑，就是我要把这事儿做到走钢丝的

一个独木桥上面，当你走过去了感觉“哇，好厉害”
。

此之大，而典型性的东西却是一小部分。但是那么

程度。不管你是先锋的、技术的还是地域的，它追

但我觉得巴瓦他根本不搞这些东西，他的很多混在

大的一个东西它是不是有力量和意义的呢？我觉得

求那种前沿（cutting edge）的倾向还在。而像巴

一起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冗余的，那么他在干

是有的。关键并不在于区分哪个东西属于哪个体系，

瓦，他好像没有那种要把一件事在建筑学本体上做

什么呢？他无非是为了整个体验和感觉，而没有去

关键在于我们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开放

到什么程度的意识。

在乎那些标准的东西而已，他跟那种精确体系是不

性和持续的反思精神。我造了这个词“非识别体系”

庄慎 ：他不去推进或是挑战体系的纯度，我更觉得

一样的，他不跟他们一起分类。

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的研究用的，正好在说巴瓦的时

这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点，其实这里面有一

候用上了，他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建筑师，他特殊的、

是那种（前沿性）导向更加思辨的东西，或者是导
鲁安东 ：你说他的建筑是糅合的，会不会是因为他

为自我修筑的做法，为了使用者、为了艺术追求的

采用了试探性做法做了很多可变的临时性空间，而

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跟我们关注的东西有些类似。

鲁安东 ：如果不趋向一个纯度的话，它对于建筑学

没有把建筑看作一个专门的空间来做？

而在这些糅合的下面，巴瓦有很精确的东西，他对

的意义在哪里？你是把它作为一个可行性的证据吗？

庄慎 ：我觉得混合的体系跟它的目的是有关系的，他

空间形式是很敏感的，直觉很好，对东西感觉的精

庄慎 ：对于建筑学的意义就是在于不能单纯地去看

是为一个结果而做事情，因此他并不排斥把它们放在

确性抓得特别好。□

向更加现代化的一些东西。

某一方面。作为一个学科来讲，它肯定要有纯度和
典型的东西，这样才能用于交流、学习和讨论，但
是学科的发展更多的还要能够意识到除此之外它还
有很大的领域，我们不能在一个小的范围来界定这
件事情，或者是拿小范围的“尺子”去不断地衡量
所有的东西。
鲁安东 ：我觉得巴瓦和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
（Charles Correa, 1930-）很像，柯里亚的甘地纪
念馆也是这类的。
庄慎 ：你觉得他们像是因为它们都有热带建筑的特
征，如空气流通的覆盖空间、阴影之类的特点。我
觉得柯里亚更像我们主流认同的当代建筑师，他会
有完整的体系，他的思想具有社会性层面的切入点。
他去研究孟买，去研究穷人的居住区，去做住宅或
居住体系化的研究，去把印度的气候和现代的建筑
在文化上融为一体。他更像一个世界色彩的建筑师
在地域进行实践，他更具有现代建筑师的社会理想
心态，或者说是具有现代建筑为社会的一个追求。
我觉得巴瓦不太关心这些东西，他从个人感受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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