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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一閣”到“洛倫佐”圖書館： 論

建築設計對推進國家文化建設的影響

曹盛盛
（寧波大學，寧波 315211）

摘 要：本文以 16 世紀下半葉中意兩大家族圖書館，即明末藏書館天一閣

和文藝複興時期佛羅倫薩的洛倫佐圖書館為研究案例，從設計文化的視角，用

比較研究方法探討促成之後中西發展差異的文化因素。研究通過對兩個圖書館

的建築布局，空間安全和家具設計的風格、特點和功能的比較分析，發現設計

映射的不同圖書館文化以及其背後的社會曆史原因，探討兩者對知識、服務、

文化上的不同價值觀和對社會的影響，進而為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設計文化；私人圖書館；文藝複興；中意比較；文化建設

From "Tianyi Pavilion" to "Lorenzo"
Library: On the Influenc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n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bstract : This article takes two major family libraries in China and Ita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namely the Tianyi Pavilion in the Late Ming Collection and the Lorenzo

Library in Flor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s research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culture, it uses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aftermath Cultural factor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space safety and furniture design styl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two libraries, the study found the different library cultures mapped by the design an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behind them, and explored the two libraries’ influ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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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ervice,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ociet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Design culture, private library, Renaissance, Sino-Italian comparis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引言：縱觀人類文明發展曆程，五百年前中華民族曾一度引領世界文化，

唐、宋、明時期中國智慧為人類文化推進做出重要貢獻。16 世紀期間，無論

是旅居中國的葡萄牙人克魯士，西班牙使者拉達，還是歐洲漢學鼻祖利瑪竇，

在他們的記錄中對明朝的城市建設、制造技術和人民的智識能力、勤奮品質大

有稱贊。但就是在這樣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中國卻錯失了一個重要的走

向工業化發展道路的機會，之後被西方世界趕超，逐漸走向文化的衰退。如今，

中國站在人類文明發展又一重要關鍵點，經濟、文化、科技展現出良好的發展

趨勢。本文將通過對 16 世紀明末中國和文藝複興意大利兩國私人圖書館的設

計比較，嘗試以設計文化的新視角來探討影響兩種社會文化發展差異的因素，

從曆史中獲得啟發，進而為更健康地推動中國社會持續進步提供有益的參考。

1．研究對象的特征分析

天一閣和洛倫佐圖書館兩個建築建成的十六世紀正是中國明朝（ 1368

年―1644）的中後期和西方文藝複興（14-16 世紀）的晚期，這兩個社會都剛

好經曆了一段文化興盛時期。當時中國處於明朝嘉靖時期，政治逐漸腐敗，外

患不斷。朝廷對士大夫有排擠，一些在朝廷做官遭到迫害的學者躲到江浙一帶

全心投入經籍，詩書等創作。[1]而此時意大利正是文藝複興時期，它是西方文

明複蘇和思想啟蒙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提倡的人文思想，科學精神開始傳遍歐

洲。而洛倫佐圖書館所在地佛羅倫薩城市作為意大利核心之城吸引了世界各地

的學者，出現了後人難以企及的三大巨匠，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作

為本課題的研究對象，兩座圖書館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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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兩者竣工時期相近，同屬世界上最早的家族私人圖書館

天一閣是由寧波人範欽於1561—1566 年間在其宅東建造的藏書樓。範

欽26 歲考中進士，經曆了近30 年的從政生涯。由於他始終秉持大道，不畏

權貴，廉政親民，不慎觸怒權臣，卷入官場鬥爭。1560 年剛剛當上兵部右

侍郎的範欽被禦史彈劾，回到老家寧波。為了保存其從政期間在各地收集的

幾萬餘卷書籍，範欽開始修建藏書樓。[2]而洛倫佐圖書館的建造開始於1523

年，那年朱利奧·德·美第奇被選為教皇，這是意大利融經濟，政治，文化

於一身的美第奇家族被流放多年後，再次奪回政權的標志。圖書館用來收藏

美第奇家族數量龐大的書籍和手稿， 並於1571 年對公眾開放。圖書館以家

族“豪華者”洛倫佐命名以紀念其為意大利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表明家族

對佛羅倫薩城的恩惠和對學術的鼓勵。[3]

1.2 兩者設計地位相似，在世界圖書館建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一閣是中國現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國寶級圖書館，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

圖書館，也是被英國劍橋大學皇後學院建築與藝術史院士詹姆斯·W. P. 坎

貝爾選入其《圖書館建築的曆史》專著中的唯一一個中國古代圖書館。其對

藏書的貢獻使得天一閣設計曾一度被推舉為民間藏書樓的典範和樣板。[4]

皇家藏書樓，即四庫七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寧波的五桂樓、南京的津

逮樓等設計均仿天一閣。[5]洛倫佐圖書館由文藝複興三大巨匠之一米開朗基

羅設計，這也成了他文藝複興時期風格主義建築的代表作。[6]其獨出心裁的

創意使得圖書館內部設計被視為高度正規的風格主義的建築原型。[7]同時，

它也開啟了公共圖書館的先河。[8]

1.3 兩者的文化價值相通，對本國文化傳承與傳播做出巨大貢獻

天一閣坐落於範家的私人宅院裏，由範欽後代傳承下來。根據全祖望在

《天一閣藏書記》的記載，在其鼎盛時，藏書達七萬多卷，不僅有來自宋代

的抄本和碑拓，還大量搜求匯聚了史料價值很高的明代各省、府、州、縣的

地方志和明代進士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武舉錄等，其中很多都已是海

內孤本。[9]1673 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曦為天一閣編寫的目錄奠定

了天一閣在讀書人中的崇高地位。1773 年，清乾隆為了編修《四庫全書》，

天一閣共獻出珍本中473 部被《四庫全書》的美第奇家族的私人圖書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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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族圖書館的發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家族投入大量財力、人力到歐洲各

國收集和抄寫珍貴文本。他們曾一次性派出45 名抄書員，花了22 個月，抄

寫200 種書籍。[10]圖書館中的藏書有一萬零五百件手稿，其中七百件的年

代早於11 世紀，有些是世上珍貴的古籍抄本。[11]

可見，兩個圖書館的建築性質，曆史地位和文化價值都具有共通之處，

在當時對各自社會的文化推動具有重要意義。

2 天一閣與洛倫佐圖書館設計之比較

2.1 建築布局：中式園林與西式殿堂

天一閣位於範宅之東的院子裏，坐北朝南，整體占地面積約840平方米。

根據清光緒祝永清繪天一閣石刻圖可以發現此時東院已形成了“假山-水池-

閣-花壇-假山”的清晰序列，具有中式園林的自然景觀。天一閣作為這個序

列中的主角， 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硬山頂重樓式建築，通高8.5米，斜坡

屋頂，覆有青瓦。[12]藏書樓一層有六個開間，意味“地六成之”，做待客

之用。二樓也為六間進深，中間四間合並為一個大通間，樓梯占用了偏西第

一間，偏東一間空置。通間中，每三架書櫥圍成一個空間，將其隔成一個個

龕室。南北兩側是與天花板高度並齊的窗戶，窗戶上安裝了百葉窗，室內光

線相當暗。（圖2）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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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洛倫佐圖書館坐落於聖羅倫佐教堂，在修道院回廊一側加建二層，使其與原建築

融為一體。先進入一個邊長為10.4米，高14.6米的正方形的門廳空間。門廳的內牆

運用真假兩排窗與嵌入式牆壁柱子相結合的方式，讓牆面頗有建築外立面的效果。通

往閱覽室的入口是一個宏偉的大理石樓梯，以雕塑般的審美效果填滿了整個門廳。（圖

3）閱覽室是一個狹長的空間，中間是莊嚴的長方形甬道，兩邊分別整齊地擺放著

一排設計精良的讀經臺。兩側牆面設計對稱，由壁柱分為15 個開間，牆壁下層開一

排采光窗，高層設一排假窗。[13]天花板由代表美第奇家族鑽石戒指的四個連環曲線

組成的木質雕花作為裝飾單元。（圖4）地面紋案， 窗花設計和家具上的雕刻相

互呼應，渾然一體。

比較兩者建築整體布局，天一閣的院落格局營造出平淡、簡樸、幽靜的中式園林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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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境，虛實並存，動靜結合。藏書閣通過外觀設計來強調其重要性，而內部簡潔隱

秘。洛倫佐圖書館則通過羅馬古典殿堂中柱式、樓梯、雕飾相結合的縱深多層次布局

營造出莊重而不乏親和的氣質，外觀樸實，內部設計精巧細致。

2.3 空間安全功能定位：防火與防盜

由於明代時期的建築以木結構為主，為了防火，範欽煞費苦心。他從中國最重要的

哲學著作《易經》中的“天一生水”獲得靈感，以“天一閣”取名，以水克火。同時在

建築設計上做到全面防火。首先，在選址上位於生活區的東部，用一條甬道隔開藏書閣

所在院子，起到防火隔離帶的作用。其次，將天一閣南牆設計為高大的“封火牆”，用

來擋住來自生活區的火舌。第三，在閣前設計“天一池”，從寧波的月湖引來活水，防

範火災。[14]不僅如此，天一閣屋頂和木板上都畫著與水相關的圖案，既有虛構的水，

也有真實的水。[15]而範欽定下的“禁止煙火入閣”的規定高懸在二樓樓梯盡頭的牆上，

成為杜絕人為火災的重要保障。

與天一閣不同，洛倫佐圖書館主要以石、磚為主要材料，不易著火。但當時的意大

利印刷術沒有明代發達，收集的書籍都是用羊皮紙制作的手抄本，成本昂貴。區別於天

一閣只允許家人使用的規定，洛倫佐圖書館以服務於民眾為榮，然而書籍精致誘人導致

失竊事件時有發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圖書館用加鏈子的書來解決，即通過一根金屬

杆將帶鏈子的書 和書桌連在一起，而金屬杆的一段通過加鎖固定在桌子上，需要時開

鎖便可取書。[16]這種做法在14世紀就已出現， 在英國和荷蘭等國大學圖書館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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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書櫥

（圖5）

比較兩者的安全功能，可以發現建築材料和印刷術發展水平不同影響著圖書館安全

問題的定位。天一閣以木材為主導致火災成為威脅書籍安全的主要原因， 而洛倫佐圖

書館的安全問題是由書籍貴重和用書開放雙重原因所造成。而不同的安全問題又催生了

新的設計形態，包括建築的布局、空間使用，乃至家具的設計。

2.3 家具使用：服務藏書與關注閱讀

在明代，私家藏書閣多為士人收集存儲圖書，個人閱覽和與友人交流的私人場所。當

時，對於知識的獲得具有很強的階級性，

藏書不會與外人分享，更不會向百姓開放。

書櫥，作為二樓最重要的家具成為藏書的

核心空間。平時櫥門關閉，因而看不到書目，

也看不到書的體量。即便打開，由於書是

疊放的，很難找到需要的書籍。主人在

每個書櫥底下放置英石用來防潮，在書

櫥裏放置芸香草用來驅蟲。每年梅雨季

節後，範家人還把書籍拿出來晾曬。這些做法使得書籍被完好保存。 （圖6）

讀經臺是洛倫佐圖書館最重要的家具。教皇非常重視讀經臺的設計，他曾與

米開朗基羅通信討論如何將精美的高質量的書籍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現給人民。

[17]讀經臺一般由藏書部分，閱讀桌臺和座椅三部分組成。曆史上有省去座椅

的站姿讀經臺，如萊頓大學圖書館的讀經臺，也有融站姿和坐姿於一體的讀經

臺， 如劍橋三一圖書館的讀經臺。洛倫佐圖書館的讀經臺是坐凳類型，設計

出色。其側面印著對應的讀經臺內書的目錄，便於讀者查看。對於座椅米開朗

基羅曾絞盡腦汁處理凳子的斜靠背問題，但最後服從了視覺美感的統一，在靠

背頂端設計了突出的雕花板，為此付出了座椅舒適度的代價。（圖 7）

比較兩者的家具設計，發現它們的功能關注側重點不同。天一閣書櫥主要

用於藏書，防止受潮、蟲蛀等。書籍的放置方式和書櫥的使用都側重於存放和

保護書。而在洛倫佐圖書館裏，讀經臺用來展示書籍，服務閱讀，其設計易於

查詢也方便閱讀，促進了書的價值轉化，同時讓閱讀行為有了儀式感。可見，

從功能上前者關注藏書表面的質量，後者則關注用書內化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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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一閣與洛倫佐圖書館設計文化之比較

兩個圖書館的設計不僅反映了兩個國家所在時期的曆史環境和社會文化，體現了設

計者個人的情感與願望，但同時設計所呈現氣質、功能以及使用方式進而影響了之後的

圖書文化，乃至社會文化。作為時代的典型案例，它們與當時社會的政治體制，價值觀

念等相互作用，共同影響社會科技、文化和經濟的發展。

3.1 對知識的使用：私密專屬與開放分享

具有中式園林風格的天一閣和具有西式殿堂風格的洛倫佐圖書館呈現出不同

的氣質，前者隱蔽私密，而後者則開放明朗。天一閣的隱蔽性不僅體現在它置於一個四面圍

牆的院子，一個常被緊鎖的狹小入口，而且還體現在隱蔽的樓梯， 二樓昏暗的光線和看

不見書籍的書櫥。由於藏書是範欽個人收集，凝聚其一生的心血，也是其 30 年四方為

政的重要見證，作為家族財富被細心呵護。閣內禁牌上戒令家族成員永遠不得讓外房親戚

進入藏書樓的規定，讓天一閣的藏書成為核心家族專屬。而洛倫佐圖書館，內部布局直接明

朗，空間開闊，采光充足。風格主義的樓梯改變以往樓梯常被設在隱蔽處的一貫做法，以光明

正大的姿態作為獨立的建築裝飾語言呈現。圖書館收藏了洛倫佐收集的很多珍貴書籍，通過對市

民開放來紀念家族領袖，傳承家族人文精神，鼓勵學術研究。

同為家族圖書館，其設計和使用體現出家族對知識使用的不同態度，這種差異不僅

與社會曆史、文化相關，也與家族本身的處境有關。從曆史記載中，範欽通常被作為“天

一閣”藏書樓的第一代主人而名留史冊。而美第奇家族在這之前已有多次建圖書館經曆，

家族名聲也已遠揚海外。不過，他們在建造圖書館前經曆了相似的遭遇。範欽因得罪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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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遭受彈劾，含冤回鄉，閱讀成為治療情緒的重要方式。同樣，在 15 世紀末洛倫佐

去世後，美第奇家族多次被逐，這次洛倫佐的侄子以教皇的身份重拾佛羅倫薩政權。洛

倫佐圖書館的建設和開放使家族重新獲得城市文化建設的主動權，反映了美第奇家族重

振旗鼓、重塑城市輝煌的決心。

3.2 對服務的傾向：權貴意識與服務民眾

天一閣通過系統的空間安全設計以杜絕火災，保證藏書的完整無損。然而被完好保

存的書籍只能家人專用。為了防止書籍流散，範欽提出“書不出閣，代不分書”的規定，即

將鑰匙放到子不同孫手中，每取一本書需要同時打開七把鎖才行。而天一閣首次破規接受外

人參觀的是1673年向明末清初的學術大師黃宗曦開放。之後在1773年，範家為清乾隆編

修《四庫全書》獻出精挑細選的638部珍本， 因此獲得皇上的褒獎。但因為朝廷沒有歸還

底本，這也導致了天一閣曆史上最嚴重的藏書精品集中流失。可以發現天一閣建成後在服

務家族核心成員百年之後， 通過服務權貴的方式才逐漸被社會、學界所熟知。

與天一閣不同，洛倫佐圖書館作為美第奇家族傳播人文主義的文化空間，以服務民

眾為榮。公共服務意識傳承於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也被文藝複興的意大利所

推崇。文藝複興第一任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是一位博學的藏書家，他在任職期間

（1447-1455）致力於讓意大利重新成為歐洲智識中心，並通過圖書館將人文主義者

和學者吸引到羅馬。1513年，利奧十世教皇，即洛倫佐之子的任職將梵蒂岡圖書館發

展推向頂峰。[18]這種經曆為美第奇家族的圖書館建設和管理積累了寶貴經驗，也讓家

族深刻意識到圖書館對於文化繁榮以及政權鞏固的重要性。所以他們通過安全設計將

珍貴讀本與民眾分享，動員每一個公民智慧，共同推進城市建設。

3.3 對文化的態度：注重守護與重視傳播

從書櫥到讀經臺，從關閉的見不到書的櫃子到以最佳方式展示書籍的桌臺，從

對書籍不受碰觸地珍愛到對讀者閱讀機會的珍視，反映了不同社會制度下熱愛

學習的從政者對書籍作用認知和知識傳播態度的差異。前者更關注對書籍的守護， 傾

向於私人行為，分析原因可能有幾個方面。從政治環境方面，當時中國處於封 建社會高

度集權時期，讀書、用書具有很強的階級性。從社會治安來看，在明朝嘉靖時期，內憂外患。

庚戌之變中明軍失利，由日本浪人與中國海盜組成的倭寇 襲擾浙江等地，藏書面臨很

多風險。[19]從社會文化方面，明代中後期因政治走 向腐敗,管理制度松散，官府的藏

書損失嚴重，日趨衰敗，這種氛圍對於私人藏 書家更要小心護書。此外，嘉靖年間，

文字獄依然時有發生，若用書不當遭到懷 疑，可能會給家族帶來滅頂之災。從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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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尊重祖 先和家族傳承的意識較強，祖先的珍貴古籍理應由家族傳

承。這些原因使得天一閣秉持“重藏輕用”的藏書理念。[20]

洛倫佐圖書館更重視文化傳播，將圖書館免費向公眾開放，這得益於一些原因。從

政治環境看，洛倫佐圖書館創建於歐洲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在一個提倡自由、民主的人文

主義的社會，從政者公共服務意識強烈。從家族文化看，洛倫佐的領導創造了佛羅倫薩空

前的文化繁榮。幾代人治理城市的經曆讓公共服務成為家族榮譽。從社會文化看，由於洛

倫佐資助過米開朗基羅，拯救過達芬奇，他極力維護學者的利益，這使得崇尚科學，熱愛

藝術，鼓勵學術成為社會風尚，而開放圖書館成為推進文化發展的重要方式。

盡管，米開朗基羅在圖書館中運用風格主義設計，表達其想用更具主觀、富有暗示性

特征來取代古典主義過於簡單的和諧和不帶個人色彩的規範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其

對社會的不安，也預示著意大利面臨政治、經濟的動蕩。[21]這時候，如何強化文化建

設也成為推進城市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4 中意圖書館設計文化對當今社會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明代天一閣和文藝複興洛倫佐圖書館的設計文化比較，從某種側 面可以

了解中國在明代後期為何被西方世界趕超的一些原因。西方圖書館設計文 化中體現出來

的開放明朗、服務民眾和重視知識傳播的特點為後來西方科技發展，經濟繁榮提供了重

要的文化和價值基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今日中國發展提供 啟示。首先，自上而下對

文化的熱愛和對人才的愛護，有步驟的文化繁榮計劃可 以加速文化的全面推進。第二，

對內以民主的方式激發公民的智慧與活力，對外 以開放的姿態吸納各國的優秀學者，有

利於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發展和文化傳播。第三，秉承平等、公正的社會價值觀，共享教

育資源，提升全民文化藝術修養， 鼓勵學術探究，激發民眾的主動性和創造力。第四，

促進文化多元化，用謙虛的 態度學習和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文化，集古今中外之智慧來

實現中華文化的複興， 同時為推進人類文明貢獻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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