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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建筑遗产
涉及数量和规模非常庞大

中国对 20 世纪建筑的关注由来已久。

1999年 6月，国际建筑师协会第 20届大会在
北京召开。吴良镛院士就提到：“20世纪人类
在建筑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是建筑学大发
展的时代。”

“20世纪建筑遗产还有很大的生存和发展
空间。”金磊说，“20世纪建筑遗产确实会和
其他遗产类型重合，但是它有自身独特的价
值。百年间的建筑作品或多或少都体现了中
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

比如，今年恰逢“国庆十大工程”建成

六十周年。我国第二代建筑大师张镈当年参
与设计的 3 项作品——人民大会堂、民族饭
店和民族文化宫，均被列入“中国20世纪建
筑遗产”。金磊说：“张镈等人在设计人民大
会堂时，做了诸多以创新结构为切入点的中
国建筑新探索。人民大会堂是建筑多元化的
范例，其标志性的柱廊既有中国建筑法式传
统，也有西洋古典建筑神韵。人民大会堂设
计采用的集体创作方式，也决定了建筑作品
具有独特的折衷性和先锋性并存的特点。”

“目前，共有 3 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
产’名录公布，社会反响特别好，除了各地
媒体的报道，许多遗产地还会把此建筑于哪
一年被列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写
进自己简介中。”金磊介绍说，“这说明大家
认可了 20 世纪建筑遗产，觉得这是一项荣

誉。” 张松也指出：“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名录”既是荣誉，更是保护利器。当那些有
价值的建筑遭受破坏时，“名录”为社会各界
的保护行动和呼吁，提供了一个依据。

20世纪建筑遗产的类别，可归纳为纪念
建筑、观演建筑、教科文建筑、工业建筑和
商业建筑等十大类，涉及数量非常庞大。金
磊特别强调，“仅认定 20 世纪建筑遗产就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费麟对此补充道：“20
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绝不止于名录。我们还要
学会‘温故知新’，要在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建
筑范例中，借鉴出国际上好的做法。”

20世纪 能留下多少建筑遗产
刘 阳

20世纪建筑遗产
正研究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我觉得‘挤压’这个词很新颖，但描述
得并不准确。20世纪建筑遗产确实有其存在
的必要。”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
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金磊说。据介绍，20世
纪遗产相关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只是
尚不为外界熟知。“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研究
制订 《20 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管理办
法》”。

2018年12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与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
会共同成立了“BIAD建筑与文化遗产设计研
究中心”。研究中心的工作任务包括认定、传
播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以及联合中国文博

界开展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的改造等。
20世纪建筑遗产的重要特点，就是可进

行活态研究。金磊举例：“有着近 70 年历史
的池州祁门红茶厂至今仍在使用，它是我们
做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活态研究的好例
子。这一红茶厂在 70 年的制茶过程中，‘茶
香味’已经浸润到老厂房的角角落落。我们
既从历史、文化、美学、艺术的角度，对祁
门红茶厂的价值做系统梳理和挖掘；同时记
录和还原红茶厂建厂初期的生产技术流程，
保护生产过程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017年，包含上述建筑群的“安徽国润
茶业祁门红茶老厂房”入选“中国20世纪建
筑遗产”名录。

目前，安徽省池州市正在围绕“安徽国
润茶业祁门红茶老厂房”入选“中国20世纪
建筑遗产”开展“文化池州”建设工作，
2019年4月，《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编

辑的“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文化系
列 ” ——《悠 远 的 祁 红 —— 文 化 池 州 的

“茶”故事》一书在故宫博物院首发。
“这本书是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活

态研究的成果之一，书中包含祁门红茶厂的
建筑特色、祁门红茶厂制茶师傅的艰苦故事
以及祁门红茶走出国门影响世界的文化脉络
等。”金磊补充说。

按照专家的思路，在现实生活中，20世
纪建筑遗产应该将自身价值与经济建设融合
在一起。比如，当有些建筑逐步成为历史建
筑或者逐步成为地标性建筑时，人们会不约
而同地开始关注其自身建筑风格的延续以及
对风貌的影响。许多建筑不得不改建以适应
新的时代需求，但改建远比重建还要棘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介绍
说：“改建既要在建筑内部结构中加固，又不
能破坏原有建筑风貌。”此时，20 世界建筑

遗产既将社会实践中的优秀理念与做法进行
肯定和彰显，又力图以自身的标准指导后续
实践。由广州市设计院主持的广州白天鹅宾
馆改建工程，即为一项典型实例。广州白天
鹅宾馆酒店于1983年开业，是中国第一家中
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也是第一家由中国人
自己设计、建造、管理的现代化酒店。2012
年至2015年，该工程在保护既有建筑整体风
貌的原则上，进行了精细化设计与施工。改
建后的宾馆解决了客房面积过小、消防存在

隐患等难题，与此同时保留了白天鹅宾馆中
庭标志性景观“故乡水”。金磊介绍，当年建
造“故乡水”景观的初衷是唤起远洋游子对
故乡的感情，寄托海外侨胞的浓浓乡情。中
庭以壁山瀑布为主景的景观布局，小桥、山
石、亭子、流水等元素属于岭南派建筑特
色，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外国建筑设计理
念的经典结合。

在改造完成后，“全新的”白天鹅宾馆于
2016年成为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20世纪建筑遗产
具有“承上启下”功能

20世纪建筑遗产的独特性很难被取代。
“我们现在一提到遗产保护，想到的是古

老的文物，就在我们身边的20世纪建筑遗产
却经常被忽略。”中元国际公司资深总建筑师

费麟说，“我们在积累自身文化的同时，应该
珍视自身已有的文化。20世纪建筑遗产的时
代性特征非常明显，它与当今城市化建设联
系最为密切，拆迁还是改造直接决定了20世
纪建筑遗产的生与死。”

张松教授认为：“20 世纪建筑遗产在历
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并且对我们未来的建筑事业也是一种参
考。”许多建筑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价值，以及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事
迹的独特背景，成为了人们过往岁月和近现
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

据此，张松认为：“20 世纪建筑遗产是
活的遗产，许多建筑仍具备使用功能。针对
它的保护实践，都应当在处理之前明确保护
政策和准则，充分考虑20世纪使用的建筑技
术、建筑准则以及可进行改变的区域，由此
来决定干预的限度。”

认知20世纪价值
需要这个“缓冲地带”

认知20世纪价值
需要这个“缓冲地带”

20 世纪波澜壮阔，20 世纪又距离我
们太近。

本来，我们已习惯于保留或呵护那
些珍稀的更久远记忆；那身边的日常就
算了吧别再添乱，别阻挡我们重新规划
生活的步伐——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态度和心境。

但“现在”也将是历史。纵观 20 世
纪，人类文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着重
要变化。生活在 20 世纪、21 世纪的我
们，足以值得骄傲：视野远远超越前
人；对于人类历史、聚落风貌和真实延
续的认知与需求变得尤为强烈并借助建
筑载体表达得丰富多彩。

那20世纪，能留下多少建筑遗产？
社会共识经常“后知后觉”。20 世

纪价值都意味着什么？可能还需要很长
时间，才能被决定遗产命运的人们所理

解和接受。这时，“20 世纪建筑遗产”
实际上建立了等待价值达成共识的“缓
冲地带”：在拆与不拆、管与不管之间留
下了讨论和等待的空间，留下找到方法
的机会。这才是献身于这一遗产保护工
作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最现实价值之所在。

但是只有勇气和智慧，还不一定够
用。信息负荷过载的当代社会中，活跃
者胜出。尤其当那些权重更高、更知名
的 遗 产 类 型 出 现
时，默默无闻必会
受 到 “ 挤 压 ”。 于
是，“20 世纪能留下
多少建筑遗产”？建
筑师们肯定无法仅
靠自身专业知识就
能回答和找到完美
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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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胡同是明清北京城的组成部分。1990 年，
第一期改造工程完成。设计人提出了“类四合院”
式的新街坊体系，用高低错落的住宅、过街楼等围
合成新的四合院。首层外墙采用原来房屋的旧砖，
充分利用原来的材料；建筑上部为粉墙黛瓦，体现
了建筑的“有机更新”。

2016 年，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入选首批“中
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图 为 北 京 饭 店 西 楼 大
厅。北京饭店坐落于北京市
东长安街，始建于 1900 年，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豪华
饭店。饭店由东、中、西三
幢楼组成，占地 4.2公顷。北
京饭店是高层建筑诠释简约
民族风格的经典之作。

2016 年，北京饭店入选
首 批 “ 中 国 20 世 纪 建 筑 遗
产”名录。

北京饭店持续扩建
的过程超过 70 年，其内
外设计均堪称经典。

北京菊儿胡同改造工程，集中印证了20世纪人们对
于人类历史、聚落风貌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表达……

题图：1991年竣工的陕西历史博
物馆设计图

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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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碉楼（左上）：
20世纪建筑遗产 VS “国保” VS 世界遗产
●2001年6月，国务院批准开平碉楼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6月，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7年12月，开平碉楼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钱塘江大桥（右上）：
20世纪建筑遗产 VS“国保”VS 工业遗产
●2006年5月，钱塘江大桥被列入中国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12月，钱塘江大桥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018年1月，钱塘江大桥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北京大学红楼（左下）：
20世纪建筑遗产 VS “国保”
●1961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红楼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9月，北京大学红楼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金陵兵工厂（金陵机器局）（右下）：
20世纪建筑遗产 VS 工业遗产
●2017年12月，金陵兵工厂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018年11月，金陵机器局列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多种文保和遗产形式出现“挤压”现象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将推出，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
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工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铁路遗
产、校园遗产等新遗产形式不断出现……

此时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各种遗产涉及的领域会
相互重合叠加；同一具体项目可有两到三重“身份”。有些
历史建筑既是20世纪建筑遗产，又是工业遗产，甚至还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是潜在的世界文化遗产。于
是，那些地位重要、知名度和活跃度更高的遗产类型，事
实上就会对其他遗产构成影响力“挤压”。

那20世纪建筑遗产这种价值表现形式，还有存在必要？

时空重叠 内容相近
—— 以20世纪建筑遗产为例 ——

（本版照片来源于网络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第一卷）》）

齐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