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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 刚　吕 博 

　　Feng Gang　Lv Bo
“Rotunda”是一种以圆形大厅及穹顶为典型特征的集中式构图的建筑形制。它早期主要应用于欧洲
宗教建筑，后逐渐推广到商业、休闲、政府、文教、居住等世俗建筑中。自 19 世纪末开始，这种源
自欧洲的建筑形制被逐渐移植到了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之中，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结合。本文简述
了“Rotunda”的特征及发展，归纳分析了该形制在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筑中的代表作品及其主要特点。
Rotunda，originally created in Europe，is building having a centralized space，usually with a circular ground plan 
covered by a dome. It is widespread in European’s religious buildings in the early times and later used in all kinds of 
buildings including theaters，libraries，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so o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this building form 
is introduced and transplanted into China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partly combined with Chinese architectural for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tunda buildings and then tried to illuminate the values of the 
rotunda buildings in China universities in modern times by analyzing the aesthetics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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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 世纪末起，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由传统的

古典书院模式向以西方欧美大学为蓝本的现代大学

模式转变。在中国建设自己本土大学的过程中，某

些西方经典建筑形式被中国大学以直接移植、折衷

并置、中西合璧等多种方式加以学习吸收，而后戏

剧性地出现在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之中。“Rotunda”

作为西方建筑史中重要的建筑形制之一，也成为中

国近代大学建筑所学习模仿的对象。在“Rotunda”

进入中国大学校园的过程中，有的仍保留其故有形

式及精神内涵，有的则与中式建筑形式相结合而融

入了更多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思想。

1.Rotunda 形制特征及发展演变

“Rotunda”是一种在圆形平面上覆以穹顶或

攒尖顶的简单明确的集中式构图的建筑形制，也指

圆形平面的室内大厅。古罗马万神庙（Pantheon，

位于今意大利罗马，图 1）是早期最具代表性的

“Rotunda”。它由一个巨大的希腊神庙式的七开

间门廊和一个跨度 43.2m 的穹顶所覆盖的圆形大厅

组成。随着罗马帝国军队的不断征服，这种建筑形

制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广泛用于欧洲早期的

宗教建筑之中。欧洲现存的很多教堂的洗礼堂也都

采用了 Rotunda 形制，如意大利比萨大教堂（Piazza 

dei Miracoli）的洗礼堂等。

随着建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的日

渐交流，“Rotunda”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发展出

了更为丰富的空间形制，如拜占庭帝国时期君士坦

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位于今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在穹顶下增加了鼓座，并利用帆

拱将方形大厅与圆形穹顶结合在一起。而文艺复兴

时期的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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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aticano，位于今梵蒂冈城内）则更进一步地将

穹顶建造成更为接近饱满的半球形，并分别在穹顶

和鼓座上增加了采光亭尖塔和环形柱廊。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Rotunda”逐渐地被应

用到商贸、娱乐、办公、住宅、图书馆等世俗性

的建筑中去，如意大利维琴察的圆厅别墅（Villa 

Capra， 又 称 Villa La Rotonda）。“Rotunda”

还屡屡出现在大学校园中，并逐渐淡化了其最初

的宗教色彩而融入了部分教育建筑的特点，成为

英美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一种标志

性建筑元素。如建于 1737-1749 年的英国牛津

大 学 圆 形 图 书 馆（Radcliffe Camera at Oxford 

University）、 建 于 1822-1826 年 的 美 国 弗 吉

尼 亚 大 学 图 书 馆（Rotunda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图 2）、 建 于 1895 年 的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罗 氏 纪 念 图 书 馆（Low Memorial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建于 1907 年的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福林杰礼堂（Foellinger 

Auditorium at UIUC）、建于 1916 年的美国麻省

理 工 学 院 10 号 楼（Maclaurin Building & Great 

Dome at MIT）等。

19 世纪末期以后，中国开始以欧美大学为蓝

本建设自己的大学。源自欧洲，并对大学建筑具有

广泛影响的“Rotunda”也进入到中国近代大学校

园之中。总体来讲，中国近代大学中的“Rotunda”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仍保留着其本身纯正的形态，

如清华大学礼堂、中央大学礼堂；另一类则与中国

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如武汉大学理学院、工学院、

图书馆。但无论是哪一类，它们都占据在校园的中

心位置，自其落成至今，既作为校园的景观中心，

同时又是校园最核心功能的建筑，甚至直接成为该

所大学的空间象征。

2.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中 Rotunda 的移植

建于 1917 至 1921 年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8 年后升格为清华大学）礼堂由美国建筑师

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礼堂穹顶顶高

27.6m，共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最初的设计

方案中，礼堂采用了希腊十字的集中式平面，十字

的四臂为双坡顶，中心为高起的六边形鼓座，上覆

平缓六角攒尖坡顶，坡顶各边有微弱的出檐，坡顶

中心设有坡度平缓的六角采光厅。立面窗洞格栅的

划分及屋檐的细部具有中式建筑特色。最终实施方

案（图 3）进行了较大修改：屋顶改为古罗马式的

圆穹顶；穹顶外包青色铜皮；南侧主入口增设了三

开间券柱式门廊。红色清水砖墙、白石线脚和门廊、

建筑前的绿色大草坪三者间形成的色差使建筑在校

园中显得分外醒目。

清华大学礼堂的设计参考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图书馆（图 2）的形式。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整体规

划（图4）由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于 1817 年设计。校园由三边围合、中

轴对称的长方形大草坪，整齐排列在草坪两侧的建

筑与柱廊，以及草坪轴线终点的“Rotunda”共同

组成，被称为“Mall”式布局。设计旨在创造一种

师生间自由平等交流的“学术村”（Academical 

Village）。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模式对美国大学校园

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美国大学所追求的理

想模式之一，其校园中的“Rotunda”也逐渐成为

美国大学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理念的象征。由

于清华大学与美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学校办学资金

源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时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

春有着美国留学的背景；校园建筑设计人为美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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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弗吉尼亚大学规划鸟瞰（图片来源：Paul Venable Turner. Campus: 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M]. Cambridge: MIT Press,1984:77.）

3 | 清华大学礼堂
（图片来源：吕博摄）

筑师墨菲。因此，学校的核心建筑参照美国理想大学模式中的“Rotunda”

来设计也就顺理成章了。

建于 1930-1931 年间的中央大学大礼堂（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大

礼堂，图 5），由香港巴马丹拿建筑事务所（Palmer & Turner Group）设

计。大礼堂穹顶高 34m，共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它在形式上与清华大

学礼堂相似，但有几处差异：首先，穹顶上设有八角采光亭；其次，建筑

立面增加了基座的比例，强调了古典主义中的基座、柱式、檐口的“纵三”

式构图；再次，两侧延伸出的低矮两翼衬托出中部主体的高大。该建筑立

面统一采用了灰色石材，配上铜绿色的穹顶，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的气氛。

目前尚没有线索表明这个由英国人主持的建筑公司是否借鉴了美式校园建

筑，或受到清华礼堂的影响。但该建筑的集中式形制及古典主义立面构图

无疑具有美式大学中“Rotunda”的特征。

此外，岭南大学 1910 年规划中轴线尽端的大礼堂借鉴了文艺复兴时

期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的 Rotunda 形制，但该建筑最终未能兴建。追根溯

源，西方“Rotunda”在造型上将古希腊柱廊艺术与古罗马穹顶艺术相结合，

其稳定的、静态的、水平向联系构图和纯净的几何形体被视作是对古希腊、

古罗马文化中的人本、自然、理性的精神的物化表达。而此种精神在一定

程度上与西方现代大学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理性等办学理

念相吻合。当“Rotunda”作为一种校园建筑形制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

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校园的中心位置之后，其逐渐成为了人们心目中

现代大学的象征符号。位于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园中心位置的“Rotunda”

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除了作为景观焦点和满足日常使用，它们给学校带

来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层面的价值。

3.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中 Rotunda 的变异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规划及建筑群由美国建筑师凯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设计。校园整体建筑群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风格。其中理学

院主楼、工学院主楼、图书馆均采用了集中式构图，顶部覆以完整的中式

坡顶或西式穹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可以说是西方 Rotunda 形制在

移植到中国本土后结合中国建筑文化的变异发展。

理学院主楼（图6）建于1930-1931年间，共3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建筑平面呈“希腊十字”形，穹顶下的鼓座上开有一圈窗洞，窗洞之间设

扶壁。屋身部分去除了三角山花和古典柱廊的构图，代之以简洁的墙面。

有趣的是，该楼在局部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屋身的十字交角处

设有青瓦中式小坡顶檐口；鼓座下的女儿墙设有祥云图案装饰；立面门窗

洞口采用了中式的比例划分；墙身轮廓向内微倾形成侧脚等。工学院主楼（图

7）建于 1934-1936 年间，共 6 层（含地下一层和局部夹层），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该建筑是“Rotunda”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在工学院主楼中，穹顶、三角山花、古典柱式等“Rotunda”中常见的元

素均已消失，但其空间构图仍是集中式的。建筑平面呈方形。立面屋顶采

用了钢架与玻璃组合的中式重檐四角攒尖顶造型。屋顶与屋身之间设有的

一圈阳台将二者巧妙地衔接到一起，在构图上起到了类似中国传统建筑中

斗拱层的过渡作用。墙身的四角经过了削切，利用视觉误差形成墙体向中

心倾斜的假象，形成明显的侧脚，使大楼更添几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

理学院建筑群与工学院建筑群分别位于校园南北轴线上的北侧小龟山与南

侧火石山上，两组建筑群相视而坐，其各自主楼的“Rotunda”的屋顶以

一圆一方的形式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北圆南方）的宇宙观。

图书馆（图 8）建于 1933-1935 年间，共 3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及组

合式钢桁架结构。该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创造性的融入了“Rotunda”。

建筑采用“工”字形平面。“Rotunda”原型中的穹顶在这里被单檐双歇

山结合八角垂檐式的中式屋顶所代替，其下的斗拱层与简化的须弥座则共

同构成了“Rotunda”原型中的鼓座，将屋顶高高的举起。底层部分采用

了中式坡顶、斗拱、额枋、雀替、柱廊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而立面两尽

间结合抱厦向前凸出、以双柱式组合来划分开间，则体现出西方古典主义

的构图手法。在主立面的整体构图上，武汉大学图书馆与意大利圣彼得大

教堂具有较明显的相似性（图 9）。它虽然在每个单独的建筑构建上都采

2 |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片来源：http://www.zwbk.org/pictureshow.aspx?pid=20110412125655359_5260.jpg）

1 | 古罗马万神庙
（图片来源：http://www.quanjing.com/share/iblcre01237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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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式样，但在整体造型组合及比

例控制上却有着西方古典构图的影子。也许这种“中

式元素 + 西式构图”的做法忽视了某些中国传统建

筑的文化礼教中的寓意，而仅停留在纯形式模仿的

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但

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建造科学变革发展的背景下，

这种做法推动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建造技术科学和西

方建筑文化的结合，不失为一种对中国传统建筑在

创新道路上的成功探索。同时，这也是“Rotunda”

地域化后所产生的一种变异形式，是对“Rotunda”

类型体系的一种丰富与补充。

4. 明堂辟雍与 Rotunda

“明堂辟雍”是一种方圆结合的集中式形制的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作为皇家祭祀或天子讲学之

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被视为中国本土的

“Rotunda”。代表性的案例包括西汉长安南郊的

明堂辟雍（图 10）、唐洛阳宫城内的万象神宫、明

清北京国子监内的辟雍以及天坛内的祈年殿等。墨

菲为燕京大学 1921 至 1926 年间所做的多版规划

都在校园中心放置了“明堂辟雍”形式的“Rotunda”

以作为学校的教堂或学生活动中心。该建筑的屋顶

形式历经八角攒尖、三重檐圆攒尖、歇山等多次调

整，平面由希腊十字形改为八角形再改为圆形最终

又改回到希腊十字形。无论是哪一版方案，其总体

造型都更接近中式的“明堂辟雍”而非西方传统的

“Rotunda”，遗憾的是该建筑最终未能建成。此外，

清华大学礼堂与中央大学礼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其“下方上圆”的集中式构图也同样符合中国“明

堂辟雍”的基本特征，虽然它们在外立面上更接近

西方的“Rotunda”。

5. 结语

清华大学礼堂、中央大学礼堂、武汉大学图书

馆、武汉大学理学院主楼和武汉大学工学院主楼，

是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中仅存的五座 Rotunda 形制建

筑。它们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成

为各大学自身的景观中心和象征符号，具有较高的

历史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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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eu.cuepa.cn/newspic/629513/s_a152c2addd59e6daa4dcd303b1a69a5633659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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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圣彼得大教堂立面图
（图片来源：[ 英 ] 克鲁克香克 . 弗莱彻建筑史 ( 第二十版 )[M]. 郑时龄 等 , 译 .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1996:871.）

8 | 武汉大学图书馆立面图
（图片来源：李晓虹 , 陈协强 .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 [M].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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