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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 20 世纪 50—60 年代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学活动史料图说

❶

Liang Sicheng’s Teaching at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王睿智
WANG Ru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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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建筑概论讲义》
梁思成先生把建筑归纳为“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科学

艺术”，提倡在内容方面涉及“建筑、建筑工程、都市计
划、庭园、户内装饰等”[1]。1949 年 7 月，梁思成先生编
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
草案》。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启蒙教育，每届学生的《建筑概
论》课程他必亲自讲授。作为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制
定了《建筑概论讲义》
（图 1），由清华大学土建系 1962 年
9 月刊印，并投入教学使用。《建筑概论讲义》的整体目录
框架整理如下（表 1）。
梁思成先生对建筑学的基础教学十分重视，除了负责
建筑系里一些教学计划的制定，也会负责部分具体课程的
教学工作。例如 1961 年 4 月 3 日梁思成先生曾为“建一班”

图1

建筑概论讲义

（1962 年 9 月）

同学讲授《建筑装饰》课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资料室）

表1

梁思成先生《建筑概论讲义》目录表
《建筑概论讲义》——梁思成

一．建筑师的任务和工作

二．房屋的构造

Ⅰ“建筑”的含义及性质
Ⅱ建筑师的工作
Ⅰ概述
Ⅱ基础与地基
Ⅰ设计的依据

三．建筑设计

Ⅱ设计的几个阶段
Ⅲ民用建筑设计

年
2021

Ⅳ工业建筑设计

期
2

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机构史视角下的北京现代建筑历史研究”（5177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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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建筑概论讲义》——梁思成

五．建筑材料与结构

Ⅰ结构的作用

Ⅰ什么是建筑设备
Ⅱ给水设备
Ⅲ排水设备
Ⅳ供暖设备
六．建筑设备

Ⅴ通风设备
Ⅵ煤气设备
Ⅶ照明设备
Ⅷ配电设备
Ⅸ其他设备
Ⅹ建筑设备与建筑设计
Ⅰ建筑工程施工的特点

七．建筑施工

Ⅱ社会主义国家建筑施工的组织
Ⅲ建筑工程施工的阶段，划分和“工种”工程
Ⅳ建筑工程施工发展的趋势
Ⅰ全民的事业——本质的转变

八．新中国的建筑事业

Ⅱ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
Ⅲ新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四个阶段
Ⅳ展望前景

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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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与建筑系学生
“建一班”（1955 年入学的建筑学新生班级，1961 年毕

业。按清华大学传统称为“建一班”）和梁思成先生的教学、

汇 B 两位前辈，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访谈和考证。
梁先生教学的第一个特点是重视建筑基础教育，除了
每一年的新生第一堂课梁先生必亲自讲授外，在日常教学
中梁先生也要求学生注重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并记录下来。

生活往来是比较频繁的。1955 年 4 月林徽因先生病逝，梁思

据高冀生先生回忆：“当时梁先生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不是

成先生也因肺结核病在同仁医院住院。1955 年夏季梁思成

那种架子很大的学者。设计课、概论课都是他亲自去讲，

先生出院后被北京市市长彭真安排在颐和园内休养（图 2），

他讲课的特点，非常的幽默，故事很多，谈笑风生。基本

在谐趣园进行水彩写生时与到此游玩的“建一班”同学们

上不用稿子，带一个小提纲。讲一、二、三，讲的是故

邂逅，之后梁先生和该班同学交往颇多。“建一班”黄汇先

事。梁先生有一句话‘持之以恒，必有大益’。讲什么事儿

生曾撰写一文

[2]

回忆当年梁先生与“建一班”相识于谐趣

园的场景。

呢？当年他和杨廷宝 C，‘南杨北梁’，在北京饭店开会，住
在同一个房间，报到完了以后进入房间，往沙发上一坐，

1955 年梁先生在颐和园结束疗养后，返回清华大学建

坐下去，两人同时站起来，兜里掏出尺子。梁先生跟我们

筑学院进行正常教学生活。具体到梁先生教学授课的一些

讲，就是量一个尺寸，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同时干的这个事

细节和特点，笔者曾跟随采访过“建一班”高冀生 A 和黄

儿，就要知道这个尺寸的。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那时候

A 高冀生（1937—），1955 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建一班），1961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84—1991 年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
B 黄汇（1938—），1955 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建一班），1978 年至今工作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国馨设计工作室顾问总建筑师。
C 杨廷宝（1901—1982），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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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结构的基本类型：砖石结构、木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结构

世纪

Ⅲ建筑师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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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城市规划工作的具体内容

0
2

四．城市规划

梁思成先生

Ⅰ什么是“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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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55 年梁思成先生在颐和园谐趣园疗养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图3

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前为建一班同学讲解工字厅垂花门的美学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我刚上一年级啊，告诉我们要随时准备记录看到的或者你

念、形象之间存在着‘必然’，存在着辩证关系。一节课

想知道的好的东西。就让我们准备一个小速写本、一个小

继一节课地传授给我们一种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他的课真

尺子”。“准备一个小速写本，一个小尺子”这个习惯后来

有趣味，有诱惑力。
”B“梁先生这样来讲形式和时代的关系，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中流传开来，被同学们认为是培养建筑

我们就觉得豁然开朗。他讲课的风格就是这样。”C

师工作习惯的一个重要方式。
梁先生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建筑历史和建筑艺术的

梁先生对于某一个话题，给出的解答往往是开放式的，
很少给出直接的答案或者是“学术权威”意见。梁先生对

重视，尤其在讲授中国建筑史的内容时，喜欢言之有物，

学生天赋较为看中，极少直接讲述客观知识点，更多通过

实例讲述。高冀生先生还回忆了梁先生讲课时独有的手势，

“讲故事”来引起学生的兴趣，随后让学生通过案例进行自

“手半握拳，伸出大拇指”，如下（图 3）梁先生就是用他

我领悟。这种领悟对学生以后的建筑学习影响是很深远的，

经典的手势，在给“建一班”同学讲解工字厅垂花门的美

梁先生的目的是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分析能力。

学。梁思成先生曾先后带同学们参观过清华校园工字厅和

梁先生的这种现代教学方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令同学们

故宫乾隆花园，梁先生称赞工字厅的垂花门和乾隆花园的

耳目一新，它与中国过去传统的私塾庙堂式教学有很大区

垂花门是最美的两座垂花门 A。

别。这种方式首先依托于梁先生渊博的知识体系，其次与

梁思成先生教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学生开展启发式教

梁先生在美国的留学和学术访问经历密切相关，使梁先生

育和开放性引导。黄汇女士回忆梁先生讲课：“一天，要讲

得以将美国现代的教学方式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总结出适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提前来教室，在黑板上自左向右一

合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的方式方法。

口气画了一连串不同时代、身着不同服装的妇女。正当同

梁先生的教学地点不拘泥于课堂之上。高、黄两位前

学们对他绘画的功夫赞叹不已时，他开讲了：‘大家看，这

辈都在回忆中提到，梁先生除了在系里正常教学中授课外，

是妇女服装形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洋片。在妇女大门不

还经常给他们班吃一点“偏食”。这种“偏食”不是专门

出二门不迈的时代，可以裙袍拖地。民国时期，有了职业

讲述已有课程，而是梁先生兴之所至，临时通知他们，让

妇女，要上班，要上街，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穿旗袍

他们互相转告，自行安排一间教室，梁先生准时来“开小

很合宜。可现在，妇女要劳动、骑自行车，动作幅度很大，

灶”，讲授一些建筑方面的话题和自己的想法。甚至有时候

再穿那苗条合身的长旗袍就会出笑话了。’先生用图画、比

在清华校园中，看到某一景，梁先生也能侃侃而谈，讲述

喻、趣谈，生动而轻松地让我们信服了在功能、行为、观

一段课外的知识。

年
2021
期
2

A
B
C

高冀生先生访谈，北京蓝旗营小区，2021 年 1 月 20 日。 采访者：刘亦师、王睿智，被访者：高冀生。
黄汇．思念我们的老伙伴 [M]//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梁思成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04-107.
黄汇女士访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0 年 11 月 18 日，采访者：刘亦师、王睿智，被访者：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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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教学的第四个特点是重视学生艺术鉴赏的能
力。梁思成先生对学生的审美能力有一定要求，除了在课程

梁思成先生

设置中安排美术课程，包括建筑画、素描、水彩、雕塑等，
梁先生在课下也会与同学交流对建筑艺术、审美的看法。会
用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或者见过的实例来给同学具体讲述。
1956 年“建一班”部分同学去梁先生家中做客，有同学向梁

0
2

世纪

先生提问什么是美，梁先生和同学们仔细讨论交流（图 4）。

0
6
—
0
5

术化处理过的陶制小猪作例子，让同学们来自由发言，鉴赏
小猪是否“美”，并幽默地说：
“哪一天你觉得这个小猪是美
的了，你就可以从建筑系毕业了”A，就是由此而来。
从二位前辈的回忆访谈中可以看出，梁先生对建筑教
育的基础是非常重视的，对待教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和
教学方法。平时的校园生活中，梁先生对学生非常关心和

图5

1961 年梁思成先生与“建一班”女生在故宫博物院合影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爱护，对“建一班”更是格外关怀。
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梁先生充满期望，希望他培养出
的建筑人才，能够加入到祖国的建设行列中去。1961 年 5
月，
“建一班”临近毕业，梁思成先生和莫宗江 B 先生与“建
一班”游览故宫博物院，分别和男女生合影留念（图 5）。
1961 年 7 月“建一班”毕业，组织了毕业总结会。梁
思成先生和汪坦 C 先生出席了总结会，并由汪坦先生主持了
会议（图 6）。在毕业总结会上，听了“建一班”同学的毕
业发言后，梁先生做了总结，并留言“惜别语万千，莫负
吾党企望”作为临别赠语。
1961 年 7 月，在“建一班”毕业即将离校之际，梁思
成先生将当初 1955 年与“建一班”邂逅在谐趣园时的那幅
水彩写生画作（图 7）赠予了即将远赴新疆的毕业生代表黄
汇，并在画上提款留念：“六载师生谊，巧从此画始。昔日

图6

1961 年梁思成先生和汪坦先生参加“建一班”毕业总结会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图4

1956 年梁先生在家中与“建一班”部分同学讨论“什么是美”（学生左起：

黄汇、陈伟光、方展和、高莺）

图7

1955 年梁思成先生谐趣园水彩写生画作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九卷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A 高冀生先生访谈，北京蓝旗营小区，2021 年 1 月 20 日。 采访者：刘亦师、王睿智，被访者：高冀生。
B 莫宗江（1916—1999），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史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C 汪坦（1916—2001），1941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48 年赴美国留学，曾师从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1950 年回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1957 年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并担任建筑系副主任。汪先生致力于引介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辟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领域，培养了
一批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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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至今流传一个故事，梁先生用一个被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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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辫垂，转瞬一匠师。胜兰青出蓝，苗壮老农喜。惜别语
万千：莫负吾党企！一九六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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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在赠画时还亲笔在画上题字，显示了他对
同学们的关爱和厚望。据黄汇前辈回忆还曾看到梁先生为
题词预先写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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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班”也没有辜负梁思成先生对他们的期望，1961
年 7 月毕业时获得先进集体的称号，班级中高冀生、魏大
中、方展和、刘益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图 8，图 9）。
梁先生对往后每一届的学生都谆谆教诲，十分关心同
学们的学习和生活。1964 年夏天“建四班”同学即将毕业，
毕业前夕同学们想再次聆听系主任梁思成先生讲上一课。
“建四班”林漳生作为代表与梁先生通了电话，表达了同
学们的这一愿望，梁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表示课上会讲
古建筑，印度塔 stupa。在这堂特别的讲座上，演讲前，班
长张明见致欢迎词，代表全班同学祝梁思成先生健康长寿。

图8

1961 年 7 月“建一班”获得先进集体（图中二排为共同合影的校领导：左

起一至五蒋南翔、马约翰、刘冰、高沂、李寿慈。二排右一为梁思成先生）
（高冀生 提供）

从“建一班”到“建九班”，每一届的学生对梁先生的

梁先生高兴地说：“谢谢，我长——不是很长，瘦——倒是

回忆都充满怀念和敬佩，梁先生给大家展现出的精神面貌

够瘦的了。”梁先生用他的幽默，再一次令同学们乐得前仰

是开朗乐观、博学幽默的。今日有幸能从往届毕业班的纪

A

后合 。1965 年校庆，部分返校的“建四班”同学在系馆前
幸遇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亲切地和同学们交谈，询问大家
毕业后的情况（图 10），并同吴良镛 B 先生一起和同学们在
系馆前合影（图 11）。

图9

念文集中找寻出一些梁先生在校园中和同学们的合影片段
（图 12，图 13），再回顾梁先生的风采。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老师指导，特致
感谢！

1961 年 7 月“建一班”在大礼堂前毕业留念，一排中为梁思成先生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年
2021
期
2

A
B

建四毕业四十周年纪念文集有关章节，参见林漳生《梁思成先生的幽默》
吴良镛（192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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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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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梁思成与建四班返校同学于校园中相遇

图 11

图 12

1960 年梁思成与刚入学的“建六班”同学在工字厅前

1965 年梁思成和吴良镛与建四班返校同学在系馆前合影留念

（建四毕业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图 13

建九班同学与梁思成先生在校园中偶遇，合影（一排左 3 为梁思成）

合影（自左至右，前排：陈荣才、李维信、梁思成、相惟蓁、 （建九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刘亚芬，后排：林运强、黎志涛、凌其正、朱黎明）
（《践行天下》，建六毕业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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