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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钱伯斯和他的中国园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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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格兰著名的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威廉·钱伯斯爵士曾两度造访中国,对中国的园林、建筑有深刻的认识,并
写下了轰动一时的著作《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设计》和《东方园林论》。 著作中描述了他对中国传统

园林艺术独到的理解与分析,同时,钱伯斯还进行了相应的实践探索,使他在 18 世纪西方“中国风冶流行时期的园

林艺术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英中式园林的产生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梳理钱伯斯与中国园林有关的

个人经历,分析、总结他著作中的中国园林观和借鉴中国风格所进行的园林设计实践,挖掘其理论与实践在西方各

国产生的实际影响,最后讨论钱伯斯的相关成果对当今中国园林设计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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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Sir William Chambers, a famous Scottish architect and landscape architect, visited China
twice. Deeply impress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and architecture, he wrote two well鄄known
works: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and 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In his books, Chambers described his original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China蒺s
traditional gardening art. Meanwhile Chambers also did som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which allowed him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ndscape art revolution of chinoiserie trend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and
stimulated the emergence of jardin anglo鄄chinois. By sorting out Chambers爷 s experiences related to
China爷s traditional gardens,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his perce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in
his theoretical works, and introducing his practice of garden design using Chinese style gardening as
referen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 influence of hi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western countries.
Finally,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Chambers爷 achievements to today爷s landscape design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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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7 世 纪 末 到 18 世 纪 初, 一 股 “ 中 国 风 冶
(chinoiserie)在西方掀起,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文化艺

术,跟随这股热潮的,还有中国的园林艺术[1鄄2]。 威

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1723—1796,见图

1[3])是 18 世纪苏格兰著名的建筑师和风景园林

师,在这股热潮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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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理论著作和实践创作大大深化了西方人对中国传

统园林的认识,激起了他们对中国园林艺术的兴趣。
钱伯 斯 是 英 国 18 世 纪 下 半 叶 图 画 式 园 林

(pictureque garden)的奠基人,在英国造园史上占据

重要地位[4]。 同时,他的中国园林观反映了当时西

方专业人士对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理解。

图 1摇 钱伯斯画像
摇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很少有专门针对钱伯斯在

园林艺术方面的贡献,因为国外对钱伯斯的研究更

注重他在建筑方面的造诣,一般只在涉及西方园林

受中国影响的议题时提及他的贡献。 例如西尾朗的

《威廉·钱伯斯与他的英—中式园林》(1972)和泉田

英雄的《丘园的中国塔之由来》(2003),与园林相关

性较大的极少,如冈大路[5]的《中国宫苑园林史考》
(1988)、约翰·哈里斯( John Harris) 的 Sir William
Chambers:Knight of the Polar Star(《威廉·钱伯斯爵

士:北极星勋爵》,1970),内有专门探讨钱伯斯园林

理论的文字。 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重要的有邱博

舜 译 注 钱 伯 斯 之 文 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写成的《东方造园论》 (2012),以及陈志

华的《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2006),把钱伯

斯作为中国园林影响西方的重要传播人,并详细介

绍了他的中国园林观。 而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欧洲

之中国园林》 (1931),以大量篇幅介绍钱伯斯与中

国园林,开国内学界开始注意中国园林艺术对西方

影响议题之先河。
在钱伯斯所处的年代前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

水平颇高,但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却屈指可

数,仅有早时的《园冶》 《长物志》等寥寥几部专著。
作为一名建筑师和风景园林师,钱伯斯的中国园林

理论绝非单纯地记录见闻,而是综合性地描绘、分析

与总结,其认识远比同时期的传教士、商人等所记载

的内容要深刻得多。 此外,钱伯斯的中国园林观代

表了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园林艺术,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成就。 总之,钱伯斯

的园林理论著作是反映 18 世纪乃至更早时期中国

传统园林艺术的重要专著,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一、威廉·钱伯斯生平

钱伯斯曾用瑞典文写了一篇自传, 收录在

Osvald Sir佴n 的 China and Gardens of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中国和十八世纪欧洲园林》,
1990)中,后人得以据此对其生平作详细的考证(见
表 1[6])。 1723 年,威廉·钱伯斯出生于瑞典,后定

居英格兰,1796 年因病于家中逝世。 他曾得到英王

乔治三世的赏识成为皇家建筑师,并受封为勋爵,后
又在瑞典被授予北极星勋爵的爵位[7]。 钱伯斯关

于中国园林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其在英国建

筑和园林史上的重要地位。

表 1摇 威廉·钱伯斯生平表

年份 重大事件

1723 生于瑞典哥德堡

1739 入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

1740—1742 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出航,前往孟加拉

1743—1745 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出航,停留于中国广东一带

1748—1749 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出航,二次停留于广东一带

1749 在巴黎的艺术学校学习建筑

1750 在意大利(主要在罗马)学习建筑

1757—1763 进行丘园的改造设计

1796 于住家逝世

摇 摇 在学习建筑之前,钱伯斯受聘于瑞典东印度公

司,随商船两度造访中国进行商务旅行。 期间,他走

访并 测 绘 了 许 多 中 国 传 统 园 林, 拜 访 了 李 嘉

(Lapqua)等艺术家,将所见所闻都作了详尽的图文

记录[5]。 归国后他放弃商业,分别赴法国和意大利

学习建筑[6]。 专业知识的储备使他对中国园林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1757 年,他发表了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设计》,
后文简称《设计》),其中有一篇 Of the Art of 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中国人的园林配置

艺术》)专门论述中国的园林艺术[8]。 同年,他开始

对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Kew Garden)进行改造设

计,运用了中国式造园手法。 1772 年,他写的 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东方园林论》,后
文简称《东方》,见图 2[8] )出版,详细论述了中国的

园林艺术。 次年,再版《东方》,对正文部分进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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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文后附上 An Explanatory Discourse, by Tan Chet鄄
qua(《一篇由广州府谭谦嘉先生所写的解释性论

述》)增强说服力[9]。

图 2摇 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摇

二、钱伯斯对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
分析与理解

摇 摇 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中西方人解读的园林

艺术存在差异,总结两种观点不同的理解、提炼共同

之处,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

精髓。
钱伯斯对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理论分析与理解

已全部体现在他所留下的两部著作《设计》与《东
方》之中,文内对中国园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

结。 本文以钱伯斯的文字材料为主要理论来源,通
过提取其中的典型论述进行总结,并与我国的相关

理论成果比较,在反映出中国传统园林的公认普遍

规律的同时,也体现了钱伯斯对中国传统园林理解

的深刻之处。 由于钱伯斯所到之中国仅限广东一

带,其描写与理解是以广东园林为基础而产生的,不
能全面反映当时的中国园林特点,但或许有窥一斑

见全貌的效果,分析时需将这一点了然于心。
(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

钱伯斯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园林尊重自然、模仿

自然的特点。 在《设计》的开篇就称“自然是他们的

原型冶,并在相地环节表现出对原场地即自然的尊

重与顺从:“首先考虑的是场地形态……根据地势

地形而选择配置。冶后来,《东方》中有了新认识,认
为中国艺术家“并不完全依赖自然而排斥所有的艺

术表现冶,说他们会“对艺术和自然进行一个明智结

合,将两种方式的优点进行提炼冶。
与钱伯斯同时期的学者对“本于自然,高于自

然冶这一特征已普遍有所认识。 例如,1743 年,法国

传教士王致诚(P. Jean鄄Denis Attiret)给住在巴黎的

达索(M. d爷Assaut)写了一封信,信中描写了圆明园

的景象,称中国的园林都仿佛是 “自然的作品冶。
1685 年,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专著 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论伊壁鸠鲁的

花园,或论造园艺术》),形容中国园林里自然形式

之 美 为 “ Sharawadgi 冶。 后 来, 艾 迪 生 ( Joseph
Addison)、蒲伯(Alexander Pope)等许多人都受到了

这个词的影响。
钱伯斯的观点显然比前人深刻,他所构思的中

国园林美景,除了不规则的形式外,更强调以人类智

巧来调和荒野与自然状态在美感呈现上的不足[2]。
而中国传统园林最明显的特征,正是力求自然与艺

术的和谐交融。 一方面,中国自古有崇尚自然、热爱

自然的传统,师法自然是重要的园林营造法则;另一

方面,需用艺术美表现自然美,对自然美进行剪裁、
提炼和集中。 这些都与前人总结的“本于自然,高
于自然冶和《园冶》中强调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冶
不谋而合。 此外,中国传统园林中“相地冶是造园之

始,而钱伯斯所表达的造园应尊重与顺从场地,与
《园冶》中“相地冶部分的主旨相似。

(二)多样变化的园林景观

多样变化是钱伯斯对中国园林描述和理解最多

的特点之一。 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大量创造此种效果

的处理手法。 《东方》中有自然时空变化———“植物

的生长,季节的更替,气候的变幻冶等,有对比的运

用———“对比能够特别强烈地扣人心弦冶;《设计》中
有层次的掩映———“把园林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
挑逗起游客的好奇心冶,有空间尺度和色调的体

现———“用这种方法,那些很小的、局促的园林就显

得好像很大、很宽阔了冶;此外,避免重复和单一也

可以体现多样———《设计》中称“如果场地受限……
通过安置一个观赏对象,从不同的角度观赏都能产

生不同的表现效果冶 。
在钱伯斯之前,西方人对中国园林景观的多样

和变化已有感性的体验,但缺乏理性的总结。 直到

钱伯斯以后,许多西方园林师也开始注意这一特点,
对钱伯斯的理论表示赞同。 特别是园林景色的对比

处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园林保持新鲜感、丰富印象

的重要手法,许多欧洲园林师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

反复指出[4]。
钱伯斯对于中国园林景观多样变化的见解包括

时间变化、景物对比、层次掩映、空间变化、避免重复

等多方面,总结起来,都是园林艺术在时间、空间上

的处理手法。 比如,在时间上,中国人擅长赋予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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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四季时光流转的景致特色。 钱伯斯对

中国园林空间变化的认识已经比较全面,但总结尚

欠到位,并未指出中国园林营造诸如此类空间变换

的思想渊源,但他似乎已经看出其“小中见大冶的目

的。 考虑到视觉效果和心灵感官需求,中国园林常

常通过抑景、扬景、借景等视线规划的手法创造景物

悬念和意外,如经典的“步移景异冶之效果。 虽然钱

伯斯不懂这些专业词汇,但他的理解与其是一致的。
(三)富有特色的山水、植物、建筑理法

钱伯斯在以各园林要素为对象的论述中,对中

国园林的山水、植物、建筑理法描述最多。 首先,中
国园林理水叠石以再现自然山水。 水景是中国“园
林中最为丰富和讲究的部分冶,《东方》中说:“如果

没有水体以各种形式散布其中,任何一座园林,特别

是范围较大的,都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园林。冶理水必

离不开叠石,《设计》中提到:“他们善于建造人工假

山冶,如“水从大洞窟和形状复杂的假山中奔流而

出冶。 其次,植物配置富有特色。 钱伯斯详细描绘

了许多植物景观理法,如《设计》中说“树木的形状

和色彩要有变化冶,并列举大量植物名称。 关于建

筑,钱伯斯注意到了其在中国园林里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有专门探讨中国建筑的著作,并
配有亲测的图片,而在他的园林理论中,更多的是描

写建筑与园林协调一致的关系。
园林要素的表象特征最能反映园林艺术风格。

从最早的马可·波罗到坦普尔、王致诚等人的著作中

看,对中国园林的描述也主要集中在山水、植物、建
筑这些对象:“模仿自然冶,以山、水为重要的造园对

象,甚至成为园林的主题;曲折的水、错落的山;主要

采用自由随宜方式种植的树木花草;迂回盘绕的小

径;人工假山的悬崖峭壁和山洞、淡雅俭素的建

筑物[3]。
山水、植物、建筑是中国传统园林中 3 个重要元

素:淤钱伯斯对山水的理解深刻,看到中国园林叠石

理水是为了合乎自然之法、天然之趣,并给人“高于

自然冶的艺术感受。 除此之外,他还总结了叠石理

水的其他功能和特点,如中国人叠石技艺高超,而水

体能调节小气候,使景观愉悦并创造变化,山石水景

可以虚实相生等。 于中国园林的植物景观有独特的

理念和理法,与西方古典主义园林明显不同。 钱伯

斯看到的主要是表象特征,如植物的形状、色彩、质
感和尺度,植物与水体等元素的组合所呈现的景观

效果。 他在著作中列举大量植物种类,具体种或品

种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如枫、槭之区分,但如此描写

和列举反映了园林中对植物种类的重视。 并且,通
过观察,他极力倡导本土植物的运用,使之呈现它们

应有的美感。 盂中国园林的建筑独具特色,往往成

为园林景物的中心。 中国园林中主体建筑的配置,
并非错落散置,而是依循轴线排列。 包括钱伯斯在

内的西方人更容易理解亭、阁、桥、塔等园林建筑的

点景作用,并尝试从模仿园林建筑开始模仿中国园

林,中国式建筑成为中国式园林的标志之一。 钱伯

斯更深度的认识在于,他看到建筑物的情调同景的

情调一致,或喜、或惧、或奇,并描写了许多中国园林

中的园林建筑,称大多数园林建筑用在令人喜悦的

景观中[4]。
以游历其中的经验为始,中国园林在钱伯斯笔

下犹如一幅幅美景图的集成,伴随着冷静的叙述,点
缀着情感的细节,揭开中国园林艺术的一幕幕面纱。
从撰写方式来看,钱伯斯的著作并不是一个连贯、严
谨的体系,内容跳跃,描写中穿插感想和总结。 书中

包含的内容有自然美与艺术美结合的思想,相地合

宜,多样变换,步移景异,理水叠石,植物配置,建筑

设计等特征和理法。 钱伯斯所推崇的园林观为:园
林应该本于自然,也需要通过人为的艺术手段改造,
达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融合,而中国的园林可以将

自然与艺术完美结合,值得西方人学习与借鉴。

三、钱伯斯对西方园林的影响

(一)社会背景

1298 年,《马可·波罗游记》开启了西方了解中

国的大门,到 16、17 世纪,从法国开始的“中国风冶
使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频繁起来[4]。 借此,中
国的园林得以更直接地进入西方人视线,西方人当

时对中国园林的印象是:中国的园林“模仿自然冶,
园内有朴素雅洁的建筑,有弯曲的水体、错落的假

山、盘绕的小径和自由的树木花草,近似地指出了中

国园林的表象特征。
西方也有热爱自然的传统,加上当时古典主义

文化正逐渐衰落,“中国风冶的文化、艺术潮流正在

兴起,从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的园林就已经从

英国开始发生变化[4,10]。 中国园林被英国人视为

“模仿自然冶的最佳典范,英国的自然风景式园林

(landscape garden)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取代

古典主义园林的。
(二)钱伯斯的贡献

钱伯斯反对纯粹天然的园林,感慨英国布朗

(Lancelot Brown)等人推崇的自然风景式园林过分

强调粗野的自然[11]。 他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理解较

前人深刻,有时略显主观而受到了一些批评,如
1773 年,英国诗人梅森(William Manson)发表了 An
Heroic Epistle to Sir William Chambers(《一封致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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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爵士的英雄体书信》)讽刺他的《东方》。 钱

伯斯觉得作品被误读,因此有了该书的再版。 虽然

观点有时受到非议,他的著作却真正扩大了中国园

林在西方的影响。 除了理论著作,他也在实践中运

用了一些中国式的手法,其最重要的中国式造园实

践即在丘园,园内使用了许多中国的造园手法,在原

本平坦无奇的地形中辟湖、叠山、筑洞,点缀曲桥,建
造了颇受瞩目的中国塔(见图 3[12] ),塔的外观非常

考究,是当时最接近中国建筑的设计作品。

图 3摇 丘园中的中国景观
摇

图 4摇 法国的英中式园林 Bonnelle 花园
摇

钱伯斯的理论与实践创作在当时的英国非常拨

人心弦,一时间掀起了一阵仿造中国式园林的高潮。
德国美学教授赫什菲尔德 ( Christian Cajus Lorenz
Hirschfeld)在 《造园学》 ( Theorie der Garten鄄kunst,
1779)中说:“现在人建造花园,不是依照他自己的

想法,或者根据先前的比较高雅的趣味,而只问是不

是中国式的、英中式的。冶所以在园林界,钱伯斯无

疑是“中国风冶潮流的重要人物。
钱伯斯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方各国兴起浪漫主

义的文艺运动,文人们描述的理想园林带有了讴歌

自然美的浓厚浪漫主义色彩。 钱伯斯著作的出版,
恰恰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潮流,激起人们对

风景式造园的极大反响[13]。 顺应 18 世纪的这股风

潮而 建 起 的 园 林, 英 国 人 称 之 为 图 画 式 园 林

(pictureque garden)。 后来,法国的园林也受到了这

种影响,直接借鉴英国,他们把英国的园林叫做“中
国式园林冶 ( jardin chinois),或者 “英中式园林冶
(jardin anglo鄄chinois)。 这两个名称的起源,虽然不

见得是因钱伯斯而起,但跟他的中国风建筑、园林著

作流行于欧陆有很大的关系(出自 Osvald Sir佴n 之

文 China and Gardens of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事实上,当时西方所谓的英中式园林,不
过是单纯地模仿中国园林的外形特征,用地形、水
体、植物和道路的处理将园林布局自然化,并在园中

仿效中国布置假山、水体、桥梁和山洞,而最主要则

是建造中国式的建筑。 最著名的案例当属法国巴黎

的 Bonnelle 花园,园中有用天然石块堆叠成的大假

山,山下开凿许多大山洞,山上矗立一座中国风格的

亭子,旁边是中国式木桥,将大假山与另一侧的石矶

相连(见图 4[14])。
中国的园林艺术,正如钱伯斯所说,十分深奥精

妙,用文字与绘画描述已不容易,而要靠这些描述来

模仿就更困难了。 由于理解的肤浅,一味地模仿是

不能持久的,这类作品很快随着时间而淡化。 但是,
经由中国的影响,西方人按照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和

趣味,其自成一派的风格则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四、结摇 摇 论

威廉·钱伯斯作为18 世纪著名的建筑师和风景

园林师,他的理论著作以图文的形式为西方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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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传统园林艺术,在扩大中国传统园林艺术

影响的同时,为西方国家带去了全新的园林艺术理

念与手法。 而且,他的造园实践更加深了这些影响,
使得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在西方园林变革史中占据了

重要的地位。 此外,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两百多

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对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仍有极

大的研究与参考价值。
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不同时期带给了世界不同的

印象。 18 世纪前后,以钱伯斯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中

国园林的推崇,成就了西方关注中国传统园林艺术

的高潮。 中国“模仿自然冶的园林风格与西方古典

主义园林产生鲜明对比,促使西方人孕育出新的园

林艺术观念。 此后,中国园林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随着国力的消长而起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际

地位提高,文化辐射程度加大,园林艺术的影响力也

与日俱增,全世界开始再次认识到中国园林这件真

正的艺术品。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伟大成就,使它不仅在历

史上被西方人借鉴汲取,而且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

极大的魅力。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门艺术的优秀

遗产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继承和发扬。 其

中,研究途径的局限性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以钱

伯斯为代表的同时代的西方学者、传教士、使节等留

下了大量描写、论述中国传统园林的文字与图像资

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探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传统园林是研究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一条全新的途

径,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园林,仍需要在这

条道路上付诸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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