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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潋江书院这一历史建筑群的考察以及

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该文对潋江书院的历史发展

及其主要建筑作了简要地介绍；深入剖析了潋江书

院的建筑空间，指出该建筑群在“空间组织和轴线

转折”、“空间组织与高差变化”、“尺度把握和

紧凑布局”，“空间效果和手法控制”，以及“建

筑特色与地方材料”等方面的特点；揭示出潋江书

院建筑和空间特色，潋江书院建筑群在采用多种设

计手法成功地控制空间效果方面的经验.

关键词  潋江书院  历史性建筑  空间 基地 尺度  文

化 地域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building groups of Lianjiang Academy and 
consulting relative l 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its history and main buildings in 
brief, deeply analyzes its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points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five 
aspects: space planning and axis turning, 
space arrangement and altitude variety, 
scale control l ing and compact layout, 
space effects and design technique, and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local materials.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sums up its experiences 
of controlling space effects successfully with 
varied design techniques, which is helpful to 
to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
Key Words  Lianjiang Academy, Historic 
buildings, Space, Base, Dimension, Culture, 
Region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

始于唐代，兴于宋代，经明清由盛而衰。对书院的

研究，为我们追索和探究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独特

的视角。长期以来，书院文化受到史学界、教育界

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但与此繁荣局面相比较，对于书院文化

的物质载体——书院建筑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在当

前国内建筑系的教科书中也极少涉及相关内容。近

年来，湖南大学的杨慎初教授等古建筑专家学者们

致力于系统研究书院建筑并取得相关成果，其研究

范围涉及全国各地书院。但就研究的侧重点来说，

更加偏重于各地书院建筑的史料整理和文化历史方

面的研究，而对于大量建筑实物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来完成。

江西是全国创办私立书院较早的地区，也是书

院发展较快的地区。据报道，江西省境内“现存书

院建筑及遗址多达1 071处”。①因此，要研究中国

的书院建筑，必然离不开对江西书院建筑的研究。

江西众多的书院建筑分布在全省各地，据史

料记载，兴国县现存有两座书院，分别为“安湖书

院”和“潋江书院”。其中潋江书院，又称土地革

命干部训练班旧址（为表述方便，以下统称潋江书

院），因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此生活、居住、

办公，并举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而闻名于世。

1957年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将潋江书院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确定以潋江书院为代

表的“兴国革命旧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下面拟就潋江书院的建筑与空间特色进行探

讨。

1 历史沿革

潋江书院，坐落在江西省兴国县潋江之滨文昌

路西侧，坐北朝东南，东为文昌路，西与县地方税

务局大院相邻，南是繁华的横街，背靠绿树浓荫的

雨坛脑（图1）。

据同治《兴国县志》载：潋江书院始建于清康

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城北瑶冈之麓。乾隆

三年（1738年）由兴国知县徐大坤迁建今址。乾隆

三十八年（1773年）、肇庆九年（1804年）、十六年

（1811年）和咸丰七年（1857年），几度重修增

建，使之渐臻完备。民国十二年（1923年），全县

47个乡，募捐集资，在此创办私立平川中学。民国

十三年（1924年），扩建校舍，在崇圣祠前建楼房

两栋。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毛

泽东，军长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

于4月中旬来到兴国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毛

泽东住潋江书院文昌宫。期间，毛泽东召开了党团

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精神，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颁发了

《兴国革命委员会政纲》；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

练班。

潋江书院在历史上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充分发挥

出了其特有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名

闻遐迩。而作为江西众多书院建筑当中的一员，潋

江书院在建筑空间艺术方面的特色也值得相关专业

人员学习和研究。

2 建筑概况

潋江书院占地4 903.08 m2，建筑面积168 .92 m2，

要建筑沿两条平行的轴线南北向展开布置，建筑群

四周建有围墙。主轴线靠西，从南至北分布着门

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等建筑。次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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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潋江书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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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东，南北两端分别为红石牌坊和崇圣祠，另有两

栋土木结构的教室位于两者之间，分布在轴线两侧

（图2~3）。整个建筑群布局规整、构图严谨、层

次清晰；主体建筑均为砖木结构，庄重古朴，雕刻

精美，彩绘生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潋江书院的大门位于县城文昌路。文昌路是兴

国县城的一条次要道路，路宽只有3 m~4 m，路形

曲折，坡度很大，某些部位只能通过踏步来解决高

差问题，且没有任何商业氛围，是一条行人通过性

的道路。这种步行为主的环境与南端相交横街的热

闹非凡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好符合书院建筑

需要的静谧典雅的空间氛围，因此，文昌路也成为

潋江书院空间序列的起点。

书院大门为牌坊式门楼，位于书院建筑群的东

南角，座西朝东，歇山顶，翘角凌空，脊的两端堆

塑鲤鱼相向倒立，中间塑有葫芦宝瓶。门额上楷书

阳刻“潋江书院”四个遒劲大字（图4）。

经过门楼，进入前庭院。这是一个约600 m2的

院子，靠围墙种植一排柏树，烘托出书院建筑应有

的文化气氛。院子不但提供了活动场所，也成为书

图2 书院建筑组合图

图3 潋江书院建筑群（右上角重檐歇山顶即为崇

圣祠）

图4 书院大门 图8 魁星阁

图6 门庭 图7 讲堂 图9 红石牌坊

图5 历史上潋江书院布局图  [资料来源：

引自《兴国县志》（同治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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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外很好的过渡空间，同时书院空间序列也在此

完成了大门轴线至门庭轴线的转折，把空间引入主

轴。从同治《兴国县志》所载潋江书院图（图5）

看出，院子南边围墙中段为照壁，与书院门庭正

对，现已破坏，没有恢复。

由前庭院向北登13级石阶来到门庭。门庭是一

栋硬山顶的二层楼房，为塾门型，共5间，中为大

门，门额上楷书阳刻“秀汇双江”四字，门额左、

右分别饰以“东汇泮水起人文”、“壮秀河山映双

江”的彩墨山水画。门檐下立木质檐柱一对（图6）。

跨过门庭，步入中庭院，上5级石阶进入讲

堂。讲堂为一三开间砖木结构建筑，一厅二间，硬

山屋顶（图7）。飞檐翘卷上诗画相间。前有轩顶

檐廊，四根圆形木质檐柱支撑飞檐。厅之后墙设双

开木板平开门，左右各一拱形耳门通外。讲堂东侧

有学舍6间，西侧9间。

穿过讲堂绕过天井，上两级石阶为拜亭。亭之

四角各一根圆木丹柱支撑硬山屋顶，四周均系木质

隔扇花格长窗，前后开隔扇门。两侧配有厢房，厢

房与拜亭之间为游廊。

魁星阁位于拜亭之后，比拜亭高5级石阶，重

檐歇山顶，木质结构，四柱四角（图3、图8）。魁

星阁是书院建筑群的主要建筑之一，也是主要轴线

上的制高点，统领整个主轴空间。阁顶有堆塑“双

龙戏珠”。正面两檐之间有“魁星阁”三字的横匾

悬挂于阁顶和阁棚之间。顶棚藻井饰以“鲤鱼跳龙

门”浮雕。红条石阁基，左右两侧围以红石栏板。

魁星阁后即文昌宫，为三开间，2层高砖木

结构，硬山屋顶，中部由6根红石株角方柱支撑屋

顶。文昌宫为主轴线上规模最大的建筑，正中为2

层通高空间，顶棚有藻井，凹面为“龙风呈祥”浮

雕。文昌宫左右厢房有楼，两侧山墙各开一耳门。

前部有檐廊，红石檐柱上原镌有兴国传胪钟启峋撰

楷书阴刻对联，联云：“兴我小邦矢其文德；国之

善土简在帝心”。文昌宫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毛泽

东旧居和办公旧址。

崇圣祠位于文昌宫东侧，砖木结构，歇山顶，

重檐翘角，四周均有斗拱，红墙丹柱（图3）。双

开木雕格扇大门，4根木质圆柱支撑顶棚，天花彩

绘栩栩如生。顶棚正中之藻井饰以“双狮滚绣殊”

浮雕。

祠前两栋楼房均系土木结构，悬山顶，圆拱

门，楼上各1间，为平川中学教室，楼下各3间为教

职工宿舍。楼房往南14 m处，建有四柱三间红石牌

坊1座（图9）。

3 建筑空间特色

3.1  空间组织与轴线转折

在群体建筑空间中，轴线大体有以下3种功

能：控制建筑造型、组织建筑空间以及营造特定空

间氛围。而潋江书院空间主轴的组织却还有自己的

特色。潋江书院的主要建筑与空间沿两条轴线展

开。在主次两条轴线和基地条件的共同控制下，潋

江书院形成了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空间效果。

在此，轴线既是建筑空间居中布置的线性基

准，也成为了组织空间变化的一个线索。对于这样

一组建筑，主轴线给人的空间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它必须让人感觉是连续而严谨的。而潋江书院的基

地似乎为主轴空间的展开设置了障碍：面积有限，

形状不规则，且高差变化较大。面对这样一块复杂

苛刻的基地，当时的营建者们因地制宜，在主轴上

设计了两次轴线转折，并将转折点巧妙地安排在了

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或天井）中，成功地完成

了建筑空间与基地的对接，让人在行进中几乎不能

觉察出这种方向的细微变化（图10）。可见，基

地、建筑、轴线和院落的巧妙结合使得潋江书院群

体空间组织一气呵成，浑然一体。

3.2  空间组织与高差变化

大凡书院建筑选址都比较有讲究，潋江书院也

不例外。它选择在一个小山岗上，背靠雨坛脑，面

朝兴国老城，并有潋江环绕。由于地处山岗，地势

高差变化较大。用于建筑的地势最低点入口处与制

高点文昌宫地势相差近4 m。设计者根据地势高差

变化、相关建筑物的重要性，以及空间组织结构，

安排了4组基准标高，并根据这4组标高组织建筑的

竖向空间设计。4组基准标高分别为前庭院标高、

门庭标高、讲堂标高和文昌宫标高（图11），从

低到高依次抬高约2 m、0.75 m和1.05 m。相邻两

组标高之间结合建筑、院落通过踏步完成转换。在

此，建筑与院落空间顺应地势布置，既尊重了地形

地貌，又取得了高低错落的建筑空间效果，同时，还

为创造建筑群丰富的屋顶轮廓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3  尺度把握与紧凑布局

尺度是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最抽象的建筑空间

语言要素。它不像对称、重复、节奏、韵律、比例

等语言给建筑空间带来直观的视觉效果，因此，一

般建筑设计人员对建筑和空间尺度的把握有一定难

度。但尺度是诸多的建筑空间语汇中最具有人性化

色彩的因素，它最直接地反映了建筑及空间的大小

给人的感官体验。这是一个独特的，似乎是建筑物

图10  轴线示意图

图11  主轴空间剖面图

图12  主轴空间尺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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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性质所要求的特性。尺度不仅与尺寸有关，

它还能使建筑物呈现出恰当的或预期的某种尺寸

感，这取决于人对空间体验的经验，以及人与建筑

空间的关系。

由于选址独特，用地紧张，再加上书院建筑

需要特有的朴实、静谧、典雅的建筑空间氛围，因

此，潋江书院采用了紧凑的空间布局模式和亲切宜

人的小尺度空间处理手法。具体体现在：潋江书院

主要建筑之间的最大间距只有10 m（除门楼和红石

牌坊外），这种尺寸也就只在门庭和讲堂之间的主

庭院才采用；其它部位建筑间距仅有2 m~3 m，有

的甚至只有1 m，许多建筑之间是由短廊或者单侧

廊连接。由于建筑间距的压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

优势：其一，局促的用地中能够安排尽可能多的建

筑和空间；其二，可以为扩大某些主要的建筑和空

间规模提供条件。但是，紧凑空间布局面临的难题

在于如何合理消除或者削弱紧凑空间给人造成的封

闭感和压迫感。在潋江书院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中，

营建者们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解决了这一难题。

①在空间布局中，设计并合理安排多种性质的

空间层次，让建筑、庭院、走廊等有机结合，做到

“屋中有院，院中有屋”。

②弱化分隔空间的界面，巧妙地处理了建筑维

护结构的围透关系等，实现了空间的交融，甚至不

能够轻易区分出室内和室外。

③运用大小空间对比等多种对比手法，即便是

有些空间尺度显得狭小，也能够产生“欲扬先抑”

的效果，从而增强人们对空间特色的体验。

④合理引导人们转移对空间的关注点。具体体

现在人们对以讲堂为分界点的“内”、“外”空间

的关注点的差别上。讲堂前建筑物间距较大，并利

用间距设置庭院，点缀绿化、小品。院落空间的高

宽比H1/L1大致为1/2；建筑檐口处于人眼垂直方向

20。的仰角范围内，人们的视线很容易接触到建筑

的屋顶，此时，对建筑外部空间的体验感较强。在

此，人们关注的空间主体是院落以及建筑外部形态

等室外空间。当穿越讲堂之后，建筑物之间空间尺

度明显压缩，院落退化为天井。天井空间的高宽比

H2/L2大致为2.5/1。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建筑檐口处

于人眼垂直方向60。的仰角范围之外，视线并不能

够触及建筑屋面，因此，人们对空间的关注点转为

建筑内部空间（图12）。

由于建筑与庭院（或天井）空间的比例和尺度

关系得到较好地把握，因此，尽管建筑布局如此紧

凑，却让身在其中的人没有丝毫压抑感，反倒处处

透射出一种亲切宜人、静谧典雅的书院建筑特有的

空间氛围（图13）。

3.4 空间效果与手法控制

正如前文所述，潋江书院建筑群规模不大，与

岳麓书院等著名书院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带给人们的

空间感受确是丰富、深刻而独特的。这与在空间设计

中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且实现了手法对建筑空间效

果的成功控制不无关系，接下来对“对比手法”、

“围透手法”和“装饰手法”3个方面进行分析。

（1）对比手法

潋江书院建筑群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对比手法

来控制建筑空间效果，具体表现为：建筑物体型的

对比；建筑界面虚实的对比；空间大小和形状的对

比；院落空间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对比、明亮与昏暗

对比；以及建筑材质的对比等。其中，高低错落有

致的建筑屋顶外轮廓为人们在建筑群外部观察、感

受建筑空间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例如，门庭、讲堂

配房等水平横向展开的体量与魁星阁的竖向体量对比使

得主要建筑魁星阁的地位得到加强（图14~15）。

（2）围透手法

空间布局当中巧妙地处理好空间的围透关系，

以营造出丰富的空间效果。具体表现在各建筑和院

落等空间界面的不同围透效果上。门庭与讲堂之间

的院落最大，大致为10 mx12 m，看得出来，设计

者想营造出一种开放性和高潮性的空间效果。因此，

在院落东西两侧围墙上采用大面积漏空处理，既增强

通透性的效果，也造成了墙面的装饰感（图16）。进

入讲堂后的院落空间更接近一种“天井空间”，深

度方向只有2 m，尺度很小，加上四周界面比较封

闭，给人一种封闭、静谧的空间感受，这种空间感

受与著名的苏州留园的“还我读书处”异曲同工，

与书院建筑的功能性质相吻合。

图13  拜亭旁的廊 图17  拜亭格扇门

图14  丰富的屋顶轮廓线 图15  主轴线建筑 图16  漏空青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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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饰手法

在潋江书院各建筑中采用石雕、木雕、彩画、

拼贴等装饰手法，加强空间效果，提高建筑艺术品

位，这也是一大特色。典型的装饰手法分3类：其

一，是大量运用木栅栏和格扇门、窗，既起到了划

分空间的作用又保证了空间的连续性与通透性。对

于潋江书院这组布局异常紧凑的建筑群来说，这些

装饰手法也削弱或消除了空间的狭小、压抑、封闭

感，起到了小中见大的良好空间效果。另外，格扇

门、窗上饰以大量的精美木雕（图17），图案多

为反映当地民间美好愿望的题材，例如蝙蝠、梅花

鹿、仙鹤、寿桃等，同时又丰富了建筑空间的文化

氛围。其二，如讲堂过道的船篷形轩顶，魁星阁、

文昌宫以及崇圣祠顶部藻井的设置，不仅丰富了建

筑空间效果，加强了建筑的顶部空间造型，并且浮

雕油漆彩画以及藻井的玲珑透雕，可以称得上是民

间工艺之精品（图18）。其三，讲堂向庭院的鹤颈

轩处的彩画，题材为著名的古诗词及配画（图19），

大大强化了书院建筑应有的文化氛围。

3.5  建筑特色与地方材料

充分挖掘地方材料的建筑潜力，创造出具有

地方特色的建筑形象，是潋江书院建筑的又一大特

色。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红砂石（俗称“红石”）的

运用。潋江书院建筑群，一方面因为红石与普通青

砖相比，具有强度高和防潮性能好等特性，大量将

其使用在基石、门框、门槛石、踏步、护角护边石

等处；另一方面，利用红石易雕琢、易加工成形等

特点，将其运用在栏杆、栏板和石兽雕刻中。亦用

红石做成门洞上部过梁；有时也利用红石起拱，形

成拱形门洞，以及利用红石建成红石牌坊等做法，

充分彰显地方材料的建筑艺术魅力。红石的巧妙运

用还在色彩上与青砖的建筑墙体主色调形成局部反

差，起到很好的点缀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建筑的艺

术价值（图20）。

结 语

建筑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世界文化趋同

的大形势下，如何有效地保持建筑的地域文化特

色，成为建筑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建筑研

究者和工作者来说，深入研究传统建筑与空间，充

分挖掘其文化内涵是保持、继承和发扬建筑地域文

化的前提条件。书院建筑出自民间匠人之手，充分

吸取了地方建筑的特色；它又由文士们主持修建，

构思经营，侵注其文化思想，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空

间组合群体。所以，书院建筑来自民间，又高于民

间，更显示其斯文典雅的文化格调。书院建筑从多

方面、深层次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是极为

可贵的历史见证。而另一方面，对书院建筑的实地

考察发现，除了少数著名、大书院的建筑及周边环

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控制之外，大量散布在全国

各中小城市以及乡镇的书院建筑或其周边环境均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就兴国县境内的两大书院来

说，安湖书院由于地处乡村，疏于管理，建筑物破

损严重。而潋江书院由于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

其建筑群保存完好，但周边环境却没能得到有效的

控制：一方面，许多高楼在控制地带内拔起，严重

破坏了建筑空间外围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横街

两侧沿街建筑的拆除，导致原有街道空间尺度感的

缺失，给传统建筑的保护留下很大的遗憾。因此，

对潋江书院建筑空间艺术特色的研究和探讨，对于

江西，乃至于全国的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都有

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同时相关分析对现代建筑

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

（注  本文使用的测绘图纸系根据兴国革命纪念馆

相关图纸修改、完善。）

注 释

（1）杨慎初.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武汉:湖北教育出

版社，20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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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崇圣祠藻井

图19  轩顶上的诗词彩绘

图20  红石门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