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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清华大

学先后经历的两小两大 4 次规划为研究对象，在综述既有
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史料综论其规划背景、设计机构、
规划内容等，着重评述 1954 年和 1960 年两版总体规划的
目标、原则、方法及其实施，其中 1960 年版总体规划堪称
彼时清华乃至全国校园规划的集大成者。同时阐述历次规
划间的差别与联系，论证苏联教育模式和规划思想对我国
校园空间规划的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校
园规划是毛泽东时代校园规划的集大成者，其发展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初的短暂过渡、全面学苏和自辟蹊径三个阶段，
通过校园规划在空间形态上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育
体制的巨大变革，折射出那一时期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
关键词：清华大学；校园规划；苏联模式；三校建委会；
基建委员会；蒋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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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newly found materials, this paper
examines four rounds of master plan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ith emphases on the 1954 and 1960
schemes, including their planning objectives, principles,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as epitomized in the 1960
scheme. It explic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st the four
schemes, contending for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patter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ity planning
on China. The planning histo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e 1950s and 1960s underwent three histor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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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oist China at the time: a short period of transition,
complete adjustment to the Soviet pattern, and search for
a socialist Chines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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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论

1.1

研究意义与清华校园规划前期研究综述

着 6 次主要的校园规划 [6]。在此思想指导下，魏篙川完成

建筑史学刊

大学校园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个持续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了题为《清华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研究》的硕士论文 [2]B。
这些研究的结论在此后的清华校史论著中被广为引用，但
因当时的研究条件所限，这种分期只勾勒出清华校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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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学经常面临扩建和改建，但人们却始终希望一所大

的若干标志性大事件。此后涉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清

学的人文传统能被提炼出来并延续下去。因此，针对我国

华校园规划的论著数量虽夥，但观点和主要参考的史料种

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研究有其特殊意义：通过不断发掘

类仍未挣脱出上述研究的框架 [7]C。

新史料，历史地考察校园空间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并分析其

现有成果多将注意力放在清华校园规划历史上的重大事

特色、整理关键人物的历史贡献等，形成对校园规划传统

件，缕列出每一阶段的具体建设内容，但对构成完整的历史

及空间环境的全面认识，从而指导当下的规划和建设。同

链条的过程性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怀。但只有合而观之，才能

时，研究视野的扩展如梳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也

更全面真实地呈现校园空间演进的历史图景。例如，上述研

能将之与校园空间建设建立起联系，从而加深对校园文化

究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校园发展缕列了 1954 年

和大学精神的认识。

和 1960 年两次规划，它们实际上均是当时教育政策迁变在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组成部

校园空间上的反映，而 1954 年前清华还经历了两次较小规

分并受到高度重视。按照苏联的经验，高等教育作为培养

模的规划，即新中国成立初至 1952 年由校务委员会开展的

国家高端科技人才的基地，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参

一些应急性建设，和之后在全国院系调整大背景下由“三校

A

与全球竞争等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建委会”主持的建设。这两次建设不但改变了清华校园的空

我国新设立了一大批工科院校，同时中华民国时期已具规

间格局，而且积累了经验并培养出一批技术人才，为之后

模的大学也相继扩建，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急速上升。以

清华的校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方

清华为例，新中国成立时学生总数 2300 余人，至 1952 年

面，基于对苏联大学校园规划模式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

院系调整后增至 5078 人

[1]613[2]24

，而至 1960 年已超过 12000

人。至 1955 年底全国新建校舍总面积达 520 余万平方米，

发展脉络的研究，能加深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决定各次
校园规划的原则和方法的时代背景并比较其在不同历史阶段

“比 1949 年前旧中国 50 余年间所建筑的高等学校校舍面积

变迁的原因。此外，现有文献罕少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清华

总和还超过 214 余万平方米”[3]，足可见高校事业发展的迅

校园建设的具体情况，对 1954—1960 年间与校园规划密切

速。此外，新中国成立前的私立大学和由外国人兴办的教

相关的铁道迁移的过程也多语焉不详。最近，笔者在清华大

会大学，1952 年后都在很短时间内被转入由高等教育部统

学校档案馆和建筑学院资料室整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领导的新体系中。

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与这一时期清华校园建设相关的一批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内建筑期刊曾多次对典型
的新建校园规划和建筑进行介绍，并根据当时的建设经验
总结出规划设计的若干原则，如选址、分区，以及在旧有
[3]

一手资料，这批资料提供了颇多细节。此外还对曾参与其
事的老教师进行访谈，力图使这一段历史丰满、立体起来。
总之，随着研究的进步，在研究视野、方法、史料方

校园基础上的扩建和艺术性等问题 。但较长时间内均以

面更新对既有研究的认知，扩展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建校区的案例介绍为主，缺乏对校园发展内在规律的讨

这一重要承前启后时期的清华校园规划研究，则能更深入

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校园规划和研究的

地分析 1949 年以后清华历版规划的原则和实施状况，以之

热潮，但因为意识形态区隔导致缺乏素材和对史料的裁选

为例也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基本

难以保持均衡，西方的校园规划理论与历史专著罕少涉及

模式及其思想、方法、实施步骤等具体内容。

同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校园建设

[4-5]

。而苏联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以前围绕建筑类型书写的建筑史著作中，多未将校园

1.2 苏联高等教育与校园规划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规划和建筑作为单独的类型加以系统研究，仅限介绍莫斯

苏联教育与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科大学等新校区及其主楼而已。这一客观事实也阻碍了学

其目标是“普及基础教育、根据国家计划有效地配置人力，

界推进有关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校园规划和建设的

并培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班人”[8]。苏联政府在教育领

历史研究。

域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高等教育方面尤其举世瞩

我国对近代以来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历史及理论的系统

目，取得了很多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 D。苏联教育系统为国

研究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清

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输送了大量合格劳动力，是苏联参与全

华大学的研究。罗森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清

球争霸的重要基础。

华大学校园建筑规划沿革（1911—1981）》一文，将清华自

苏联经过多年实践发展的高等教育模式颇具特色。除

建校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建设发展划为 6 个阶段，对应

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大学（如莫斯科大学）以外，全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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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NESCO European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SR, Bucharest: CEPES，1990: 7-12。
导师罗森。
许懋彦、董笑笑《清华大学 20 世纪 50 年代的校园东扩规划》，收录于 2018 年《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参见 M.A.Prokofiev，M.G. Chilikin，S.I.Tulpanov，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SR.，UNESCO，196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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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多专业的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工业大学两大类，前
者多位于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城市，而后者则旨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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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国民经济特定部门如矿业、石油、钢铁等方面的专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国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建筑学院就
是一所土木建筑专科学院。
苏联高等教育的学制为 5—6 年，通常前 3 年左右学习
与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后 1—2 年时间用于继续某一
专门化方向的学习，最后 20—25 周时间用于毕业设计 A。苏
联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发展直属中央各部委的单科性工业学
院。为了领导的方便，在管理上这些学院以系为基本单位，
进而设置了分野严格、细致的各种专业，有效精简了大学

6
6
9
1
—
9
4
9
1

的管理和组织，适应了苏联当时“迫切需要培养精通一门

年︶

专业知识、毕业后能立即到生产第一线发挥作用的人才”[9]
的形势。但正如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模式下的
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全国划一，强调的是服务苏维埃国家
利益，并不鼓励学生发展个性；此外在教育体系上过分偏
重专业学习，忽视了文化基础课和人文素质等培养 [8][10]。
这一模式作为先进经验相继被东欧国家和我国所接受，
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我国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多仿效
欧美式“博雅”教育，至 1952 年“旧的通才教育开始转
变为新的专业教育”。此外取消大学中“学院”一级的设

图1

莫大新校区规划总图

（底图由 НиколайКружков提供）

置，“高等学校中以系为管理单位，以专业为教学的主要机
构”[11]。我国的“专业”一词，虽然中华民国时期已用于

我国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虽已开始积极

教育领域 [12]，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苏联影响下才成为

学习苏联模式，但没有马上废止通才教育模式，尚在探索

高校教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影响至今可感 [13]。

新的方法和方向 [17]B。至 1952 年初才开始以院系调整和系

苏联大学校园建设最杰出的成就是位于莫斯科东南郊

统的教学改革为主要手段，全面贯彻苏联模式 [18]284。其结

的莫斯科大学新校区，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平面为“ж”

果，形成了综合大学、多专业的工科大学和单科工业大学

形的主楼建筑。莫斯科大学（后简称莫大）成立于十八世

组成的高校体系，并且仿行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学时

纪，老校址位于与克里姆林宫隔街相望的闹市。第二次世

制替代学分制，采用“学校 - 系 - 教研组”的管理结构而

界大战后斯大林亲自选定位于当时尚在开发中的列宁山为

废止了此前普遍采用的“学院制”，以专业为基本教学单元

其新校址，并指定将莫斯科战后兴建的 8 座高层建筑之一

的“教研组”组织教学。同时，各工科学校使用全国统一的

用作该校主楼，“这一大厦的建造是党、政府和斯大林同志

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采用类似苏联的五年制学制（清华

关切苏维埃科学进步的动人表现”[14]。莫大主楼高达 260

的建筑学等少数专业为 6 年），即头 1—2 年为基础课，之

米，中央部分高 26 层，用于地理系、数学系等教学用房和

后为专业课和专门化研究，最后以 20 周左右时间做毕业设

礼堂，两翼配楼各高 18 层和 9 层，分别是本科生和研究生

计 [18]284-287。这些高等教育方面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的改革，也

的 6000 间单人宿舍，最外两端则是高 12 层的教师公寓 [15]。

随之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初社会主义大学的空间形态上。

应注意的是，莫大新校区并非仅主楼一幢建筑，其东
北和西南各为化学系和物理系（图 1）。以主楼为中心，规
整地排布着整个莫斯科东南区的各个街坊。但不可置疑的
是，莫大将教学空间和生活空间合而为一，创造了校园空

2 过渡时期的清华校园规划与建设
（1949—1952 年）

间组织的全新模式和教育建筑的新形象，成为莫斯科的重

从 1948 年底清华园获解放到 1951 年底，是清华在中

要标志，也象征着苏联的国家力量。莫大新校区和莫大

央发出全面学苏号召之前的一段探索时期；此后到 1952

主楼对我国新建高校的空间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

年底蒋南翔到校任职之前，则处于全面学苏的初期，成为

1953 年就开始建设的钢铁学院。以高大、宏伟的主楼统率

全国院系调整最早的试点之一而添建校舍。短短数年间清

校园主轴线，在其前后形成教学区，布置规整、对称的教

华经历了两次规划。二者的共同特点，除都是过渡时期的

学楼 [16]，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划原则和设计手法。

产物外，还均在中华民国时期建设的基础上，一边见缝插

A 参见 M.A.Prokofiev，M.G. Chilikin，S.I.Tulpanov，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SR.，UNESCO，1961：19-22。
B 这种现象和其他领域在新中国成立初一段时间基本保持的运作方式一样，暂未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随 1952 年朝鲜战场逐渐平定、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
开始才发生变化。详见刘亦师《由私入公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兴业投资公司设计部的创建、发展与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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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在老校区的空地上添建新校舍，一边集中向校园西北方
向发展。由于招生数量激增，宿舍和教室需求孔急，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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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施工力量不敷使用，这一时期建筑质量和设计水平尚
不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校舍。本节先简述背景，即新中国成
立前清华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历程，总结其规划特点，延及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HISTORY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校园发展。

2.1

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校园规划简史
清华自 1910 年开始校园建设，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随

着校园面积陆续扩张，已经历多次全校范围的规划，形成
了独特的空间和文化特征。举其大端而言，清华校园经历
周诒春、罗家伦、梅贻琦历任校长的建设与扩充，基本
形成了以教学区居中、学生宿舍区和职工宿舍区在其外
围的空间布局。其中，教学区以大礼堂和大草坪一带的红
砖建筑为核心，工学院建筑群（多为青砖）位于二校门
迆西。
清华学校初创于 1909 年，当时由于没有职业建筑师
的参与，顺随地形相继兴建了校内最早的建筑物如清华学
堂、三院（初中部）等，缺少明确的轴线。1914—1915 年
间，在清华校长周诒春扩充“留美肄业学校”为“中央大
学”的宏图大略和已收并近春园的背景下，美国建筑师亨
利·墨菲（Henry Murphy）根据周的指示，制定出清华校
园的整体规划。墨菲的新规划将清华校园分成两部分：位
于校园东部的清华园将完善成为中学部，以新建 1500 座位
大礼堂为中心，另建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即著名的

图2

国立清华大学校园图（1948 年）

（顾良飞《清华大学档案精品集》，第 86 页）

“四大工程”。这一校园规划采用的是当时美国流行的“杰
斐逊式”（Jeﬀersonian style）校园规划模式，创造出以大礼

就形成了包含清华园和近春园、以大礼堂和大草坪为核心

堂为统率的第一条轴线，他设计的大礼堂等西方样式建筑

的老校区，也称“红区”（实则红、灰砖并置）（图 2）。

（系按周诒春的要求）成为清华的标志性建筑。
南扩张，修建了新林院（新南院）和普吉院（新新南院），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次校园规划及其建设（1949—
1952 年）

清华的校园规模扩大到 1600 余亩 [19]A。1928 年北伐成功后，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2 年底以前，清华校务工作由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清华的校园面积渐次向西和向

清华成为教育部直管的国立大学，设立文、理、法学院

[20]4

。

务委员会主持。由于纵贯南北的京绥铁路紧邻清华园东界，

在当时校长罗家伦主持下，由杨廷宝制定 1930 年的规划，

西侧则为圆明园所阻隔，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2 年前仅向东

加建图书馆（二期），并设计了生物学堂、气象台及明斋

南略加扩充，而规划部门迟至 1955 年才划拨原京绥铁道以

等学生宿舍，意在有步骤地向西开发近春园一带。罗家伦

东的一小块土地给清华。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清华的发展

去职后，继任校长梅贻琦一方面添补之前规划中拟建的校

方向一时无法确定，只能暂时向校内尚空旷的西北一带添

舍如化学馆等，另一方面在二校门附近新建工学院建筑群，

建校舍，在这里修建了众多宿舍和西大饭厅（图 3，图 4）。

后者以灰砖建造，延续了清华早期红、灰砖并存的风格。

这一时期仍有一些建筑如第一教学楼、西大饭厅颇为人称

这一时期的建设在清华园和近春园两地并举。经过此
轮规划和建设，清华校园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基本形成

道，成为几代清华人的校园回忆 B。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
的第一次规划，但为时甚短，相关资料所存无多。

教学区居中，教职员住宿区和学生宿舍区分置南、北的

1951 年底政府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首先

新格局 [21]98-102，三部分分区明确、联系密切，这些原则为

于 1952 年初调整合并北大、燕京、清华三校，为此成立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规划遵循不替。自此一直到新中

直属教育部管理的“三校调整计划小组”。在此机构之下，

国成立前，清华的界址再无大的扩张。相对新中国成立后

以三校原有的基建力量为基础联合组成了“三校调整建设

向东拓展的新校区（“白区”），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

计划委员会”（下称三校建委会），梁思成任主任，负责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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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清华园面积 450 亩计，1914 年并入近春园后校园扩大至 930 多亩。参见梁治华《清华的园境》。
B 楼庆西访谈，2018 年 7 月 11 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食堂的同一设计图纸在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建成一座，1998 年修建百年讲堂时拆除，邓小南访谈，
2018 年 6 月 27 日，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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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会 工 作 总 结》 封 面
（1953 年 3 月）
（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
档案）

图3

清华大学 1948—1960 年间校园面积扩张示意图（可见 1952 年前扩张极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原图重绘，1960 年）

曾指出清华的规划和建设有建筑系和土木系师生参与是其
取得成功的公开的秘密 B。
高教部当时的指示是“因陋就简、造临时性房屋”，并
要求在 1952 年秋季开学前完成近 70000 平方米的建设任
务 C。三校建委会的工作方式是总体规划（“总图”）和具体
建筑设计同时进行，但由于赶工期，总图尚未完成时，“建
筑设计已完，工区就已放好灰线”，导致总图中着眼全局的
安排常被工地以正在施工为由阻拦，“反转来要总图迁就他
们”。经过此次教训，三校建委会的各级人员才深刻认识到
总图的重要性，绝非“空洞的、不会有大影响的东西”（原
文加重点号），而是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基本建设工作之灵魂”。苏联专家穆欣在评价三校建委会
的建设时也指出，分析某幢建筑的选址及建筑群的配置等
具体问题，“只有总图有权力和有可能来答复这些问题”D。
“总图原则性不强，指导性就削减”，这已是参与设计人员
事后的共识。
三校建委会检讨其总规划“没有提出什么艺术原则，
排下房子就算数”，化学馆和善斋间新建的宿舍就是“体形
上效果恶劣”的典型范例。此外，“差不多所有总图中都无
详细道路系统，更无绿化计画”，定方向和竖向设计工作也
颇为草率。苏联专家曾参与此次规划并提出修改意见，除
认为宿舍等建筑要组合成院落（周边式）布置外，更指出

图4

1952 年前后清华西区建成校舍 A

（底图引自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1954 年北京地形图图式》）

规划工作方法的种种不足。穆欣总结说：“目前的总图是不
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它没有清晰地表示出过去、现在与
将来的关系，不能从它获得感念；其次，它没有通过适当

内的新建设 [22]679（图 5）。 由于原北大建筑系已并入清华，

的程序加以审核批准，因而实际上是不能发挥其指导性作

清华建筑系的教师组成了建委会的主要技术力量。新中国

用的。
”E 这些经验也成为此后的数次规划的重要借鉴，如重

成立以后清华建筑系教师一直深度参与校园建设，蒋南翔

视和完善总图、加强和健全设计机构和审批程序等。同时

A 红色区域为西大饭厅及宿舍，蓝色区域为化学馆与善斋之间的低标准宿舍。
B 参见蒋南翔《在土建毕业设计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9 年。
C 此为第一期任务，于 1952 年 10 月完成；第二期任务 30000 平方米于是年年底基本完成。其中，清华的总建筑面积共为 44538 平方米。参见《北大清华燕
京三校调整计划委员会工作总结》，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3 年，第 1~2 页。
D 参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调整计划委员会工作总结》，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3 年，第 121 页。
E 参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调整计划委员会工作总结》，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3 年，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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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 大 清 华 燕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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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明这一次的规划对后来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墙的京绥铁道纵贯在两块用地之间，将新老校区分割成两

建筑史学刊

由于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私营的设计

半，
“对该校总体规划极有影响”F。如铁路不改线，
“至少需

和施工机构都已歇业，因此建筑系、土木系、电机系、卫

要四个或四个以上的东西交通道（天桥或隧洞），车辆行走

生工程系等共 500 多名师生被动员参与建设。在极端缺乏

不便，对来往人们的安全亦不利”，此外铁道的震动也给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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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条件下 ，经过此次锻炼产生了一批将来清华校园规

密仪器实验和日常教学等带来不利影响。更主要的是，由

划和建设的中坚力量。迟至 1954 年，清华仍在自行施工修

于清华园站正位于新校区南部，对将来在新区建设的主楼

B

建校舍 ，并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部门，负责校内基建

及其前广场易形成阻隔，遮断了主楼轴线与城市的连接。

工作及此后代表校方参与专业施工单位承建的校舍工程 C。

因此清华校方于 1954 年 12 月正式向高教部和铁道部提出
向东迁移铁道线和车站 G（图 6）。

3 蒋南翔主校时期的校园规划与建设
（1953—1966 年）

8 月的一封回函中指出该段铁道“将成为北京枢纽重要的

铁道部在颇长一段时期内不同意迁移铁路。在 1956 年
直径线”，短期内不宜迁动。更重要的是，“我部曾与北京

清华校园的历次总体规划“都是在校长直接领导下制

市规划委员会研究，附近皆系文教区，无处可移”。铁道部

定和实施的”[20]447。1952 年秋清华由校务委员会改为校长

因此建议修建若干地道跨越铁路，而实验室“也可斟酌情

负责制后，新清华的第一任校长蒋南翔在此后的校园建设

况迁移别处”H。但不久之后，由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改组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南翔不但参与擘画校园的总

而成的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正式复函铁道部，指明铁道线

D

体规划，并积极促成了当时紧靠清华园东墙的京绥铁路 的
迁移，为清华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1

清华大学建设机构的扩充与发展方向的确定

“应当设法迁移，……建议将该段铁路迁移至西距清华大
学 I 约 180 公尺、东距八大学院约 200 公尺地段”J。此后经
蒋南翔等人与高教部及铁道部反复协商，在高教部承诺负
担迁移铁道线的全部费用的前提下 K，铁道部于 1956 年底最

蒋南翔于 1952 年 12 月 31 日从团中央调任清华大学校
长，主持“全校兴革大计”14 年之久。蒋南翔在就职演讲
上指出“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
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的
新型工业大学。”[23]433 在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已基本完成、
准备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时代背景下，蒋南翔主持了
全校从学制、教学方式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的巨大变
革，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
在校园建设方面，蒋南翔到任后就先后设立了校景委
员 会（1953 年 4 月） 和 基 本 建 设 委 员 会（1953 年 5 月），
后者由蒋南翔亲自担任主任，旨在领导校内外的基本建
设 [24]203，其下后来又增设各种分支机构如专门从事校内工
程施工的建设工程委员会和“负责学校总平面的设计、建
筑任务分配及组织，并监督基建工作之进行”的建筑规划
组 E，后者又演变为基建委员会技术室（处）建校组，在之
后十多年校园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根据高教部核准清华招生的人数计算，当时清华
现有面积不敷使用，因此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于 1954 年
将京绥铁路以东的一片农地划归清华建设新校区，以解决
“近年学生人数增加极快，基本建设任务须相应扩大”的问
题。
“向东发展”从此成为清华的战略方向。但紧邻清华东

图6

京绥铁道线及就清华园站房（亮红色）与东校区的关系

（清华大学档案馆基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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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一个人在过去都没有做过基本建设工作。”参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调整计划委员会工作总结》，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3 年，第 2 页。
B 《清华大学关于基建工程适宜于自行施工修建之请示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档卷号 4-8-296，1954 年。
C 如 1960 年主楼主体工程修建到 9 层时，就是由技术处发现水泥标号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参见《关于中央主楼的砼强度问题》，1963-123，教学大楼中央，清华大学档案馆基建档案，档卷号 2-2-168。
D 根据该铁路线沿线到达城市的不同，也被称为京张铁路或京包铁路，但当年档案中以“京绥铁路”或“京绥线”称之居多。
E 《第 23 次校务行政会议》，1954-6-10，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F 《函询清华大学东界的京绥铁路迁移问题》，1955-1-5，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G 《清华大学致高等教育部、抄送铁道部及北京市铁路管理局》，1954-12-24，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H 《铁道部复清华大学附近铁路线问题》，1956-8-29，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I 指划拨给清华的新校区的东界，实较原铁路线东移约 800 米。
J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函复关于清华大学附近铁路线问题》，1956-9-9，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K “此项改线工程系由教育部负责投资”。《北京铁路管理局致铁道部》，1958-5-17，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方式有两种，即“按每周实验 20 次之每次人数占用面积”

意了迁移铁道线的提案 A。

或按实验机具及操作规程所需的最低面积计算。另如学生

由于经费问题，向东迁移铁道线和清华园车站的工程
延至 1958 年动工 、1960 年告竣
B

[20]448

，迁移部分铁轨长度

宿舍按大一、二学生 4 人间，每间净面积 20 平方米；大三、
四学生 2 人间，每间 14 平方米；大五、六学生单人间，人

共 3.5 千米，包括清华园火车站及其他“上部建筑”C。这说

均建筑面积 9 平方米。这些指标都是根据苏联经验修订的，

明，从最初动议到最后实现，经过了 6 年时间，期间清华

体现了苏联规划中分类量化的影响。

的校园建设已经历了 1954 年和 1960 年的两版规划。同时，

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中也体现了苏联的影响。如 1956 年

旧清华园站房随铁道线被东移，清除了清华新校区与城市

开始的主楼设计，以其柱网尺寸为例，当时采用 4 米 ×7.5

之间的阻隔，从而围绕将来建设的中央主楼为起点形成直

米的尺寸适应了学苏期间教学用房的要求，即每间教室面

通长安街的南北向轴线 [24]82，确定了正在建设中的西北郊

积 30 平方米，三间可合成布置扶手椅的大班教室（90 人），

的另一条城市轴线。

也可作为一个小班的绘图教室（30 人），而两间合在一起

全面学习苏联时期的 1954 年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任务书》确定后，基建委员会下设的建筑规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清 华 校 园 的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110 公 顷，

划组开始规划设计。规划工作的开展正当蒋南翔向高教部

1954 年时清华共 7 个系、46 个专业，学生总数 5207 人。

和铁道部要求迁移铁路之时，尚不知何时能实现，但是铁

根据高教部指示，1954 年“建管局批准自旧区铁路以东发

道以东的新校区建设的总原则是使新旧校区成为整体。因

展，新拨发展用地 176 公顷（东西 1000 米、南北 1700 米），

此，如何联系新旧校区、并围绕拟建的主楼在新校区布置

作为进行扩充校舍用地进行规划”。在此情形下，基建委员

校舍，就成为之后具体规划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会制定了该机构建立后首个校园总体规划方案

[25]D

从 1954 年 10 月到 1955 年 5 月，总共形成了上百种方

。

完成于 1954 年 11 月的《总体规划任务书》 ，首先提出

案，并根据优选方案制作了模型（图 7）。这一轮规划中最

本次规划的 9 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体现出人

重要、也是直接影响到将来校园规划和发展的成果，首先

民首都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其校园建设“一方面代表着中

是研究了新旧校区的各种联系方式，“一方面和旧区很好的

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代表着新时代”，将清华的物质空间

联系，一方面要越过小溪及铁道的矛盾”，最终采取了一条

环境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校园必须“表

顺溪流走向略微弯曲的贯通东西大道，直接与城市道路相

现出雄伟、壮丽、简朴而庄严”的气魄，具体的规划和建

衔接，此即今日清华的东西主路（“清华路”）
（图 8，图 9）。

E

筑设计“要显示出统一性、完整性”。此外，从城市规划角

其二是确定了主楼的选址及其类似俄文字母“ж”的

度特别提出清华的发展“必须起着与城市紧联的作用”，同

平面形式，此后由关肇邺先生主持设计的主楼就是在此基

时与周边各学院在布置和处理手法上调和一致，
“以科学院
为中心，紧密地相连，与北大构成文教区主要部分之一”。
这一规划也反映出当时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显著
影响。在校园布局上，因出现在新、旧两个校区分别布置
教学区的问题，规划中按照苏联教育模式，在新区拟建的
各系系馆“主要包括实验室、该系三、四、五年级教室、
研究生教室、系行政及教员工作办公室”，而“为一二年级
服务的公共教研组留在路西”[22]680F，
“大一、二教室（面积）
由教研科提出计划”。新、旧校区因此各自承担了不同的教
学任务，据此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区域，便利开展教学。
此外，1954 年《总体规划任务书》的一份名为“20—
25 年总体规划建筑及用地面积计算方法”的附件，参考苏
联的设计定额和高教部颁发的面积定额 [3]，以师生人数为
依据，按照课时数量、课程类型（一般课程、实验课、画
图课、毕业设计等）、各建筑类型的人均面积等，详细计算

图7

总体规划方案模型（1955 年）

（罗森先生提供）

A 《清华大学致高教部财务基建司》，1956-11-24，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B “迁线所需投资在我部下达你校的 1958 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外，专案解决”。《高等教育部致清华大学，原则同意你校校区内京包线路迁移问题》，195710-15，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C 《北京铁道管理局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1958-6-21，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D 此方案制定过程中派来清华大学的苏联专家萨多维奇曾参与工作，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一百年》。
E 清华大学基建委员会《总体规划任务书》，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4 年。
F “土木、水利、建筑、动力系的热力发电专业以及为一二年级服务的公共教研组留在路西；机械、电机、无线电及动力系的汽车拖拉机专业迁到路东，另
建新楼。”详见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另见许懋彦、董笑笑《清华大学 20 世纪 50 年代的校园东扩规划》。
G 参见高亦兰《30 年后的回顾》；关肇邺访谈，2018 年 8 月 31 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年︶

3.2

则正好是一个小班的习题课教室 [26]G。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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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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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于该校精密仪设备及实验工作有较严重的影响”为由，同

新中国早期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研究︵

出校园建设的类型和总面积数。以实验室面积为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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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东西校区连通方式及主楼选址讨论方案之一（1955 年）

（清华大学档案馆基建档案）

类似最终主楼选址及东西主路的方案（ 1955 年）

（清华大学档案馆基建档案）

设的进行，又在东西干路以北的教学区和学生区各规划了
一条横贯两个校区的道路，新校区形成“两纵三横”的格
局，
“新区面貌开始形成”A，在空间结构上几能并肩于成熟
的老校区，尺度则宏阔得多。
1954 年底清华向高教部提议迁移铁道线，申明“必须
自 1955 年起向东发展”B。但由于铁路动迁毕竟牵涉太广，
在决议之前，铁道以东的新校区于 1955、1956 两年间只陆
续修建一批 1—2 层“质量不够好”C 的实验室如焊接馆、锻
压铸造车间和一些锅炉房等，而这一时期的重要建设仍集
中在老校区，如 1954 年学生宿舍 1—4 号楼和第二教学楼
相继落成，1956 年大礼堂东侧的新水利馆竣工。这些都是
由借调至基建委员会的建筑系教师（周维权等人）主持设
计的项目，细部丰富、质量很高，也延续了清华老校园红
图 10

主楼正面朝东的规划方案（1954 年）

（清华大学档案馆基建档案）

砖建筑的传统。

3.3

新教育方针的提出与 1960 年清华总体规划

础上深化和不断修改而成的。根据任务书提出的要修建一

经过 1952 年至 1956 年全面学苏，以 1957 年毛泽东发

座主楼作为“全校的中心”，且遵照“与城市相紧联”的原

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主动探索自己

则，方案组分别讨论了主楼正门向南和向东布置的多种可

的道路和方向，尤其对待他国经验“不能一切照抄，机械

能性（图 10）。后者虽与拟建的城市道路和其他学校联系

搬运”[27]285。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对之前

更便捷，但轴线难以取直、前广场狭促，也不符合中国的

的苏联模式进行调整。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 31 日的《工作

传统。最终采用了南北向轴线将主楼布置在适中位置，并

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的高校大力开办工厂和作坊的指示 [28]，

使轴线如莫大主楼主轴线那样远逾校园之外，成为引导新

之后精炼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

城区发展的一条主要道路。这条轴线两侧的教学楼为各系

劳动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方针。全国高校开始在校园内建

系馆，虽平面形式各不相同，但在轴线两侧排列齐整、建

起各种实习工厂，清华更率先提出将学校建设为“教学、

筑样式统一，体现出任务书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大学庄严、

科学研究和生产的三联基地”。

宏伟的气魄（图 9）。

与此同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于 1958 年初骤然兴

综上，1954 年规划确定了通过二校门和主楼面前、连

起，在村庄里推行家庭劳动社会化，出现了幼儿园、缝纫

接新旧校区的一条东西干路，此外定出两条与城市相连的

所、敬老院等设施，“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锅灶旁边的妇女

南北轴线：原京绥铁道线将被改建为校内南北干道，以及

得到了彻底的解放”[29]110。此外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

待建的中央主楼前宽宏绵长的主轴线。之后，随着校园建

斗化，生活集体化”为号召组织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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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校规划组《清华大学校本部总体规划说明书》，1960 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档卷号 6005-Z-13。
B 《函询清华大学东界的京绥铁路迁移问题》，1955-1-5，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
C 建校规划组《清华大学校本部总体规划说明书》，1960 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藏，档卷号 6005-Z-13。

员了建筑、土木、水利、电机、无线电等 5 个系的师生，
不但开展了细致深入的调研（图 14），而且利用本校专业
设置齐全的优势，“共同组成 10 个专业、工种的规划大兵
团”，除建筑和道路的布局外，还首次完成了竖向、给排
水、绿化、热化及气化规划、电网规划、弱电（包括广播
站、电话局等）等专项规划，均在文本中辟专章加以论述，
并附具图纸。这些工作是蒋南翔所提倡的“大兵团作战”
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新一轮规
划的重要基础资料。

年︶

图 11 《清华大学校本部总
体规划说明书》封面（1960
年 6 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思想。在“大跃进”
运动的热潮下，这些农村取得的经验被迅速引入城市，也
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空间形态和建设内容，各大学“将逐渐
过渡为以先进科学、文化为中心的人民公社”A。
在新的历史任务下，1959 年底清华校党委开始筹划符
合中央教育方针和“大跃进”形势的新规划（图 11）。当
时清华已发展为 11 个系、学生 12058 人，
“8 年远景规划
中初步拟定学生人数约 25000 人”，校园建设规模将扩大一
倍。在校委会提交北京市委的总体规划提纲上，曾提出要
划拨圆明园的一部分“作为研究所及特殊实验室建设区”B，
同时用作校园绿化的苗圃。此议虽未被采纳 C，但在南口地
区“建立原子能反应堆、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等与国防建
设密切相关的试验基地”，以及在八达岭等地建立休养区
供养病和干部轮流进修等要求，确在后来陆续实施。此后，
清华的发展不再仅限于“校本部（东、西校区）”而在北
京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试验基地和疗养所，这种做法实际
沿袭了苏联大学在校外建疗养院等机构、补助教工福利的
做法 D。

图 12

1960 年版清华大学总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新规划从 1960 年 2 月正式启动，由基建委员会下的建
校规划组负责具体工作，建筑系规划教研室吴良镛、谢照
唐等教师带领 1960 年毕业班的同学以之为毕业设计课题，
于 1960 年 6 月完成了规划文本和各种图纸。新规划开篇
申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校园的第 4 次规划，提出 6 条
规划原则：1）综合规划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的用地。
2）按教学、宿舍、教职工住宅和后勤分为 4 个功能区，“其
中首先满足尖端科学技术在教学上发展的需要”。3）便于
组织集体化生活。4）力求校内园林化、河网化和市政工程
及路网完善化。5）建筑布局要朴实、宏伟、美观。6）远
景规划与近期修建相结合，建设相对集中。这些原则中，
有些延续了之前的规划思想如分区、分期规划和建筑艺术
A
B
C
D

新中国早期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研究︵

与之前历次规划不同，新规划“结合毕业设计”，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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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共产主义思想等内容（图 12，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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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等，但也出现了利用规划和建设促进集体化生活和培

图 13

1960 年版清华大学总规模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基建委员会建校规划组《清华大学校本部总体规划说明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1960，档卷号 6005-Z-13。
清华大学委员报北京市委《清华大学总体规划》（草稿），1959-10-19，清华大学校档案馆文书档案。
清华校委后来提交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报告未再提及圆明园事。《清华大学委员会致教育部党组、北京市委》，1960-1-6，清华大学校档案馆文书档案。
参见 M.A.Prokofiev，M.G. Chilikin，S.I.Tulpanov，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SR, UNESCO，196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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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全校建筑质量现状调查及分类（1960 年）A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各专业规划中较有特点的是绿化规划。该部分将清华
校园的教学区和居住区作为全市绿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 15），同时为响应当时中央人民公社化和“大地园林化”

图 16

河湖水系规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等号召，提出“绿化要结合教学和公社生产”进行规划，
并且“种植要大片形成，要能反映出共产主义的雄伟气魄

上，遵照将学校建成三联基地的总原则，提出以系馆为中

和集体主义的精神面貌”。此外河湖系统规划也颇体现当时

心，“采取各系成团规划的原则，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

“敢想敢干”的浪漫精神：规划拟在已改建为露天游泳场的

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各系形成较完整的三联基地”。在此基

西湖的基础上，再挖掘南湖和东湖。同时，除加深加宽现

础上，将研究内容、需用房屋类似的一些系组织成“协作

有河道外，新开两条河道，既加强与西校区河道的联系，

区”，同时在中央主楼即将竣工的背景下，对全校各系在空

也成为主楼前的主要景观之一，“向东经主楼前广场，到我

间布局上进行调整：“工物、工化、无线电协作区布置在主

校东界折向北通东湖”，解决东校区水面缺乏以及排降雨水

楼东部一带，数力、动力、自控、机械协作区布置在主楼

的需要。因此，“校内游艇可以从河道通向东湖、西湖及南

南干道两侧，而建筑、土木、水利协作区结合新建筑及现

湖”，试图用校内河道解决部分师生通勤问题 （图 16）。开

有建筑考虑设在主楼、土建基地和现有水利馆一带”，“充

掘南湖和东湖及新开河道的设想虽未实现，但可见本次规

分发挥我校多科性工业大学的优越性”。

B

划的范围和深度已较之前历次大为提高。
1960 年规划中着墨最多的是建筑空间布局。在分区

教学区的建筑布局即对轴线空间序列的处理是本规划的
重要内容。为了体现“共产主义大学雄伟气魄”的特征，在
拟挖掘的东湖南面布置 5000 座的大礼堂和两座展览馆。其位
于主楼轴线的北端，又处于教学区与学生宿舍区的交界处，
形成校园新的公共活动中心，
“为便于组织和领导学生的集
体活动、政治活动、宣传教育活动等创造条件”
（图 17）。
总长 800 米的主楼轴线贯穿整个教学区，而东、西校区由
主楼前后的 3 条道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建筑设
计上，“教学区的建筑特点是体量大、间距大”，主楼前布
置了能容纳 2000 人集会的大广场，道路红线距离宽达 150
米，确实体现了蒋南翔所要求的“宏伟气派”C。但因空间过
于宽阔、用地不经济，主楼南面道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后的规划中改为 100 米，最后缩减为 65 米 [30]53。但此轮规
划确定了在主楼前围绕“T”型广场组织空间布局的重要原

图 15

清华大学居住区详细规划（绿化布置为其重要内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则，至今仍清晰可感。
在学生宿舍和职工居住区的规划中，凸显了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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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中可见 9003 大楼及东西配楼已落成，而中央主楼尚未建成。
B 罗森访谈，2018 年 6 月 29 日，清华大学高层住宅；谢照唐访谈，2018 年 8 月 12 日，清华大学西南住宅，据谢照唐解释，利用河道通勤是一系列规划方
案中的一个，并未实施。
C “宏伟气派”是蒋南翔对主楼设计的要求。关肇邺访谈，2018 年 8 月 30 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不合适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31]812-81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是新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由上而下地发动了一系列
政治和社会运动，高等教育在 1952 年后也被完全纳入国家
计划的轨道。被誉为“红色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是当
时首都唯一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蒋南翔来校后全校气象一
新，不但积极贯彻国家的教育政策，设置了诸多“高、精、
图 17 主楼广场及教学区透视图（可见东湖及其南岸的公共建筑布置，1960 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尖”、与国防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专业，还提出新口号、试行
新方法，如“大兵团作战”“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等 [32]。
当时的清华在高等教育界可谓执牛耳者。

划的制定者清楚认识到其意义，“一方面代表新中国，一方
面代表新时代”A。具体言之，清华因接近中央，其学科建
设和制度安排明显反映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在校
园规划等物质建设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如 1954 年版规划和
1960 年版规划各自标志着全面学苏时期和探索中国教育道
路时期校园规划的重要成果，且前两次规划均是过渡时期
的产物，虽然发生了种种错误，尤其格于形势在探索发展
方向时出现偏差，但那些错误很快得以矫正，终究为之后
图 18 清华大学居住区分析图

的规划活动积累了经验和培养了人才。
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几次规划，能发现它们都力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脱离前一时代的痕迹，而体现当代的新要求，并且“逸出
的重要性，
“按校和系的组织为单位来安排”。清华教职工

外国的常轨而独立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33]589。然而正如

及其家眷人口总数根据调查已达 17000 人。在当时要求成立

“两点论”所表达的，前一时期的优秀遗产就成为后一阶段

城市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响应中央“生活集体化、家庭

规划所延续的对象，如大草坪一带新建的第二教学楼和新

劳动社会化”的号召，扩建现有幼儿园、小学，儿童全部

水利馆，完善了这一区域的建筑布局，使空间形式更加完

住园和住校。因此，建设规模“每人的居住定额以 9 平方

整。这两座新建筑（设计人均为周维权）的入口均被处理

米计，假期回家的儿童以每人 4 平方米计”，将居住区作为

为连续的三拱券，与墨菲设计的大礼堂（1922 年）和杨廷

清华大学公社的组成部分进行规划，
“改造过去资产阶级小

宝设计的图书馆二期入口（1931 年）在形式和比例上均极

别墅、小花园，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大楼、大花园”
（图 18）。

相似（图 19）。而苏联的教育制度和规划方法的影响则更

1960 年规划制定时，两处重点工程——中央主楼和精

非短时间内可轻易改弦更张，其影响直至今日仍触处可感。

密仪器系大楼（“9003 工程”）的主体框架均已修建，至“文

在更大尺度上，新旧校区的联系和协调是自周诒春时

革”前夕竣工投入使用，展现了清华校园在新时代的面貌。

代以来清华校方一直孜孜以求的建设目标。近春园校区曾

虽然主楼前的各幢建筑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陆续

被长期废置，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围绕纵贯荒岛的南

修建，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建设大多集中在东

北轴线开始逐渐开发，建成了新设立的新兴学科如生物系

校区，印证了 1960 年规划中“首先保证东区教学区的形

等，再以数条东西向道路联系两个校区（总占地共 110 公

成”这一原则。在校本部以外的昌平“200 号”工程（今清

顷）。从 1954 年规划开始，再次出现东、西两个校区并置

华大学核研院）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工程，也体现出总

的问题，即如何将新校区与老校区相联系，此后历次规划

规的“首先满足尖端科学技术在教学上发展需要”的原则。

无不力图“使新旧区成为整体”
（1954 年），强化其联系。
历版规划中反复申明应统筹考虑两个校区的关系，并采取

4 断裂与接续：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校
园的历版规划比较研究

分期建造、逐步改建的方式进行，同时注意相对集中建设。
在铁道线未决定迁移前，主要的建设集中在老校区，而新
校区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于 1957 年，相继落成西配楼、东

蒋南翔总结清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曾提出

配楼和工程物理馆。此外根据现实情况，将新设立的系和

过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阶段以

高、精、尖专业如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无线电等自设立

A

清华大学基建委员会《总体规划任务书》，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54 年。

年︶

在这样一个能代表新中国教育成就的大学里进行规划
和建设也自然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在国家层面，清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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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对既有经验的评价为“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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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为主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中央提出新教育方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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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美国为主，之后是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8 年以前学习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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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莫大新校区和整个西南区住宅街坊的主轴线。类似的，
1954 年总体规划任务书中也明确了清华的主楼不但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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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的中心，更被赋予塑造城市景观和天际线的功能。这
一思想在 1960 年规划时又被再次强化，并围绕“南起五道
口、北至东湖”的长达 800 米的主轴线布置教学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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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场均尺度宏阔，体现“体量大、间距大”的特点，实
际是为取得视觉和心理上的震慑。1955 年和 1959 年“反浪
费”“反复古主义”运动曾反复冲刷整个建筑界，而 1960
年规划仍采用这样的高指标，体现出塑造国家形象的政治
需要。这些超出实际、华而不实的部分，在当时经济条件
下难以实现，也在后来的规划中被取消或调整。
此外，受限于困窘的经济形势，将就措置是这几版规
划的另一共同点。三校建委会时期的多数建设本以五年
为限就要拆除，此后在历版规划中都一再申明要拆除二
院（清华学堂以北的数排平房）和前期盖成的半临时性建
图 19

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建筑形式及细部处理的相似性

筑，但均不了了之 C（图 21）。但是，蒋南翔到校之后特别

（周逸湖、宋泽方《高等学校建筑 · 规划与环境设计》，第 159 页）

就布置在东校区，而将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安排在老校
区。东校区在较长时间内虽也像近春园那样未得到充分开
发，但这一大块“储地”为清华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提
供了基础物质条件。
受苏联斯大林时期规划的影响，清华在历次规划中都
要求以气魄宏大、格局规整来传达意识形态的含义，通过
艺术处理上的节奏感和严整性，体现高校和国家的其他部
门一样，其建设是整个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示社
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A。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莫斯
科大学新校区及其所在的莫斯科西南区的规划为清华及正
在开发的北京西北郊“文教区”B 规划提供了范本（图 20）。
莫斯科大学主楼是容纳了教学和师生住宿功能的高层建筑，
它不但与莫斯科旧城和其他几幢高层建筑遥相呼应，也确

图 20

莫斯科西南区中心部分建筑设计（1953 年，莫大主楼位于轴线端头）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莫斯科的规划设计问题．北京：华北财经委员会印，
1954.）

图 21

西校区教学区规划图（1960 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年
20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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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64 年长安街规划第二组第一次会议记录》，1964 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档卷号 64k032-z017: 8。
B 文教区的概念由学习苏联提出且在各地风行，但在 1955 年之后因与国情不符而很少再提。
C 二院失火毁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校建委会时期的建筑如大礼堂西侧的大阶梯教室一直使用到 2007 年，照澜院一带平房至今尚存。

作是建立在深入详实的调研和对既有资料审慎、客观分析

正是这些高质量的建筑构成了清华独特的空间品质和人文

的基础上的。1960 年的总体规划制定后，校园建设依据“8

特质。他批评了片面节约的观点，认为“我校 1952 年所修

年远景规划”按部就班进行。虽然这一规划在特殊年代中

建的一批学生宿舍和教职员宿舍，过于简陋，不安装暖气

辍，但改革开放后的 1979 年制定的新一轮总体规划及之后

设备”，虽然建设时节省了投资，但维护时花费更多。蒋

的历版规划的指导思想，正是在 1960 年版规划的基础上调

因此提出厉行节约必须要和“长远的观点和实际效果”结

整、发展而来的 [6]。

合起来

[1]628

，成为清华建设的指导思想。此外，蒋南翔在

各种会议和谈话中都要求在校内的重点工程中采取较高的
标准，并在校园建设上体现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成就和
“气魄”A。

5

结语
1960 年版《总体规划说明书》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清华校园经历了 4 次规划。根据其重要性及影响，可

国近代大学的传统之一，学生宿舍区和教职工住宅区历来

将之归纳为“两小”（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三校建委会”时

是校园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 年以后，宿舍和住宅成

期）和“两大”（1954 年和 1960 年），以后两次为主 B。这

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福利之一，集体生活也包含着意识

些规划的内容和程序的逐渐完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

形态的意味。为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清华的历次规

规划专业的成熟过程，而其原则和内容的嬗递演变，则与

划都在宿舍和居民区中特意安排了集体生活的内容。如三

蒋南翔总结的“三阶段”相应和，是不同时期政治形势和

校建委会时代修建的一公寓、二公寓，房间内部取消厨房

教育政策的空间转译和物质呈现，映射出时代征候。

和炉灶，而以连廊与食堂相接（图 22）。1960 年在“大跃

1954 年和 1960 年两次“大”规划均是在蒋南翔主校时

进”运动和实行城市人民公社的背景下，清华的居住区规

期完成的。蒋南翔不但特别重视校园规划工作，组建了专

划除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配置完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以解

门从事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基建委员会，而且在重要工程上

放妇女劳动力外，更按照“系为单位安排教职工的集体生

多次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指示和要求 [15]C。在他主校时期，清

活”，修建若干幢包含了小型俱乐部、商业点、服务站等设

华明确了跨越铁道向东发展的战略，并大大提早实现了原

施的公社大楼，并拟在当时房屋较少的蓝旗营一带率先实

本预期达 15—20 年之久的京绥铁路及其站房迁移工程 D，为

施，最终将整个清华建成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清华新旧校区的整合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蒋南翔特别重视

1960 年版规划是清华截至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

总图的作用，屡次说不能“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没有规
划”E，而他主持的两次规划不但基本确定了学校的发展范
围和功能分区，也塑造出不同既往的新清华形象。其魄力
远见和历史成就如争取储地、扩充机构、主持兴革以及重
造清华的空间形象等，与二十世纪初周诒春任命墨菲设计
四大工程、将清华园和近春园统一规划、试图将清华建设
为“中央大学”等举措 [34] 颇为相似。但蒋南翔主持下的多
次规划，持续时间之长、建设量之大、范围之广，则远迈
前人。
如前分析，这一时期历次规划的目标、原则、内容等
有很强的连续性，体现出建设“真正社会主义大学”的总
意图。至于规划方法，受苏联的影响，将大学作为城市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以人均指标为准配置建设的内容和数
量等方法是一以贯之的。1960 年版规划中虽然增加了“三
联基地”和城市人民公社等内容，但之前在规划中采用的
具体方法仍沿用不替。

图 22

清华大学一、二公寓与食堂总平面及部分立面图（卢绳、汪国瑜设计，

1952 年）
（清华大学校档案馆基建档案）

上述这些原则和方法也是当时中国高校规划中曾普遍
采取的方法，而清华真正开始东校区的规划和主楼建设为

A 关肇邺访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9 年 8 月 30 日。
B 按照罗森先生对清华历次规划的划定，1954 年和 1960 年的总体规划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的第一和第二次全面规划。罗森访谈，清华大学高层住宅，2019
年 7 月 26 日。
C 除坚持采用较高建筑标准外，还曾要求设计人员在主楼中设置 500 座国际会议和交流用的大阶梯教室，对主楼面积的分配等也多次指示。详见刘亦师《清
华大学主楼营建史考述（1954-1966）》。
D “铁路估计 15-20 年之内拆除，规划时要充分估计分期建造的实施计划和距铁路的距离。”《 清华大学基建委员会总体规划任务书》，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
档案，1954 年。
E 《 1963 年第八次书记工作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文书档案，1963 年。

年︶

在校园中提供学生和教职员宿舍实行共同生活，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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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园由墨菲、杨廷宝、沈理源等人设计的校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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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虽然包含着一些超出实际的目标和内容，但整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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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建筑质量。1932—1937 年蒋曾在清华园学习，熟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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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较晚（1954 年），正是充分汲取了前期各校的经验才完

市镇建设者的地方，大家对清华的环境是要另眼看待的”，

成的。但清华事业规划的定位是与国家工业化高精尖部门

更重要的是清华作为新中国教育成就的集中代表，需要藉

密切相关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因此决定了其空间规划如用

此显示社会主义大学的“气魄”并折射出国家形象。这种

地指标、配套种类和建筑质量等必须与之相配套，竟致一

高指标和强烈的政治意指也使得清华虽然被公认为社会主

条重要的铁道线为之迁移。以清华主楼及其前的广场和轴

义时期校园规划思想的典范，是毛泽东时代校园建设成就

线为例，其用地宽绰远较同时期周边建成年代较早的那些

的集大成者，却只能高山仰止、无法复制，“全国乃至北京

新专科性工业大学更加气度恢宏，不仅因为“清华是培养

其他地区都不能效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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