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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
*
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Liang Sicheng’s and Lin Huiyin’s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in
Kunm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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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8 年至 1941 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

因以昆明为基地，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率领中国营造学社
复社，继续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同时，完成了云
南大学映秋院、昆明市郊龙泉镇自宅等几处建筑设计实践。
在这些建筑活动中，梁思成、林徽因前所未有地对地方民
居建筑投入特别的关注，关注其价值及其在当代中国建筑
设计中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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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8-1941), Liang Sicheng and Lin
Huiyin moved to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where
they continued the work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Zhongguo Yingzao Xueshe)
under extremely difficult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pleted several architectural designs including
Yingqiuyuan of Yunnan University and a house for
themselves in Longquan village on the outskirts of
Kunming. In both thei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ork,
Liang and Lin pai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o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design.
Keywords: Liang Sicheng and Lin Huiyin; archite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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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思成、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概
况（图 1）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此时的梁思

返回北平，之后赴天津，安顿了营造学社的资料后，全家
开始踏上流亡的旅途。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一路上历经艰险，于 1938 年 1 月
中旬辗转抵达昆明。初到昆明住在城南巡津街 9 号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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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林徽因正和莫宗江、纪玉堂等人在山西调查古建筑，

“止园”的一户黄姓军官的房子里，梁、林一家共使用这处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他们意外发现了佛光寺唐代遗构。7 月

住宅的三个房间 [1]163。当年的巡津街，在昆明南城的新商

12 日，获知“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

埠，街边混杂着受法国风格影响的近代小住宅和具有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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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工作、生活相关地点示意图

（底图来源：刘学．春城昆明：历史·现代·未来 [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2：100．）

传统风格的民居。巡津街 9 号，据说位置在巡津街与铁皮
巷口的交叉口处（图 2～图 4）。
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到昆明后，两人都深受疾病
的困扰。梁思成因扁桃体发炎，年轻时车祸导致的背伤后
遗症加重，加上吃药治疗副作用的影响，卧病在床长达近
一年时间。林徽因的肺病也严重起来，来到位于高原的昆
明后，缺氧的环境也给她的健康带来损害。[1]156-160 林徽因
1938 年春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现在多半的人都最
挂念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
着惦挂。”[2]40

图4

巡津街、铁皮巷路口西南侧现状，早已是多层的楼房建筑

（钱毅摄，2019）

常是高朋满座。张奚若、金岳霖等老友时常访问这里，但

1938 年 3 月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陆续抵达昆明，许多

气氛与在北平的“太太的客厅”显然不同。金岳霖在给

梁、林在北京的故友也在其中。因此，巡津街 9 号宅园就

梁、林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回忆道，“她（指林徽

像梁思成、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 3 号的家一样，也时

因，笔者注）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说笑，因
为在国家目前的状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也没有
什么值得笑的。……实际上，我们多少有点心灰意冷。我
们的心中藏着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
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有一
种暗潮汹涌，……。”[1]161-162 除了在北平的那些学者朋友，
梁家在来昆明的艰险路途中，在湖南晃县邂逅了一批年轻
飞行学员，他们也是巡津街 9 号的常客。这时他们已经开
始在空军服役，参加与日军的战斗。萧乾回忆：
“那时，她
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轻的飞行员。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
学作品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3]134
（图 5～图 8）。
战争中物价不断飞涨，林徽因一段时间每周四次步行去
城北的云南大学教授英文，补贴家用。[2]41 同时梁、林二人
还受人之托，
“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1]160。
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
“虽然思成与我整天宣言我
们愿意义务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到了如今人家
还是不找我们做正经事，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

图2

1966 年的巡津街地段基本保持着抗战时期面貌，巡津街 9 号位于巡津街与

铁皮巷的交汇处，推测在图中标示位置（笔者以徐林先生提供 1966 年航拍图为
底图制作）

所委托的杂务，这种私人相委的事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
实际的报酬，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时候做些其他

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图 3 1982 年的巡津街至金碧路方向街景，街边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与院落尚存
（张卫民，张靖梓．老昆明 [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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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林徽因在巡津街 9 号

（林徽因．林徽因书信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图6

林徽因（半蹲者）与亲友在昆明巡津街 9 号（左起站立者为金岳霖、王彪夫人、空军军官黄栋权、汪

同、何梅生）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图7

梁思成、林徽因与友人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 图 8

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1938 年梁思成一家及友人在昆明西山杨家村民居中合影（前排左起林

徽因、梁再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徵、周如雁；后排左起周培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有价值的事也好。”[2]41

这两座建筑分别以云南大学董事长、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

在昆明，林徽因写下《彼此》，鼓舞在战争年代迷惘的

人顾映秋，以及龙云的女儿、卢汉将军夫人龙泽清两位捐

人们，也包括自己。“……现在一切都是这么彼此，这么共

建者名字命名。几乎在同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代表

同，个别的情绪这么不相干。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

西南联合大学聘请梁思成作为工程师，帮助设计学校简朴

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所叫

的新校舍。

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

随着营造学社的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刘敦桢先

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

后抵达昆明，以及获得中华基金会继续资助，中国营造学

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

社得以恢复工作。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 月，梁思成养

地，横过历史。”[4]

病期间，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调查了昆明市郊以及大

1938 年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两篇论文在《笔尖》
（Pencil
Point）杂志 1 月号和 3 月号发表。由美国寄来的杂志与外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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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形式的稿酬给梁思成、林徽因带来了惊喜。

理、丽江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刘致平参加了昆明
市区及其近郊的调查。[5]253
这一系列工作，让梁思成、林徽因心中又燃起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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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5 月起，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梁思成、

们的专业知识又有了用武之地，生活也逐渐有了物质保障。

林徽因承担了云南大学“映秋院”及“泽清堂”的设计任务。

由于昆明逐渐成为抗战中海外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

思成一家以及营造学社紧随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

营造学社以昆明为基地的工作

2.1

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及其工作的展开

北郊的龙泉镇。A 最初梁思成一家住在位于麦地村兴国庵内

1938 年，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刘敦桢来到昆明后

营造学社的驻地。1939 年年中他们开始在棕皮营村建造自

与梁思成、林徽因相聚。在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

己的房舍，至 1940 年春建成。

之后，中国营造学社有了一小笔款项可做次年的经费，在几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2 月，身体状况略为康复的梁思
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同调查了四川与西康的
[6]137

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

林徽因则留在龙泉镇，一

名聚集在昆明的学社骨干的努力下，一段时间内因战争被迫
暂停活动的营造学社得以复社。于是 1938 年 10 月至 11 月，
营造学社由昆明及周边入手，调查了圆通寺，东、西寺塔，

边研究文献资料，整理调查成果，一边照顾家人，同时也

鸣凤山金殿等一系列昆明重要的古建筑。之后直至 1939 年

处理着云南大学校舍等设计服务工作，以及在棕皮营建设

1 月，逐渐展开对云南其他区域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的

自家住宅等事务。

调查。这期间，还发生过莫宗江、陈明达被当局强行征召编

居住在战争中的龙泉镇，昆明市郊的田园风景有时

入军事训练团，经由梁思成找昆明市、云南省政府协调才获

候会令学者们感受到久已忘却的美好（图 9），但是“战

放行的插曲。由于梁思成身体未康复，他与林徽因并未外出

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

参加这一阶段的调查，其间只是因听说安宁县曹溪寺具宋式

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林徽因在

风格，年代存疑，梁思成于 1939 年 1 月 25 日专门去现场查

1940 年 9 月 20 日致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2]105

由于 1940 年 9

月日军入侵了法属印度支那，并图谋向云南进犯。1940 年
12 月，林徽因带着孩子离开昆明，跟着营造学社随中央研
究院史语所等机关迁往四川李庄。梁思成稍后也离开，途
B

径重庆处理公务后前往李庄。

看。[7]6057 经现场踏勘，鉴定其建于元代，仅下檐为元代原
物，上檐斗栱及门窗装修、佛像皆为明代之物。[8]255
史语所于 1938 年秋搬迁到昆明市东北 8 公里处龙泉镇，
这里远离城市和军事目标，可以避开日军的轰炸。中国营造
学社紧随其后也搬到龙泉镇。史语所入驻龙泉镇瓦窑村，资
料库与办公地点选择在龙头村的龙头书坞、棕皮营村的响应
寺，以及宝台山上弥陀殿。营造学社则入驻龙泉镇司家营，
工作场所设在麦地村兴国庵，梁思成一家也暂时住在兴国庵
内，直到棕皮营自己的房子建好。当时在昆明的其他许多文
化机构也陆续迁到龙泉镇一带。朱自清、闻一多和清华文科
研究所进驻司家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北平研究
院历史研究所入驻落索坡；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入驻瓦窑
村；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竹园村。[9]172-173[10]365 由于这些国家
级的文化机构以及其他一些在西南联合大学等机构任职的
知识分子的入驻，龙泉镇一带形成当时中国的一个文化中
心（图 10～图 15）。
营造学社迁到龙泉镇之后，身体略为恢复的梁思成又
组织了一次对西南古建筑的考察。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2
月，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出发赴四川与西康
调查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林徽因则留在龙泉镇绘制
图纸、整理文字、查证资料。当时的研究成果，后来在复
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处陆续发表。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词中写道：
“在抗
战时期，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况
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
云南昆明至大理间有十余县，以及西康至雅安虞山二县，
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
的实物。就建造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
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

图9

林徽因与儿女在龙泉镇

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造艺术方面而言，西南地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A 在昆明复社的营造学社极度缺乏文献资料开展研究，史语所携带了丰富的中、西文文献资料南迁，营造学社长期依靠这些资料开展工作。
B 梁思成由于脚部感染破伤风，并未与跟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行前往四川李庄的林徽因及两个孩子同行，而是辗转重庆等地寻求官方对营造学社研究的支
持后，直至 1941 年 4 月 14 日抵达四川李庄。

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由昆明市区搬去昆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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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枢纽，日军开始频频轰炸这座城市。出于安全原因，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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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龙泉镇历史环境示意图

图 11

（笔者根据现场查访以徐林先生提供 1966 年航拍地图为底图制作）

图 12

刘致平描绘的麦地村

（刘致平．云南一颗印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7（1）：92．）

龙泉镇龙头村（左）与宝台山（右）

图 13

（石璋如．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 [M]．上海：中西书局，2018：20-21．）

龙泉镇宝台山上史语所善本书阅览处及所长傅斯年

（石璋如．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 [M]．上海：中西
书局，2018：372．）

图 14

兴国庵内营造学社工作室

图 15

兴国庵历史照片

（林洙，费慰梅．他没有等到这一天：林洙与费正清、费慰梅 20 年书信往来 [M]． （刘学．春城昆明：历史现代未来 [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122．）
张昊媛，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83．）

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

调查中，还是在昆明的工作生活中，都表现出对西南建筑

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

的地方特征以及各地民居建筑的关注。此前，中国营造学

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

社的研究更关注宫殿、祠庙、塔幢等经典建筑，较少留意

亦颇多有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
年
2021

2.2

[11]3

营造学社研究视野的扩展

期
2

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无论是在云南、川康的

民间建筑。而在北平到昆明的流亡途中，以及来到云南昆
明在西南地区的调查中，甚至是在龙泉镇日常的工作、生
活中，学社的学者们注意到了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也
被建筑的地方特色所吸引，发现了研究的新视角。在费慰

二千四百公里的内地乡村、夜宿村舍、在艰苦和疲累的条

深宅院落。因此，林徽因这诗中小楼，最有可能也是龙泉

件下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视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

镇的。这里的“上七下八”，应该指的是小楼楼上檐柱高七

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民居的特殊，与住户生

尺，楼下柱高八尺，是描述昆明本地这类民居建筑的常用

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各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

方式（图 18，图 19）。

子明显而有意义了。”[1]165
营造学社的驻地龙泉镇，其丰富的民居建筑也为营造
学社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样本。刘致平在对昆
明市东北郊民居建筑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主要以龙泉镇为
中心完成了一系列成果。其中《云南一颗印》
（图 16）收录
于 1944 年在四川李庄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
第一期。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条件所限，没能及时发表的云
南民居照片，也经后人整理，由 1999 年林洙所编辑的《中
国古建筑图典》收录（图 17）。林徽因在昆明时，还曾写
过一首《昆明即景·小楼》：“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A，半
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夕阳
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矮檐上长草，也结过小瓜，破
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是老坛子，大小的相伴；尘垢
列出许多风趣的凌乱。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大爹
自己不相信古老。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宁愿过桥，土
堤去看新柳。”[12]5676 这里描写的张大爹及其小楼，一座极
为普通的昆明民居建筑，应该是林徽因在昆明时日常所见。
图 18

龙泉镇龙头街

（石璋如．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 [M]．上海：中西书局，2018：23）

图 16 昆明小窑村孟宅纵断面图
（刘致平．云南一颗印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7（1）：75．）

图 17 云南昆明小窑村孟宅
（林洙．中国古建筑图典：第二辑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2．）

图 19

昆明龙头村某宅

（林洙．中国古建筑图典：第二辑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0．）

A 据说后来有一种版本林徽因将其改成“张大爹临街的矮楼”，参见沈文《“我的诗记下你的温柔”——林徽因在昆明》，刊载于《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七
卷》，第 56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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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来昆明初期所住的巡津街一带，当时大多是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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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所著梁、林传记中，提到：“从北京到昆明，沿途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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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史语所对龙泉镇建筑业的调查（从左至右：锯板子、瓦窑村砖瓦窑、麻土圾、立木构架）

（石璋如．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 [M]．上海：中西书局，2018：187-252．）

此外，在昆明梁思成、林徽因以及复社的营造学社长
期与史语所等兄弟机构相伴工作、生活、迁移，免不了
有所交流。例如，史语所石璋如与梁思永等曾组建“天
工学社”，他们对龙泉镇附近手工艺，包括建筑相关的建
材加工、建筑建造及瓦窑村砖瓦生产等进行考察、记录
（图 20）。[10]169-254 相信这些对民间建筑类似人类学方法的调
查也会对作为梁思永兄长的梁思成有所影响。此外，史语
所的考古学研究，是否也对营造学社在西南地区考察中对
木构建筑遗存以外的汉阙、石窟寺、崖墓等投入更多关注
有所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3

在昆明的建筑设计实践

3.1

云南大学映秋院、泽清堂的设计
1938 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就接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

来的邀请，设计云南大学的女生宿舍。该宿舍由云南省主

图 21

熊庆来就顾映秋捐建女生宿舍一事呈报龙云信件

（张昌山．云大老档案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134．）

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捐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5 月
7 日熊庆来写给顾映秋的信中写道：
“前承慨允捐建敝校女

信中可知，至此时由于某些原因，该建筑尚未完成，还需

生宿舍，热诚厚谊，全校同钦。即请梁思成先生及林徽因

要等待梁思成“早日代为设计”。

女士共同设计，具有中式建筑优美的兴趣及西洋近代建筑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3 月 15 日熊庆来再致信顾

适用之特长，且充分利用本地建筑材料，以求经济。梁氏

映秋：“近承夫人继续慨捐国币四万元，作敝校映秋院建筑

夫妇苦心经营，将来建筑落成，不仅莘莘学子得沾蔽荫之

不敷经费之用，祗领感荷！敝校因学子激增，房舍不足应

惠，而营造设计另辟蹊迳，在云南建筑史上亦可放一异彩。

用，又限于经费，修建维艰，曩承关怀，惠捐巨款，于女

估计（建筑）价值约为国币二万五千元。建筑名称拟为映

生校舍，得着手兴建。虽物价不断高涨，致超过预算甚多，

[13]92

秋学舍，聊表纪念之意。”

然宏丽之建筑，卒观厥成，莘莘学子，得蒙广厦之庇，饮

熊庆来就顾映秋捐建女生宿舍一事还专门写信呈报龙

水思源，无不感激！”[15]1231943 年 3 月，映秋院得顾映秋再

云，信中提到：“……慨先于本校衡建堂西偏捐建女生宿

次捐助经费，终于建设完成。此时梁、林及营造学社早已

舍一座，现已由营造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两先生热心勷助，

迁往四川李庄多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并未能第一时间看到

代为设计图案。……”[14]134（图 21）。

该建筑落成（图 22～图 24）。A

由于战争年代物价不断上升，建筑建造过程中造价不

1939 年，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卢汉夫人龙泽清在映秋院以

断攀升，经费不敷使用。加之日军对昆明包括云南大学的

东致公堂之间地段，捐建女生食堂（也有一说为大教室）[16]2031，

轰炸，这座女生宿舍建筑建设的过程并不顺利。中华民国

后命名泽清堂。也请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图 25）。

二十九年（1940）4 月 30 日熊庆来致信梁思成：“敬启者，

原映秋院建筑借鉴云南民间建筑，采用造价相对低廉

昨枉驾到校。对于女生宿舍建筑，兄为设备救救正，感荷

的土、石、木材料。建筑整体布局为“匚”字形，建筑南

奚似。拟请早日代为设计，并请贵社派工程人员一员，常

翼一层，西侧与北翼两层。历史照片显示，建筑外墙采用

[15]115

川到校视察监工，由校酌致报酬。俾克早观厥成。”

由

毛石墙基，砌至一层窗台下檐，其上墙体的主体为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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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徽因曾短暂回到昆明，故地重游，寻访好友，住在翠湖附近圆通山下唐家花园。该处与云南大学距离很近，林徽因很有可能
会去云南大学看看自己和梁思成最终建成的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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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国立云南大学校址中的泽清堂与映秋院
（底图来源：张昌山．云大老档案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175．）

图 24

映秋院鸟瞰及西南入口处

（张昌山．云大老档案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135．）

图 25

龙泽清与初建成的泽清堂门口

（张昌山．云大老档案[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136．
）

图 23

翻建之前的映秋院与泽清堂总平面图

（钱毅改绘自云南大学档案馆藏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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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做了黄色抹灰的保护层。建筑屋顶覆盖筒瓦屋面，
各部分屋顶高低错落，采用歇山与悬山相组合的屋顶，起

用了异于当地民居的斜撑构件帮助支撑相对厚重的筒瓦顶
（图 28）。连廊还与建筑东侧单层硬山屋顶的泽清堂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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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平缓，曲线舒缓。建筑西南设一座三层塔楼，内部应是

1992 年，云南大学 70 周年校庆时，学校拨款对映秋

垂直交通功能的空间，其顶部为攒尖屋顶，四角翘起。外

院、泽清堂建筑进行翻建。[17]75 翻建的设计大体模仿了原

墙的做法、屋顶的形式、组合形式，包括屋檐下外露的

建筑的平面布局及基本形式，采用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

木构件，这些建筑外观特征都体现出昆明附近传统民间建

建筑南翼增加至两层，西侧主体及北翼由两层增加至三

筑的影响（图 26，图 27）。建筑东侧设有木构架的连廊，
与“匚”建筑主体围合形成内院，连廊木构架的立柱上

图 26

映秋院西南侧入口

（张复合摄，1991 年）

图 28

映秋院东侧连廊

（张复合摄，1991 年）

3.2

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设计

层。建筑外立面装饰着黄色瓷砖，屋顶也改用黄色琉璃瓦
（图 29）。

图 27

映秋院内院西南角

（张复合摄，1991 年）

图 29

翻建后的映秋院与泽清堂现状鸟瞰

（王于晏摄，2019 年）

校建筑校舍事项不能继续进行。除由本校表示接受来意
外，应再去函声谢，并致送酬金国币三千元。（四）聘请

1938 年 4 月，因抗战形势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

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为本校校舍工程顾问。”[18]064 在随

将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所组成的长沙临

后的西南联大校舍建设中，作为工程顾问的梁思成、林

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徽因在设计中的参与度到底如何，具体详情尚需进一步

1938 年，在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大在大西门外浙江享堂

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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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地百余亩，并设立建筑设计委员会，筹划建筑新校舍事

1938 年 9 月第一期工程开工，基本于 1939 年 3 月完

宜。1938 年 4 月 19 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常务委员会

成，包括 36 所临时房舍。采用土基墙、木板茅草顶。1939

开会确定聘请梁思成为工程师，负责设计新校舍建筑。初

年 3 月，第二期工程开工，包括临时房舍 50 所，以及图

期工程预算经费国币二十万元。[18]46-47 同年 8 月，平土工

书馆、医院、食堂及其他房舍（图 30）。[18]182-183 二期普通

程开始，经招标，仅男生宿舍部分即需国币十六万元。校

房舍均在屋顶覆盖铅铁皮（图 31），涂绿色油漆。图书馆

常务委员会决定暂不采用梁思成设计的砖木结构正式楼房

（图 32）和医院覆盖了瓦顶。1944 年，因办学经费问题，

方案，改为建造临时平房校舍。据 1938 年 8 月 9 日《国

学校将办公室的铁皮屋顶变卖，也换成茅草屋顶。[19]100 今

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八十四次

天，当年的一座普通教室被保留下来，并加以修复，作为

会议）》载：
“（三）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来函关于本

西南联大的遗产为后人所凭吊（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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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1939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平面图

[ 钱毅根据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工程处原图改绘，底图来源：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
料（二）
：总览卷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

图 31

1939 年建成的新教室为铁皮屋顶（左），1944 年西南联大财政困难，将办公室铁皮屋顶卖掉，改成茅草屋顶（右）

（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123．）

图 32

铺设瓦屋顶的图书馆

（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184．）

图 33

西南联大旧址修复的原教室及复原的展示建筑

（钱毅摄，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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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龙泉镇自宅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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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年中，梁思成、林徽因开始在龙泉镇棕皮营村

（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2]106-107
院落的主入口在西北侧临近村内道路的地方，设一座
当地民间传统式样的土木结构门楼。进门是朝东的甬道。

东侧借用李姓人家的土地建设自家用的住宅 A。建筑由梁、

甬道两侧是两栋瓦房，南侧较大的一栋是正房（图 34），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HISTORY

林二人自己设计，并参与建造。林徽因在 1940 年 9 月 20

北侧较小的一栋是附属用房（图 35）。附属用房，自西向

日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 B，以

东分别是佣人房（因并无佣人而一直空着）、厨房、柴草房

致最后不得不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

与厕所。正房三开间，靠西是客厅，中间是梁思成与林徽

子。……我们得亲自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2]106-107 这

因的书房和卧室，东侧北边一间是女儿的卧室，南边一间

座 1940 年春建成的住宅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中为自己

为林徽因母亲的房间。正房西面 1940 年春又加建了一间小

设计建造的唯一的房子。

耳房，是梁、林好友金岳霖假期来住的卧室。[2]106 正房南

这封信中还写道，
“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

侧是地坪稍稍高一些的后院（图 36）。小院东面是棕皮营

一间原则上归我们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房”，“出乎

与瓦窑村之间的田地。现在，院落周边历史环境已经几近

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钱。用

丧失，梁、林故居被夹在充斥着砖混小楼的拥挤的城中村

去我们刚刚够花的积蓄，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境之中

当中（图 37）。

图 34

正房南侧现状，可见屋檐、屋脊明显的弧线

（钱毅摄，2021 年）

图 36

棕皮营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平面测绘图

（张宁、姚兆松、胡深等测绘，2021 年）

图 35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附属用房现状

（钱毅摄，2021 年）

图 37

棕皮营梁、林故居及其院落现状航拍

（张宁摄，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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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约定梁、林一家离开昆明后，房子归李家所有。
指比梁、林一家的房子稍早，他们的好友李济、钱端升等已经在附近建起了各自的土坯小房子。

造工艺，很可能从营造学社对以龙泉镇为中心的昆明市郊

屋檐投影处设置石砌排水沟槽。两座房子之间卵石墁地，

民居调查、研究成果，以及云南其他地区调查成果中汲取

条石收边。
对自己的这件作品，林徽因相当满意：
“我们现在已经

了不少经验。
建筑采用条石砌基础，其上用土坯砌墙（部分墙基用
石块与土混合垒砌）。建筑主要承重结构为木构架，正房为
五架五檩，正房的耳房及附属用房为三架三檩。“竹竿水”
的屋面（即基本为直坡的屋面），屋面铺筒瓦，屋檐与屋脊
形成明显的弧线（图 38，图 39）。屋脊脊端设有起翘装饰，
当地称之为麟尾

[10]179-180

。正房内做了防潮的架空木地板，

完全住进了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
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2]106-107

3.4

设计中对民居智慧的借鉴
1947 年梁思成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讲学期间，受建筑

师阿尔弗雷德·班德纳（Alfred Bendiner）邀请出席费城宾

方格木板吊顶。并且在客厅北墙设置了一座青砖砌就的壁

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校友会和晚宴并发表演说。在当年

炉，陶管烟囱由土墙内伸出屋面，顶部扣一个窄长瓦盆做

4 月 26 日梁思成给班德纳信中所附个人简历“建筑创作”

顶盖，两侧开有方形排烟开口，这个特殊的瓦盆推测是从

一栏中，列出了吉林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地质馆等五件公

相邻瓦窑村的瓦窑定制而来的。屋面端头类似搏风板或避

共建筑作品，其余用“其他一些住宅和商店等，与林徽因

风砖的做法，是用连续的侧立筒瓦瓦片，形成下垂的带状

合作”概括。[20]12 而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建筑创作，包

遮挡。在正房伸出山墙墙面的檩头与枋头外侧，也悬挂较

括云南大学映秋院及泽清堂等公建均未列出，更不要说这

大规格的筒瓦瓦片，瓦片上开有两个小孔，用铁钉钉在檩

期间设计的富绅住宅以及龙泉镇的自宅。或许梁思成并未

与枋的端头上。这应该是借鉴了营造学社云南民居调查时

能亲见映秋院落成的样子，遗憾西南联大校舍没有实施最

所见案例（图 40）。

初的设计方案，而龙泉镇的自宅等小住宅则无足挂齿，其
真实原因无从考证。因此，这些在战争年代因陋就简但颇
具地方特色的作品遗失在昆明，几乎被建筑界遗忘。
今天，考察这些建筑，再结合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林
徽因在昆明时期的建筑调查及研究活动，可以注意到梁思
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学者们当时在对多样的传统民居
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投入关注的同时，也很关注如何在中
国当代与未来建筑设计中借鉴这些地方性的建筑特征。正

图 38 棕皮营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南立面测绘图
（张宁、姚兆松、胡深等测绘，2021 年）

像在《中国古建筑图典》
“民居”部分开篇对丽江民居特征
的论述中，不仅赞扬了丽江建筑因地制宜，灵活应变，又
不失传统之风格，还写道：
“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
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
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
”[21]356
为了推动借鉴地方性建筑特征的新建筑设计实践，中国
营造学社由昆明迁到四川李庄之后，在 1944 年举办的桂辛
奖学金设计竞赛中，对如何借鉴地方民间建筑智慧创造新建
筑提出了具体要求。竞赛题目是川中中产兄弟的住宅、办公

图 39 梁、林故居横剖面测绘图
（张宁、姚兆松、胡深等测绘，2021 年）

及农场设计。假想所设计建筑适合战后内地的生活条件，既
要面对新生活，又要适应“传统之中国社会组织之生活方
法”，
“其结构方法须尽量取当地民间方法之长，而加以科学
的改善，务使成为内地新兴农村适用之新建筑”。[22]（图 41）。
1944 年梁思成发表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提
出研究中国建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
的中国质素”，“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22]10
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几处建筑创作，
借鉴了云南地方风格和民居特色，并采用了地方性的做法，
是将他们当时民居研究的成果与新建筑的设计联系起来的
重要实践，与他们这一时期的建筑价值观也是非常一致的。

4 结语
图 40 梁、林故居正房山面瓦作做法
（钱毅摄，2021 年）

如今，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在昆明曾经生

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室外沿墙基是整齐的石（正房）或砖砌（附房）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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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小住宅的设计较多地借鉴了当地民居的形式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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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中国营造学社举办的民国

三十三年度桂辛奖学金设计竞赛第一
名方案
［中国营造学社桂辛奖学金．中国营造
学社汇刊 [J]，1944，7（2）．］

活、工作过的场所，以及梁、林在昆明的建筑设计作品，

究工作，以昆明为基地，对云南、四川、西康的古建筑进

巡津街 9 号早已在城市建设中湮灭，映秋院与泽清堂已经

行调查；另一方面，作为建筑师，参与战时后方的建筑设

被翻建，实物遗存只剩棕皮营被那些拥挤的水泥小楼包围

计。在这些工作中，除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中国传统建筑

着的梁、林故居，以及司家营建设中的高层住宅楼群下孤

文化中经典作品遗存的调查、记录与价值宣传，也在偏离

零零的兴国庵营造学社旧址。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中央

汉文化中心的西南地区前所未有地关注了民居建筑的价值，

研究院、营造学社等众多学术机构，以及当时各领域知名

并且致力于将民居建筑的价值展现于建筑设计实践中。梁

学者汇聚的龙泉镇历史环境也几乎消失殆尽，难以寻觅踪

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当时对民居建筑的研究及对其

迹，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梁

价值的挖掘，无疑推动了日后中国建筑界对民居建筑更为

思成、林徽因及其引领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传统建

深入地研究，其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还有待今后的研究

筑研究以及建筑设计领域的艰难探索及实践不该被人们

去揭示。

遗忘。
1938 年 1 月至 1940 年 12 月，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昆

（感谢张复合、李海霞、王南、徐林老师，昆明市盘龙

明，梁思成、林徽因与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极

区文管所的田凡所长、吴宝华女士的帮助，以及参加测绘

为艰难与困苦的环境中，一心以报国为己任。他们努力发

的云南大学卜玉鑫、陈思、熊仕森、姚兆松、张铧允、张

挥自己的专业才能，一方面继续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研

宁、钟诚、钟森，北方工业大学胡深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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