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8 号  SOHO 尚都北塔 1901-1903 邮编：100020

JULY & AUGUST 2016  
vision magazine #163
rmb 30.00

VISION YOUNG

As a kind of sheer art spiritual creation, architecture is compatible with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he symbiosis art is the emotional symbol. This creation is neither the picture hanging on the wall, nor an adjective in the dictionary. 

Even if you look into history books, you can’t clearly explain the starting of the “Spirit”. 

艺术精神的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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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f schools
in Montpellier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he school unit
is part of

Montpellier’s
dynamic for

development, the
aim being to

connect the city
with the sea. The

school is set on a
small triangular
plot of land, in
keeping with the
urban policy for
densifying a new
resid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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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曲折是建筑师的试金石。他被考验出来是艺术家或者不过是工程师。 

凹凸曲折不受任何约束。 

它与习惯、与传统、与结构方式都没有关系，也不必适应于功能需要。 

凹凸曲折是精神的纯创造；它需要造形艺术家。”

历史的更迭与工业化的发展使得评论家们开始对建筑的风格分门别类，而作为建筑界“标签”与“注脚”的柯布西耶却一直反感自己被划分到各

个阵营中。狭义的建筑学受制于功能，不像挂在墙上的画幅或者涂抹在墙上的油彩，可以随心所欲，而在柯布看来建筑艺术已然超脱于传统的框架，

这些激情、宽厚或者心灵的崇高都来自艺术精神创造的表达。他强调了建筑设计与绘画、雕塑创造的一致性，都是“富有诗意的事件”。那些骨

架与板墙仿佛就是空白的画布，留做设计者有所为：可以像巴西前卫艺术中抽象的线条与几何的图案，光与影与“凹凸曲折”如笔墨勾勒了艺术

的激情和诗意，而建筑也与绘画和雕塑相融，并与人以及社会生活有着交织，其共生的艺术便是情感的符号，是精神的纯创造活动。这种暧昧的

细节甚至能够用任何一种形式去表达，不仅于艺术或者学科，而更来源于生活，源于时间，来源于万物。

艺术精神的纯创造不是挂在墙上的画面，也不是搁置在字典里的形容词，历史承载了过多的事件，依旧不能讲得清这一精神的起始。对于艺术家、

设计师乃至每个人，这种体验也许就像Martin Creed所诉说的：“你不能将任何东西与人们对它的体验分离开来，而由于人类是会死去的生物体，

那么基本上意味着所有东西都是在时刻发生变化的。这让我觉得我应该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创作……”

“我们 要 的自由，而不 于 的类别划分。雕塑要 置它的基 ，可以用任何方式来 它。绘画要 画框的 ，可以在空

间中 动。” 体 义 动

艺术， 能分得清 ，也 得出注 。就像 与 ， 有各自 为清 的 与 。画 中有着以 里 为 表的 造 义和

被 的 体 ，也有着凸 的表 以及 于 的达达 义，而 论 ，在 多 人的 中，艺术家们都习惯性的各自为营，

而传达着自己创造的作 。艺术时 是抽象的，却并 为 的，它可能不 的 可， 自 ，他们有时 和 而时而 有

性，并随着时 的 变与发展， 在人们的生活艺术中。

上 中 的巴西艺术 动在 Roksanda Ilincic2014 RTW 时 发布 中，在 T 上被 作该 以表 ，设计师用 为直 的画

面感 了 体 义 Neo-Concretism 的 ：结构和 面、几何与图案，以及 的 彩 用。然而这些注 的关 词并 是

体 义的 ，就像一幅画、一 不能 一个时 的艺术 细节，而人们 业化的生活中所 的图案与 也 是用艺术进

行所 的 。艺术家们可能不会 在意这些 的词 ，或者 本 及。作为 体 义 动发起者 一的 Lygia Clark 艺术的“抽

象和 化”，然 脱离了 象 体， 的“有 线条” 自柯布西耶的建筑 ，并融 了 里 的绘画 。 过这些多 的塑造，

以 与作 动的 会，并 变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时表达 在生 和 心体验的感 。

这也许不 是对艺术的注 ，而在于精神的塑造。

柯布西耶在 建筑 中 到了“精神的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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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f schools

in Montpellier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he ground floor is
taken up by the

nursery school and

the centre for

before- and 

afterschool

activities.

The primary school

occupies the other

two floors, with
its playground on

top of the nursery

school.



建筑事 所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设计了一所 的学 学 ，这 了艺术

的建筑 于 的高 上， ，面 。其看 的 表 发着 的格调，有些 直的几何体在 面

的 ， 也有了些 动的 。 ，灵动； ， 。

该建筑 多种功能空间于一体， 了 、 、 、图 、行 以及各种类 的工作 。设计师

过几个 几何形体的 便 了 个建筑的基本形 ，方 的空间有 在 学 中，这些 纯的造

使得功能空间看 会有些许 板， 建筑师 用这些 的形体关系使得 的空间有了神 的 。 被置

于 的方 ， 过 的 便可看 1879 为了 而创作的 像。作为 个建

筑交 的 空间 有 性：开 的 宽 的 以几条 形的 ， 约、 不 活 。

面上看，图 像 于 空，在 富了建筑 的 时，也让 个 学 的 空间富有了 的 动性，

了传统 建筑所 有的基本 。

却形 ，富有 艺 的 面也是 学 人 的 方，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的 用了

布 抽象线条 的做 使得该建筑有所艺术精神上的表达，仿佛纯 的 白 作为了 ， 油墨的笔 有

而 在表面 着画作，这一情感， 却 纯，像 符 的 在建筑 。 来到建筑 中 ，建筑师

用了 面反 的 ， 过 而 的 彩对 以 与 的强 反 ，仿佛这 的油墨在空间中不

并有所 折，这也 本 符号式的空间注 了多 的性格， 了 旧的传统，使得建筑为人与万物的交

了一个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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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Dutilleux’

Conservatoire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he building is

locate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own. It backs

onto the woods,

forming the final
outlying limit

of the built-up

area. Echoing the

open landscape,

it faces to

Belfort Lion

on the hilltop

opposite. In this

strong context,

the building offers
its solidity, an

almost opaque mass

of grey concrete.

The surface of

the mass has an

unusual texture,

hinting at plants

or the veins in

marble.

的艺术

的

的

的



270 271

的

的

的

‘Henri Dutilleux’
Conservatoire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he building
contains two
auditoriums,
a theatre, a
large dance
room, a library,
classrooms,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nd a
host of studios

with varied
volumes and areas.
The acoustics of 

each studio

is designed to
sui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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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RDV  Winy 
Maas Jacob van Rijs 

 Nathalie de Vries 
1993 创

的 2000

Flight Forum
创

Silodam
艺术

Gyre 精

Maxima

Mirador Celosia

MVRDV
MVRDV was founded 
in 1993 by Winy 
Maas, Jacob van 
Rijs and Nathalie 
de Vries in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The practice 

engages globally 
in providing 
solutions to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issues. The 
work of MVRDV 
is exhibited 
and published 
worldwide and has 
receive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awards.Such as 

Costa Iberica 

(2000),5 Minutes 
City (2003), 
KM3 (2005), 
Spacefighter(2007) 
and the firm’s 
first monograph 
of builtworks 
MVRDV Buildings 
(2013). MVRDV 
deals with issues 
rangingfrom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 large scale 
studies such as 

Pig City, to 
small, pragmatic 
architectural 
solutions for 
devastated areas 
such as New 
Orl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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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Dutilleux’
Conservatoire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he areas appear

to fit into each
other. Empty areas

are hollowed out
of this compact

mass, crea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vels.

The entrance
hall is on an

unexpected scale.
The library seems
to be suspended,
marking out the

cross-section and
serving as a giant

deflector. The
central patio is

the darkest area.

Its colour and
its negative drip

design reverse
the codes of the

outer envelope. It
i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density.



的
创
造

 A
nd

ré M
alraux 

G
roup

 of schools in M
ontp

ellier

随着 的 划 东 的 ，与 的 离 ，一些 的事物便 而生。 建设为这里 来了

的建筑，André Malraux 学 是其中 一。建筑事 所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用自己的艺术精神 了

于 的 形 上， 而 约的几何形 ，对 强 的 彩表达， 上一个 为 出的 ，便 为了该

的 标。

建筑 着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的设计风格， 用的 方体作为各功能分 的空间，在 条件需 的前

进行 和 ， 过 的交 形 其体 并营造出 体验的 共交 空间。也许这些对于设计师来说是其自

对于建筑 基本的 ，而以 为基本的 创造 是更进一 的艺术表达。André Malraux学 需 不 的

学生， 设置 所与 活动中心， 学 于其他 ， 自然 在 所的上方。建筑师 对 的需

要， 了 的空间 来 学 的空白，而为 每个体 过于 与 ，各 都使用了不用的 或者 ，

更 了体验的 时也使得 的标 性 强，以适应 以及 学生的 别方式。 不 方 的 光与 风，建筑在每

个 面 的 都有着 ，凹进的 和凸 的设置 让有 的 光直 进 ， 和高 要用以 自然光线，

面 的 为 来了 的 。这些看 有些 的设计 不仅为使用者 来了 ，其 也为生活

来了 适的艺术性。 不仅为了表达 系的 ，而着 于营造 适的空间； 的 不是为了 得 有

的造 ，却更在意其 活动的需 。这些 发着强 造 感的建筑也并 是人们所 的建筑师 的艺术，而是生活

的进 所 出的精神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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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Cucinella 
Architects (MCA)

Photo courtesy of 

MCA

MCA is thought 
to stimulate 
the child's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space according 
to a vision of 
"teaching" in 
which nothing 
is left to 
chance,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areas 
to the choice 

of 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up 
to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oor and 
outside space.

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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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f schools

in Montpellier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ransit routes

receive natural

lighting from

the patios and

tall openings.

The classrooms

are open at

either end, and

hence face both

north and south.

This produces

ideal light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natural

cooling by the

passage of air

through the

classrooms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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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Cucinella 

Architects(MCA)

Photo courtesy of 

MCA

Architectural 

elements of the 

new kindergarten 

by MCA - like 

the shape of the 

interior, their 

organization, 

the choice of 

materials, all 

the sensory 

perceptions 

related to the 

light, the colors, 

the sounds, 

the tactile 

suggestions - are 

designed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pedagogical 

and educational 

rela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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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Group of schools

in Montpellier

Photo courtesy of

Dominique Coulon &

associés

The volumes

are designed

as autonomous

elements which

appear to slide

over each other,

with their

cantilevering

providing covering

for sections of

the playground.

Each volume is in

a different colour
or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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