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给 《建筑师的大学 〉

一书的序

修 龙 (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前不久 ， 金磊主编给我一份他正在主编的新书书稿，希望我能为这

本书作序。 看到书名一-~建筑师的大学L 我为之一振 ， 不仅是因为

我的职业与建筑师紧密相连，更是因为"大学"两字，一种特殊的情感

和思绪油然而生，让我对书的内容产生了阅读的渴望。

这本书收录了中国建筑业界老中青三代学者自述的大学故事，书

里的主人公大多是我所熟知的 : 马国馨、程泰宁、何镜堂、张锦秋等老

一辈建筑大家是我们的前辈和心目中的偶像; 崔憧、常青、孟建民等中

生代学者，他们与我同龄 ， 是我们这代建筑人的代表;还有庄惟敏、周

皑等一批青年精英，他们是我们行业未来发展的希望。 这几代人中的很

多人已在金主编组织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出现 ， 从《建筑师的童年》到

《建筑师的自白L 这些建筑大家、学者和精英的故事都曾深深打动过

我，也正因为此 ， 当我在《建筑师的大学》一书中再次看到他们名字的

时候，真的想再看看他们身上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

书中老中青三代建筑师以各自的大学生涯为主线，讲述那段特殊的

历史，亦学习、亦生活、亦创作、亦实践的"故事" 。 这里面有人生的

命运多件与转机， 有对知识的渴望与"贪婪有学工、学农的难忘经

历，也有朴实无华、终生难忘的师生缘、师徒情……只有经历过这些学

习和生活的片段， 才能产生共鸣。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和他们中



的有些人有着相同的经历。 对我们这代人来讲文革"过后，大学就

像命运的一种馈赠，让我们通过读书和学习，在无望中看到曙光，开启

对未来的期盼和别样的人生。

我以为， {建筑师的大学》与《建筑师的童年 > {建筑师的自 白》

可以称为建筑师成长"三部曲鲜活生动地复原了中国建筑学的近代

史，从多维的角度展示了建筑师的成长、工作与思考，从一个专业建筑

学人的角度，让读者可以重新回顾那段经历，重新认识那个年代，重新

梳理那份人生感悟，非常有意义。

《建筑师的大学》的付梓，是对前辈建筑师求学经历的记录和职业

精神的弘扬，是与社会、与业界、与建筑学人的一次心灵互动，也是对

青年建筑师和建筑学子职业生涯规划的一次再梳理，期待以后能有机会

读到更多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业界同人和优秀建筑师们的故事。

感谢金主编一直以来在建筑传播事业上兢兢业业、耕耘不止，让我

们能够再次读到这样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发人深思的作品。 同时，我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建筑业，热爱建筑业，我想这也是他策划

这本书的初衷。

祝贺《建筑师的大学》出版，特此为序。

2017年7月



半个世纪的眷恋

李拱辰

1954 年初夏我结束了中学的学业 ， 考入了天津大学(简称天大)建筑系建

筑学专业。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志向，

我也从此踏上了属于我的学习、探索、创作的建筑师之路。

我为什么选择投身建筑学?这得从中学说起。我初中在北京育英中学(今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就读，初中开始我就喜欢写写画画。 初一那年，一次我找

到一块松木板，突发奇想 ， 动手刻了一幅木版面《鲁迅像L 印出来挂在墙上

沾沾自喜。 初二的暑期，我闲来无事画"了一幅剪纸《庆祝八一建军节L

大胆地寄给了报社，不料此剪纸竟然被当年北京唯一的报纸 《新民报》采用了 ，

接着报社又邀我"画"了一幅《向捕鼠模范看齐》的剪纸，这幅剪纸也被登了出来。

我平时还常练练、美术字 ， 参与布置教室 ， 等等。之后，我在北京一中读的高中。

高中三年里，我课余时间参加了校美工团的活动，利用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提高自

己的美术水平。 每个学期我都被老师指定，脱离班上学习十天左右，跟随美术老

师设计绘制"五一" "十一"游行时仪仗队用的领袖像、装饰丰富的大型标语等等。

这些经历使我得到了锻炼，收获不小，也算积累了一些美术功底吧 ! 高中毕业前

夕 ， 填报高考志愿成了主要话题。我自己希望沿着我的兴趣特长发展， 很想、报考

美术院校，但是，又觉得自身基础薄弱，发展堪忧，因而不免心虚。正苦于无人

指路之际，我的教导主任张幼成老师问起了我的打算， 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汇

报给他。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一定要单纯地学画画，可以考虑学习一种

需要一定绘画基础的实用技术。你看建筑系如何? "老师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我喜欢上了建筑学专业。 不久，学校组织毕业班同学参观清

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 以便大家对大学的专业有更加感性的认识。 我重点参观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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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的建筑系馆，模型教具琳琅满目 ， 作业渲染美不胜收，特别是一幅首都

剧场的水彩渲染 ， 色彩绚丽、光影丰富，地面倒影流光溢彩，深深地吸引了我。

因此我暗下决心 : 一定要学建筑 !

根据当年规定 ， 学生报考建筑学专业，入学时需要加试素描。 我们考的是"爱

奥尼克柱头" 。 考试时，几位老师不断地在我们身后巡回观察，不时低声议论， ‘

有时又在记录些什么。 两日后张榜公布，我被录取了。 从此开始了我五年的建筑

学学习生涯。

大家徐中

徐中先生，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天津大学建筑系主任，著名的建筑

大家。

我们真的很幸运 ， 入学时正是1952年国家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后不久，津沽

大学及唐山铁道学院建筑系的并入，充实了天津大学建筑系。 徐中先生风华正

茂，刚刚就任建筑系系主任 ， 他四处奔波、广纳贤才，为系里请来了多位优秀

教师。 徐中先生的建筑教育思想渗透在了现实的各个教育环节当中。 天津大学

建筑系步入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时期。

徐先生高高的身材，略带花白的头发从前拢向后，永远是那么整齐，操着

一口浓浓的江南口音。 在系里，我们常常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 高兴的是他给我

们上了第一课，那时听说他刚从海牙参加一个国际建筑会议回来。

建筑系的第一课是专业思想教育，大体是向学生讲述所学专业的重要性及

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激发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热情和兴趣，加深对所学专业的认知，

更加热爱自身所学的专业。 徐先生首先向我们讲述了"建筑"在人们生活中的重

要地位以及它的影响力。 徐先生引导着我们的思绪娓娓道来，大意是 : 初到一个

地方，谈起对那个地方印象如何，这印象往往是由人们对那里的建筑的印象甚

至街道的印象构成的。 可见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而建筑师主要是设计建筑作品，这些建筑放在一起就形成了街道、广场， 甚至城

市。 徐先生几句话点明了我们未来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徐先生还循循善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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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我们建筑师是人类生活的组织者。 "徐先生讲的大意是: 建筑师的规划 、

布局，直接组织和规定了人们从哪里进门、 往哪里走、去哪里办事…..所以设

计必须从方便人的行为出发，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这些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影响了我一生，成为我工作中的座右铭。

大一的第二学期 ， 徐先生教我们班 "构图原理" 。这对搞设计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门重要课程。 而构图原理中很多概念 ， 并不是通过语言就能表达清楚的。

徐先生给我们反复讲解，用设计实例剖析 ， 使大家轻松地接受了构图原理课程内

容，为设计课打好了基础，同学们受益匪浅。

大二的设计课有小住宅设计，为了让大家形象地了解小住宅的布局、家具

布置、使用功能中的细节 ， 系里组织我们参观了徐先生的家。现在想来 ， 这么多

同学拥向他家，该给徐先生家里带来多大负担哪!几年的设计课，徐先生曾多次

给同学们改革图 ， 亲力亲为，边改边讲， 记忆中我也曾挤在边上听过 ， 只是没轮

到改我的设计图，这也是我的终生遗憾 !

师恩难忘

我们在天大上学时，建筑系的师资力量是十分雄厚的 ， 应该说那时是天大

建筑系的鼎盛时期之一。 老师们教得积极、认真、热情， 同学们学得也很有劲头。

很多当年的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令人难忘。老师们一点一滴地把知识教给我们 ，

使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顺利前行，而他们却渐渐老去 ， 有的已经作古，他们的音容

笑貌我却难以忘怀。 如今 ， 我们也到了这把年纪 ， 当年老师的谆谆教导 ， 恩重如

山的师生情谊，至今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大一的"投影几何与阴影透视"是许松照先生和李培德先生教的，许先生

讲课声音动听， 图画得准确 ， 概念讲得清晰透彻不枯燥，同学们爱听。 教素描的

是赵冠洲、杨化光、高飞、高尚廉、丁莱亲几位先生。 杨化光先生是位著名画家 ，

执掌固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北京艺专 ， 今中央美术学院)的杨仲子先生曾

聘请杨化光先生到北京艺专西洋画系教授油画，终因爆发学潮学校停课而未果。

杨先生教学细致认真 ， 我画素描喜欢抠住某个细部 ， 局部画出效果再向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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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化光先生不止一次地纠正我，让我从画面整体出发，把明暗光感一层层地全面

表达出来。 杨先生曾留法，在世界知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她对

同学像慈母一般，喜欢同学到她家去玩。她家客厅像个小美术馆，墙面挂满油画，

令人目不暇接。 我们逐幅欣赏，先生也常插话介绍有关技法或背后的故事。 久而

久之，串门聊天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叉上了一堂美术欣赏课。 美术教研室还有一

位刚来系里不久的高才生，呼延夜泊先生(王学仲先生) ，他教我们"西洋美术

史" 。 先生略带山东口音，两个学时的课程，一边放幻灯片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

分析国外的艺术经典， 带领我们去认识西洋美术的发展历程、时代背景、成就和

影响以及与建筑艺术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 ， 从另一个侧面给予我们艺术的享受。

教我们"建筑构造"的是林世铭先生。 印象里先生年岁稍长，操着浓浓的天津口音。

从他讲课的口气里能听出是位工程经验丰富的老师，讲到各种做法构造时细致、

深入、全面，民间的做法、传统的做法、现在的做法一一列举，让我们清楚地

认识了材料的性能，也收获了许多施工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教我们 "建筑物理"

的是沈天行先生。 那时，她刚学成回国，实验室也刚刚建立，身边只有一名教助。

她担任几个班的教学和实验工作，十分繁忙。

卢绳先生也是一位具有大家风范的老师，他曾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早

年跟随梁思成先生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协助梁先生编辑《中国建筑史》 。 卢

先生学识渊博，诗、文、画、建筑无一不精。 卢先生体态微胖，嗓音略带沙哑，

讲起课来面带微笑，语言生动风趣，很受同学欢迎。卢先生上课从不带讲义 、 讲稿，

只带粉笔。 他讲起课来语速略快，滔滔不绝。 卢绳先生教学有几招令学生折服:

一是他讲起课来常引用古诗词、典故、故事等丰富内容，引导学生加深理解，旁

征博引 ， 使学生触类旁通，多角度地增加了学识;二是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

先生的字体圆润道劲，别具一格，老练帅气;三是卢先生的"黑板草图"堪称一绝，

先生讲课时要把多数古建实例画在黑板上，无论平面、立面、鸟瞰，都画得准确

生动，笔法熟练如行云流水，线条勾勒似笔走龙蛇，学生无不为之惊叹。 天津大

学的老校长李曙森先生都说 ， 听卢先生的课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

"建筑设计初步"是建筑师的重要基础课，也是"师傅领进门"的开始。

记得课程内容一部分是专业基础知识， Ìi井西洋"五柱范"和中国古建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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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是建筑制图的入门，包括铅笔图和水墨渲染。 两部分教学交替进行。

教我们的老师是宋元谨先生、胡德君先生、王福义先生和林兆龙先生。 西洋"五

柱范"讲完 ， 老师留了一张作业，五种柱式的铅笔图，要求只用 HB 铅笔表达线

条的粗细、深浅，基本功的训练可见一斑。 之后的渲染教学，老师们极其认真 ，

从楼纸和墨汁过滤教起，四位老师同时在课堂上，分别指导同学，甚至手把手地

教同学怎么做。 画渲染图时老师提供了两张范图，一张是已完成的，一张是和学

生作业同步的。 上课时，老师画一步，同学学着画一步。 记得有几个同学画坏了，

老师帮他们一起洗掉重画。 后来了解到这都是系主任徐中先生的严格要求 : 必须

重视学生基本功的教育培养，老师必须当堂示范。 四位老师教得认真，要求严格，

一丝不苟。此外，老师们还教我们一项技术一一描图，就是平时备些小块的描图

纸，把纸蒙在书刊杂志的图形上，用墨水小钢笔把图或照片描画下来，一方面提

高自己画草图的水平、熟练程度，一方面充实头脑中设计元素的信息贮存。 于是 ，

同学们课余都去系资料室描图不辍，甚至坚持了若干年。

"建筑设计"是我们专业的核心课程，师资力量也十分雄厚，徐中先生会

不定期地参与辅导改图。平时每次课总是有四位老师一起到谍，分别辅导同学改

图，教过我们的有: 沈玉麟、冯建造、童鹤龄、张文忠、郑谦、彭一刚、聂兰生、

屈浩然、 张敖以及工业设计教研室的何广麟、庄涛声等各位先生。 先生们大多是

边改边讲。冯建造先生改小住宅设计时就告诫大家，住宅厨房除考虑通风外要尽

量避免异昧影响客厅等空间。彭一刚先生给我改校园中心区规划时曾用"点与线"

和"线与线"的关系说明环境空间的变化与重复，讲得形象生动。 临近交图时，

老师会辅导同学画好衬景、背景，提升画面效果。 J马建造先生擅长画水彩的树。

一次，他为一个同学画了几棵暧调子的冲天大树，画面气势大增，这使同学们

充分领教了先生纯熟的技法，也激励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那时各年级的作业，

老师评分后都在系里走廊展出，供同学观摩，使大家在无论设计手法还是表现技

法上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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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印象

每年暑期根据教学计划都要安排实习。这是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校外课堂，

一般安排得比较丰富，城市可能是我们不曾去过的，内容可能是同学们从未接触

过的一一新奇和兴奋使我们每当暑期到来之前就会向老师们不断打探。

大一暑期的实习是在北京，内容是:认识实习+测绘实习+水彩实习 。 认

识实习是在故宫，将学过的古建基本知识结合实际现场教学，通过参观讲解巩固

所学知识，收获颇丰。 古建测绘是天大的长项，我们测绘的是故宫乾隆花园几栋

宫殿的外檐装修。 那时乾隆花园尚未对外开放，建筑的细部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

尘，我们仍然饶有兴趣地挥汗爬上爬下，描绘着古风古韵的纹样，下课出来彼此

相觑，个个都酷似泥人一般。水彩写生实习在颐和园内进行，大家经过八至十天

的写生都有不小的进步，可算是一次强化的水彩画训练。

大二暑期的实习地点是鞍山和大连，内容是施工操作实习和参观实习。 那时，

鞍山作为全国的钢铁基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中，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

我们也期盼投入火热的建设中去。 来到鞍钢第二初轧厂，工地负责人首先安排

我们砌砖，在工人师傅带领下，从砂浆搅拌到墙体砌筑，我们挥汗如雨地干了

十多天。第二项操作是学习土方工程施工，由工人师傅"一带二"教我们开履

带式拖拉机牵引的铲运机。 当年设备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只有大工程工地才有。

手握操纵杆、耳听轰鸣声的操作经历了一周左右。大连的参观实习安排得紧凑短

促。 设计单位先给我们介绍了大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然后我们参观了部分道路、

广场以及大连火车站、秋林公司等老建筑，同学们满怀收获返回天津。

大三暑期是工长实习，目的是体验一下建筑物由图纸到建成的中间过程。

我们被分配到各个工地，我和另外三位同学有幸被分在北京西单电报大楼工地。

我们四人又分到不同的工种，我分到钢筋工，跟随一位顾工长做钢筋翻样工作。

电报大楼是林乐义大师的力作，当时主体施工己近尾声，顾工长教我画的是钟楼

部分。 钢筋翻样这项工作我不曾经历，只好用心去学。顾工长是上海人，工作细

致认真，教我很耐心，我在他办公桌旁架起一块图板画了起来。 那时施工很细致，

钢筋加工依靠翻样图下料加工。 翻样图是把设计院施工图中所配钢筋抽出， 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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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放大画在牛皮纸上，分段注明加工尺寸，算出下料长度，注明共加工多少根。

所有配筋根根如此。 特别是钟楼四角自下向上收分的斜柱，箍筋一根一个长度 ，

需要仔细算清。 一个多月的实习，我和顾工长学了不少 ， 达到了他的要求 ， 满足

了施工需要。

我读完大四正是 1958 年，是"大跃进"的年代 ， 为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学校把我们都放到设计院去"经受锻炼"了将近一个学期。

1959年只剩下一个学期了，我们需要做毕业设计 ， 因此安排了毕业实习 。

班上同学分为规划、民用、工业三个设计组做毕业设计。 我在工业设计组 ， 设

计题目是兰溪铝厂规划设计。 因此我们来到了浙江省兰溪 ，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

南方的县城，一切都是新奇的，古朴的街巷、石板路、干摆瓦屋面……于是 ，

在这优雅的环境中 ， 在碧水青山的兰江之畔开始了我们的工作。 毕业实习主要

是围绕毕业设计的题目进行调研、搜集资料。 同学分成若干组分别进行，我和

另外一位同学负责兰溪历史与人文方面的资料搜集。 我们先借来县志，了解了

兰溪的历史沿革、县域发展变迁、工农业概况等 ， 顺藤摸瓜又深入了解了相关

的内容，详细记录，以为毕业设计提供相关研究决策的客观依据。

我所经历的大学实习丰富多彩，这使我们增长了学识，补充了课堂学习的

不足，同时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实习的日子令我难忘，至今仍能勾起我许多美

好的回忆 !

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多姿多彩，逸闻趣事不胜枚举。 年深日久 ， 我仅将记忆中的几件

身边事追忆如后，以飨大家。

入学时期的天大。 1954 年 9 月初是我入学的时间。 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

北京 ， 天津的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与新奇，以百货大楼、劝业场为代表的天津建

筑 ， 更与我熟悉的北京建筑大不相同。 来到校园，我的印象是"大"且"新" 。

校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望不到头，走也要走好久。 那时校区新建不久，建筑

也都只有两三年的历史，到处都很新。 虽然没有茂密的大树，但是 ， 林木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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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纪念碑(笔者的作昂)

也呈现了几分优雅。 几栋崭新的教学楼，过火砖的外墙色泽质朴、含蓄、多变，

丰富的瓦屋顶与我头脑中 "老北京" 的屋顶 ， 似有某些内在联系，于是，我开始

关心它们。 那时， 九楼还没完工，图书馆还没开工，八楼则竣工不久。 出于学

建筑的缘由，我随时关心它们的进展。 待它们落成后，其主从关系、退让关系、

群体关系便可一览无余，成为校园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这些作品也出自徐中先生

之手，近年来被命名为"天津大学建筑群已经成为天津的文物保护建筑了。

其次，印象最深的是天大的伙食 ， 那个年代上大学伙食费是国家全包的。 学校

为同学们安排得很好 ， 八人一桌，每餐八菜，煎炒烹炸 ， 荤素搭配 ， 味道可口 。

早饭也很丰富 ， 主食有馒头、花卷、糖包，有时有油条，稀的米粥、豆粥、豆浆、

面汤、馄饨，每天两三种花样，小菜有花生米、腐乳、咸菜等。 开饭按班级排桌次，

周日则凭校徽进食堂'凑桌，因此 ， 常有外校同学好友来此蹭吃。 这种国家管饭的

日子我们经历了一年多一些的时间后宣告结束。

学长的影响力。 一个系高班对低班总会有些影响，譬如某人的学习成绩突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