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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学课程中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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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环境学”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一门特色专业基础课。将现代理念和中国传统

文化融入到整个建筑环境学课程授课过程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凸显建筑环

境学课程中该有的“文化自信”。以此引发学生对学科理论的深刻理解与探讨，让工科学生也有“文

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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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t Environment is a characteristic basic course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Modern idea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built environment course, in order to show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ighlight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course of built environment. In this way,

the students' deep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of subject theory is aroused, so that engineering students also have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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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建筑环境学”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

业的一门特色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中除了引用国内

外公认的成熟的定论以外，还大量介绍国内外最新

的有关研究成果，是一门涵盖内容广，涉及的领域

多，跨学科的边缘科学[1]。张敏慧[2]联系课程与学

生的实际情况，以建立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为导向，

阐述了贯穿本门课程整个授课过程采取的一些技

巧和方法，并且将该方法进一步做了延伸，以适用

于整个专业课程体系的讲授与学习。潘云刚[3]等对

建筑环境与能与应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培养工程

思维进行了思考。闫晓娜[4]等对《传热学》课程的

教学方法，提出了采用场景导入式教学模式。聂皓

清[5]等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应用转

型进行了探讨。李树平，信昆仑[6]对给水排水管网

系统课程思政教育进行了探讨。欧阳琴等[7]对建筑

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工程热力学”课程改革进行

了探索。诸多教育人员和研究人员对高校教学方式

和教学内容进行了探讨，其中有很多方式方法值得

我们学习。但是对于提炼课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所

具有的当代价值研究较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参加第二届“读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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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会议中用简洁平实的语言道出了“中国奇

迹”的密码：“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

础上的文化自信[8]。”本文作者在建筑环境学课程

授课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凸显建筑环境学课程中该有的

“文化自信”。以此来丰富本专业学生的文化视角，

引发学生对学科理论的深刻理解与探讨，让工科学

生也有“文化自信”。

1 课程名称的解读
1.1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8]。人类的

一切建筑活动都是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

可以称之为“伟大建筑梦想”。人类从最早为了躲

避自然环境对自身的伤害，用树枝和石头等天然材

料建造的原始小屋，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无一不

是人类与大自然不断抗争的产物。同时，随着人们

对人与自然、建筑与人、建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

识不断调整与深化，人们对建筑在人类社会的地位

以及建筑发展模式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创造可以受控的室内环境，

这无疑是人类建筑活动斗争中重大突破，以不变应

万变，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人类都能创造出需要的

室内物理环境。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向深层次的环境

进军，上至载人航天飞船，下至八千米以下的科考

潜艇，上天入地，探索更多的人类未知的领域。这

是人类同大自然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意味着人

类向伟大建筑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1.2 如何解决建筑与环境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这只是人类的错觉。

世界建筑趋同化，人们不再去建造符合当地自然条

件的建筑物，而是将建筑的文化和美观放在了首

位，大量消耗能源，随心所欲的获得所要求的室内

环境，从而导致能源的短缺和资源的枯竭，大量的

污染物排放造成地球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

坏。人类该何去何从，是继续坚持“人定胜天”的

狂妄，还是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习近平同志在 2005年 8 月首次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8]。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其实

放在建筑与环境中的关系中来，是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建筑的发展形象化的表达，这两者绝不是对立

的，而是辨证统一的。建筑的发展并不是对资源的

无限索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妄为，而是应该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建筑与环境和

谐共融才是建筑发展的最终目标。我们应该认识

到，无论工业技术发展到多高的水平，人们仍然需

要了解和爱护我们的自然界，合理利用自然界的能

源，从而达到建筑与环境和谐共融的目标。而事实

上我国古人对此也早已给出了答案。老子《道德

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环境即为自然，人类遵循自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在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中，

人类所具有的错觉“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最终只能

自食其果，唯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天人之道方得始终。

2 课程理论中蕴含的“文化自信”
2020 年 4 月，一部由西方媒体推出的纪录片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引起了广泛关注。1000
多年过去了，杜甫和他的诗歌在世界上仍然圈粉无

数。当然中华名族不仅有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更有

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和孙子等闻名于世

的伟大思想引领人。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

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宏伟巨著。这无不体

现了我泱泱中华独具特色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而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并且做到推成

出新，让我国拥有 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与现

代文化相融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

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

应的国际话语权。”而我们工科理论知识也可以以

故事、以唐诗宋词的形式讲解出来或者融入其中，

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我们对中华文

化的自信！

2.1 世界风水鼻祖对建筑环境规律的认识

事实上人类对建筑环境规律的探索从来都没

有停止过。中国的风水学说，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建

筑环境规律认识与总结。晋代郭璞则是世界风水学

说的鼻祖，他设计、规划、创建的温州古城，成为

千年经济繁荣的典范，今温州市仍然保有郭璞山、

郭璞公园、郭璞祠堂等。

郭璞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第一次给风水下了定

义。《葬书》中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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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之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

之风水。”“风水”一词由此而来。郭璞认为，一个

城市、村落或宅居，犹如人体有手有臂，两臂围合

才称安全，环境安全则需要背靠青山。高大居中为

玄武，两侧有青龙白虎辅佐挡风，前有河水流过有

屏应，成为枕山、环山、面屏的理想风水宝地。用

现在的建筑学观点来看，这种自然围合特征，做到

了依山傍水、避风、阳光充足，崇尚自然有益于身

心健康，同时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认

为不管是生者还是逝者都应得到地理环境的呵护，

体现了人类敬畏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认知。

2.2 古人对城市热岛的认识

城市热岛似乎是现代大都市的出现后才有的

名词。那么什么是城市热岛？由于城市地面覆盖物

多，发热体多，加上密集的城市人口生活和生产中

产生大量的人为热，造成市中心的温度高于郊区温

度，且市内各区的温度分布也不一样。如果绘制出

等温线，就会看到与岛屿的等高线极为相似，人们

把这种气温分布的现象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热岛”

现象。

然而宋代陆游对此早有认识，其有诗云“城市

尚有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早在陆游就已经

知道同一刻城市暖于郊区的现象。 而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对此也有深刻体会，其有诗云“人间四月芳

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同一时刻，所谓“人间”

即为城市繁华地区由于温度比较高了，已然花尽，

而位于高山的古寺中却因为温度相对较低，桃花才

刚刚开始盛开。除此之外，古人对于城市微气候的

认识远不止如此，如“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样春风

有两般。”是宋代的一首偈语 ，该诗句也道出了，

我国北方南面向阳与北面为阴的道理。又如谚语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对同一时刻垂直气候

差异的描述等等。

2.3 古人对风的描述

风向和风速是描述风特征的两个要素。通常，

人们把风吹来的地平方向确定为风的方位。而根据

风的成因不同，风又分为大气环流、季风、地方风

等。

唐代白居易便有对亚热带和温带季风特征的

描述，其有诗云“春风摇荡自东来，折尽樱桃绽尽

梅”，我国东南面临海，由于海陆升温快慢不同，

春天变暖，海面温度升高较慢，温度低于陆地温度，

使得陆地空气上升，海面空气补充过来，及风自海

面吹向陆地，也即有了“春风摇荡自东来”一说。

而“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是出自唐

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描述的是四川盆地夜晚

降温慢，山谷风热力环流中吹山风，夜雨多。

在本课程理论讲解中诸如以上的融入尚有许

多，具体如表 1所示。宣介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

传统文化中具有的当代价值展示出来，一直是本文

作者在本课程授课过程中致力完成的事情。

表 1 建筑环境学课程中的“文化自信”

Table 1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Course of Built Environment

序号 课程知识点 课程中的“文化自信”

1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2 人类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过程“风水说”
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之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郭璞

3 室外气温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宋]苏轼

早穿皮袄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谚语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宋]杨万里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唐]孟云卿

4 城市热岛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唐]白居易

城市尚有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宋]陆游

5 风

春风摇荡自东来，折尽樱桃绽尽梅——[唐]白居易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宋]杨万里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

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唐]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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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建筑环境学课程中的“文化自信”

序号 课程知识点 课程中的“文化自信”

6 室外空气综合温度
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唐]王维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宋]范成大

7 声环境的基本知识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唐]白居易

3 课程讲授方法中遵循的理念

图 1 《建筑环境学》课程内容图解

Fig.1 Graphical Content of the Course of Built

Environment

图 2 第三步“总”作业形式

Fig.2 Step 3: "Total"School Assignment

由于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往往不能从整体去

把握，而只记住其中零散的概念，故而有部分同学

面对该课程觉得无从下手，进而产生了厌学的心

理。基于此，本课程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以“总-

分-总”的模式布局全程。第一步“总”由教师在

课堂教授完成，教师联系课程与学生的实际情况，

以建立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为出发点，对该课程进行

整体布局，各章之间的脉络关系梳理清，树立学生

学好本课程的信心，并且建立各章节之间的关系图

解。根据图 1中所示配合讲解，课程内容形象的映

入了学生脑中，学生会觉得直观易懂[2]。第二步

“分”，即为整个课堂授课阶段，由教师和学生共

同完成，采取的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方式，充

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直击重点，分析难点，

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不让问题成为历史遗留。第三

步“总”由学生自主完成，要求学生将本课程内容

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并将本课程所有知识点用

思维导图的形式展现出来。该作业是以视频的形式

上传至学习通中，要求学生不仅要绘出思维导图，

还要通过描述，将更多的知识细节表达出来。本次

作业采取的是生生互评的方式批改，作业布置如图

2所示。具体的学生绘制出的思维导图示例如图 3
所示。通过最后一步的“总”做到每位同学不仅能

自主的对所学课程构建一张关系脉络网，同时在批

改其他同学作业的同时进行查漏补缺，进而使得每

位同学对本课程知识有一个全面而系统地掌握与

升华。

本次课程讲授方法中第一个“总”遵循的是坚

持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坚持事物的普遍联系和

发展的观点。这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事物的整体和全

局，把握全局好比登高望远，自然能够“一览众山

小”。任课教师第一堂课便应该以建立学生学习自

信心为出发点，将本课程的内容以生动有趣的方式

整体呈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将课程各个章节的内容

及关联梳理清晰，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整体的

把握，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全局虽

高于局部，同时又离不开局部，全局目标的达到需

要靠各个局部的共同努力。故只知道本课程大体上

的内容布局而不通过对各个章节认真逐个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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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住每一个细节上的知识点。所以

第二步的“分”同样重要，这也是一个非常漫长而

困难的过程，这一步需要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坚持才

能圆满完成，不经历一番寒彻骨，哪得梅香扑鼻来！

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按一定联系结

合在一起的，整体不等于部分的总和，优化的系统

整体将大于部分的总和。故最后一步的“总”不能

再由老师来完成，只有学生自己将知识内化，编制

出一张强大的知识脉络网，才能全面而系统的掌握

所有知识点，进而得到升华。所谓的高分低能，便

是因为学生没有做最后一步的升华，只是通过强记

获得的高分，最终都将原形毕露！这也是为什么有

些平时成绩较好的同学，在最后接受毕业设计答辩

时却一问三不知的原因。或者针对同样一个知识

点，老师如果换一种方式提问学生便答不出来的现

象，均属于未将知识内化，浮于表面，对知识的掌

握不系统，不全面，未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编

织成网而造成的。

（a）作业示例一

（b）作业示例二

图 3 思维导图作业示例

Fig.3 Job Example of Mind Mapping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授之以渔，不如授

之以渔”。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一定要训练学生

学习的方法，增强其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能力。

本课程所讲述的“总分总”的学习步骤适用于学生

大部分课程的学习，尤其是对于最后一部的“总”，

编制强大的知识网脉络网，是将理论知识进一步总

结和巩固，并使知识得以升华，具有如此扎实基础

理论知识的学生不仅可以应对各种校内测试，在今

后进入社会碰到的各种专业相关“疑难杂症”也能

很快攻克。

4 结语
本文作者将现代理念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整个建筑环境学课程授课过程中，在教授理论知

识的同时也致力于宣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

传统文化中具有的当代价值展示出来，凸显建筑环

境学课程中该有的“文化自信”。以此来丰富本专

业学生的文化视角，引发学生对学科理论的深刻理

解与探讨，让工科学生也有“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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