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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梁思成先生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上调研报告和论文的学习，总结了梁先生开展实地调研及
撰写调研科学论文的成就、方法、价值及其特色等，由此
对以梁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第一代学者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展科学调研的深远意义进行了阐述和追忆。
关键词：梁思成；调研报告；实地调研；中国古建筑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of Liang Sicheng’s field survey
reports and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Zhongguo Yingzao Xueshe Huikan),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achievements, methods, val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ang’s ﬁeldwork activity and his ﬁeld-report writing
style. This will serve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as
represented by Liang,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Keywords: Liang Sicheng; investigation report; field
research;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anci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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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乃实地调研。
在营造学社的工作中，有关调研的科学论文从《中国营造

1

调研的科学意义

学社汇刊》第三卷开始体现，由梁思成先生撰写的比较集

梁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调研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

中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四、五卷，另各 1 篇分别

门考》，即道明科学调研的意义，其绪言曰：“近代学者治

发表于第六卷 [1] 和第七卷 [2-3]。在梁先生诞辰 120 年之际，

学之道，首推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

我将以梁先生为主撰写发表的 11 篇调研报告进行了重新阅

闻 不 如 一 见’， 适 合 科 学 方 法。 艺 术 之 鉴 赏， 就 造 形 美

读，学习体味个中滋味，将心得分享如下。

术（Plastic art）言，尤为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

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

“A Thousand-Miles Journey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Learning From
Liang Sicheng’s Published Field Survey Research Papers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
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28

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

图版也放在前面或最后面，或一组建筑陈述之后分列）。

建筑史学刊

径。”“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

对于个例的记述也非常完备，一般包括平面、柱、梁枋

遗物之实地调研测绘不可。”[4]7 所以，开展古建筑研究，调

及斗栱（笔墨最多）、举折、屋盖、装修、塑像（观察尤其

研为第一要务。

细致，常和建筑比对考察时代风格）、匾、碑碣、佛具 [5]20-50，
对于可以发现的一切历史信息如建筑构件上的刻字、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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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对象选择

的题咏等也一一记详。
此外，每文必有感谢。关涉指导、随行、绘图人员等。
上述为最常见的写法。

在调研对象中，梁先生首选木构，乃由于“我国建筑，
[4]7

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 ；而第一篇选择蓟县独乐寺观音

比较轻松的，如《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行

阁及山门为具体对象，是因其为当时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

程”始，记述考察原因——“结构与我所说独乐寺诸点约

最古者，同时“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

略相符，大概也是辽金遗物”[5]1；生动的随行人及故事——

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实物也。”[4]8

“所以我们在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

也就是说，选择调研对象犹如我们今天研究中的发现问题

去”[5]2“……泉州旅馆，还勉强可住，那算是宝坻的‘北

之关键，“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

京饭店’。泉州旅馆坐落在南大街，宝坻城最主要的街上。

[4]10

当

南大街每日最主要的商品是咸鱼”[5]3；记载他事——“河

时，明清建筑尚有较多存留，而要梳理中国古建筑各朝代

上有桥，那种特别国产工程，在木柱木架之上，安扎高粱

之关联以及建立各朝代的认知标杆，明清之前的建筑调研

杆，铺放泥土，居然有力量载渡现代机械文明的产物”[5]2；

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

确为首选；又宋有“法式”，清有“则例”，将宋代前后的

描述心情——“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

建筑作为主要的调研对象则十分明智。

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
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

3

调研的科学方法

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5]5
更轻松一些但包含理论认知内容的，如《平郊建筑杂

在 方 法 上， 梁 先 生 的 主 张， 首 先 是“实 地 研 究， 登

录》，特别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不是指建筑所包含

檐 攀 顶， 逐 部 测 量， 速 写 摄 影， 以 纪 各 部 特 征”； 其 次

的诗情画意，而是“以貌取建”的态度——相对于“以貌

是“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

取人”而言 [6]99。而全文陈述，仿佛将建筑当作一个人，语

鉴 别”； 再 则 是“后 二 者 之 研 究 方 法， 在 现 状 图 之 绘 制

言也特别俏皮，如“说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再没有比卧

（Measured Drawing）；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

佛寺委曲的了”“其实这都怪那佛一觉睡几百年不醒，到了

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Restoration

这危难的关头，还不起来给老和尚当头棒喝”[6]100；说方

[4]9

Drawing）。”

步骤十分清晰：现场工作—文献研究—现

池变为了游泳池且脏，是这样说池水的：“用来锻炼身体之

状图—复原图—制度比较—年代鉴定。阅读 11 文，大多数

用，在青年会道德观之下，自成道理——没有康健的身体，

调研论文采用的就是这个步骤和方法。

焉能有康健的精神？——或许！或许！但怕池中的微生物

其中，考证也会结合石碑与县志比对来确定，如宝坻

细菌不甚懂事。”[6]104 但是《平郊建筑杂录》（续），关涉天

西大寺便考察出“透灵碑”和宝坻八景之一的关系 [5]4A；原

宁寺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则写得平实严谨 [7]，应该属于

状图复原，行参照之法，
“辽代木材大小之标准，不惟谨

第一类写法。

严，而且极普遍，所以我们若根据佛宫寺塔来构造广济寺
[5]14

木塔的幻形，大概差不了很远。”

文献与考古，类物参

若是对一个地方进行调查，通常用时比较长，案例多，
有的实测比较简单，主要以文字和照片为主，如《正定调
查纪略》[8] 和《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9]；有的实测图示很

照，均为常用的方法。

多，前面集中放置建筑整体的平立剖面图等；文中一般是

4

报告的撰写方式

斗栱等详图；每案例末集中放照片，如《大同古建筑调查
报告》[10]。

从体例来讲，大体一致，包括：绪言，总论 / 行程 / 纪
游 / 纪行，历史及现状，建筑——门 / 阁 / 大殿，今后之保
护 / 结语。即使是独立的结语，也特别强调保护，如“最
后一句牢骚话，关于三大士殿的保护。木造建筑怕的是火

5

报告的学术焦点
对 order（范式）关注。“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

和水，现在屋盖已漏，不立刻补葺，木材朽腐，大厦将颓。

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

至于内部堆积的稻草，尤其危险万分，非立刻移开不可。

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

若要讲保护三大士殿，首须从这两点下手。”

[5]52

年
2021

另论文皆

犹 order 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为谓中国建筑制

有若干照片和绘图图示（一般测绘复原图放在前面，照片

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 order 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

期
2

A

参见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第六图。

及面或成线，结合文献研究会扩大到线索式的外围研究；

对“标准化”关注，但对唯一的标准化不认可。
“此次

三是注重实测和大样测绘，不常作复原绘图（合作那篇除
外）。和梁先生比较吻合的是重视与前后朝的建筑制度相

则木材尺寸之标准化是也。清式用材，其尺寸以‘斗口’

比较，如《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和“法式”“则例”

为单位，制至繁而计算难。而观音阁全部结构，梁枋千百，

均作了比较，从而对异于宋清二代的明代中期建筑有了大

其结构用材（Structural members），则只六种，其标准化可

致的判断，但是不作结论，此为刘先生的特点。认为“异

又比较《营造法式》卷四“凡构屋之制，

于宋清二代者，或因材料关系，临时变更旧法，亦难逆知，

皆以材为祖。”认为观音阁山门“然则以材栔为度量之制，

决非依此一例所能解决”[12]68-69，乃刘先生“孤例不足征”

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4]79 在对宝坻三

的一贯治学态度之体现。

大士殿研究中，也对此特别分析，认为“在大殿大木用材

龙非了先生的《开封之铁塔》，除有绪言、历史之考察

上，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木材之标准化。”[5]37“而木材

外，还对建筑历劫经过、材料与构造、构成尺度这些和建

之标准化，和材栔之施用，与《营造法式》所述，在原则

筑历史与设计相关的内容展开特别研究，并对特别的部位

[5]52

如“铁塔之安定度之考察”[13]，有严密的数理计算。

上是相同的。”

杨廷宝先生的《汴都古建筑游览纪录》，特别注重建筑

科学研究，如对阑额安全的研究，认为在阑额之下加
的一根小柱子，“以匡救阑额之不逮，添置这柱子的人是根

的设计内容和存疑的推断，如关于塔，他完整记录了地点、

据他‘立木顶千斤’的常识加上去的，但是为眀瞭这阑额

留存和格局情况、建筑的具体尺寸、色彩、构造做法、楼

的实力，我们可以大略计算一下”，遂分别算出单位面积重

梯的设置等，尤其从保护的角度，重点关注倾圮、以往更

量（包括木料、砖、泥瓦），及阑额断面能承受的安全荷

改变迁、佛像年代考证等 [14]A。

载，证实实际的承载超出了安全荷载的 3.35 倍，证实“在
[5]35-36

结构方面这阑额是三大士殿最不合理之点”

。

较多学者发表的调研论文，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营造学
社于西南的工作，并以石印的方式发表在复刊的第七卷中。

注重比较，论及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的举折，既与

如刘致平先生的《云南一颗印》[15]，特别关注做法包括施

同时期建筑比较，发现“三大士殿举折的角度，与独乐寺

工和用料，是最早关于住宅的系统调研报告，绘制了 20 个

观音阁、山门大致相同”

[5]41

；也与宋清建筑比较，“法式

版面的关于“一颗印”的相关图纸；另文《成都清真寺》[16]

所规定殿阁三分举一的角度，与清式的角度大致很相近；

和《乾 道 辛 卯 墓》[17]， 均 为 这 个 时 期 成 果。 莫 宗 江 先 生

而辽式殿阁的举折，竟较宋式厅堂还低，是我们极应关注

的《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18]、卢绳先生的《旋螺殿》[19]、

的。”[5]41-42 有的是和国外比较，如分析赵州大石桥的“空

王世襄先生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20]，均为关于西南建

撞券法”，即和欧洲近代桥梁进行比较，认为“较安济桥竟

筑考察调研报告或论文。

[11]

在第七卷中还有两份关于山西古建筑的调研论文，一

是晚七百年，乃至千二百余年” 。
首开民居考察，见于《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专门
列有“山西民居”，记录有穴居、砖窑、磨坊、农庄内民居、
城市中民房、山庄财主的住房

[9]62-65

。
“民居”一词是否首次

是莫宗江先生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21]，另一篇是
最重要的梁先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及《记五台山
佛光寺建筑》（续）。
比较而言，梁先生的调研论文，有相对一致的思路和

应用有待考察，但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起点，应该相当于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的中译在中国古建筑研究中的采用。
可见，科学调研，不仅是当时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第一
要务，还是学术思想和学术发见的起始点。

表达，除了现场工作外，后续中有比较规整的甚至是复原
的建筑图纸表达；而其他大多数调研论文比较侧重现场记
录的真实性，注重构造与材料、大样与施工、详部与装饰
等。当然，相同之处更多，不赘述。

6

与其他学者调研论文的比较
7
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调研论文篇数为首

的是梁思成先生，其次为刘敦桢先生，共 10 篇（其中有和
梁先生合作的），体例比较丰富，针对不同对象诸如殿宇、

调研的目标追求
连缀起如上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调研论文，

尤其是学习整理了调研论文的脉络和思路，可以理解以梁

陵墓、桥、石柱和普查，写法不一。研究木构建筑的基本

先生为代表的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展现场调研工作的目

顺序为：引言 / 绪言 / 纪行 / 纪游，沿革 / 略史，布局（总

标，至少有如下几点十分突出。

体配置），建筑（平面配置——习惯画平面和仰视平面的组

1．建立中国古典建筑的文法

合，所以在这部分会同时记述平面和天花布局、大木、砖

梁先生《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22] 中，着力

墙、琉璃瓦件、装修、彩画、佛具雕饰），结语 [12]。相较

于将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则例》作为两部中国

于梁先生的表述，刘先生一是特别重视诸作做法和材料与

建筑的文法课本进行介绍，其中更是将斗栱作为一重要辞

构造，还会将之与相关案例做法进行比较；二是喜好由点

汇进行阐述，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了解“每一个派别的建筑，

A

参见杨廷宝《汴都古建筑游览纪录》第 1～6 页，“开封祐国寺塔”。

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

谓已达极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独乐寺辽物研究中，因梁枋斗栱分析而获得之最大结果，

[4]77

29

重大。”[4]11-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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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历代特点的基本标尺与实物的谱系，然

汇’”，“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

后扩大到砖石土及金属的建筑研究。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面

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22]1。这与调研报告特

大量广，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且有宋《营造法式》为

别注重各时期的建筑与宋清法式进行比较，并注重斗栱的

系统表述的专著。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论文前

order 研究，其中的工作思路是相通的，梁先生的理论研究

后关系，可以了解梁先生便是以《营造法式》为出发点上

和调研工作可以互相印证。

推和下延进行木构建筑和文献研究的，从而助于形成以木

2．作为新建筑设计的参考

构为代表的建筑系统、以朝代为分野的时代特色的中国建

梁思成先生《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23] 和《建筑设计

筑史建构。

[24]

参考图集简说》

二文最具深意。如果将二文对应起来看，

便可了解建筑设计参考图主要是应对当时社会的设计需求，

4．沟通儒匠，浚发智巧
其实，刊物出版前一年，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人朱启钤

如第三集“店面”占有重要的份量；同时若从学术角度观

先生于 1929 年 6 月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函中，便

之，二文更可贵的是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放在世界建筑

有宏大“计划大概一通”，包括“一，属于沟通儒匠、浚

的背景下，包括古代的建筑系统和近代的建筑变化，从而

发智巧者；二，属于资料之征集者；三，编辑进行之程序，

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解有穿越时空的深厚定力和敏锐见地。

成书假定以五年为期。”[26]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属于沟

就调研对象而言，调研工作从官式到民间、从中原到

通儒匠、浚发智巧者”中的计划子项有这样两项：
“辑录古

边缘进行拓展，这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论文中

今中外营造图谱；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26]3

反映比较明显。其中虽有客观环境的原因，更主要是由一

可以见得，朱启钤先生的研究计划并不止于中国建筑营造，

种使命感所带来的取向，以应对当时社会对建筑设计的

也不局限于古代，而关键在于对“浚发智巧”的建筑宝典

需求。

的全面收集和研究。也因此，可以认知朱启钤先生邀梁思
成先生为法式部主任、刘敦桢先生为文献部主任进行架构

3．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代坐标
[25]

梁先生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一文中，表达出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宗旨，但更加强调了对本国的意义。
“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

开展重点工作的意义，也可进一步理解梁先生致力法式研
究及其开展调研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以梁先生和刘先生为代表开展并完成发表在《中国营

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

造学社汇刊》上的 27 篇调研报告和科学论文，是践行如上

已有科学艺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

远大目标的奠基石，也是中国建筑史及其学科发展的最重

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

要基础，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此仅为本人多

筑的最大意义。”[25]12

次学习的部分心得体会，以此纪念和致敬梁思成先生。愿

其中，通过实物与文献互证的严格论证，首先建立起

与读者共享，更为励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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