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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方的標誌性建築是如何形成的？
規劃城市中心時，通常會構思興建一座標誌性建築，藉以反映該地曾經發生的
歷史事件、個人生活經歷和記憶。
G

提起北京，人們通常會想起天安門；說到巴黎，浮現在腦海中的自然
是艾菲爾鐵塔；談及埃及，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肯定是金字塔。人們把
能夠代表某個地方的特點，具有極高識別程度的建築或建築羣叫作標
誌性建築。
對於一個城市來講，標誌性建築就像名片和標簽，它是當地建築
中的主角。所以在規劃某個中心時，設計師的心中都會首先浮現中心
區域的規劃，在這一中心區域肯定會豎起一座標誌性建築，並以它為
中心來安排其他的建築物。

艾菲爾鐵塔
悉尼歌劇院

G

香港放大鏡

香港的標誌性建築
除皇后碼頭外，香港還有很多標
誌性建築，如尖沙咀鐘樓。鐘樓
坐落於尖沙咀海旁， 1915 年落
成，樓高 44 米，以紅磚及花崗
岩建成。前身是九廣鐵路舊尖沙
咀火車站的一部分， 1990 年被
列為香港法定古蹟。鐘樓具有可
適別性，因為它充滿英國殖民地
色彩，亦見證着香港戰前戰後的
發展，承載着很多老一輩香港人
的回憶，亦是一些香港人的身份
認同對象，可說是香港的標誌性
建築之一。

在一般情況下，標誌性建築大抵可以起到以下三個作用。首
先，它具有可識別性；第二，通過它可以形成一羣人彼此間的認
同；第三，它可以構成一個人或一羣人的記憶，成為一段歷史的見
證。正因為如此，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自然就
會出現標誌性建築。所以，有時候高大、新穎的建築，並不見得就
會成為真正的標誌性建築，而一些看上去很普通的建築，由於多種
原因，慢慢會變成標誌性建築。
現在人們常說的標誌性建築，比如紐約的自由女神像、上海
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悉尼的歌劇院，的確都是些高、大、形態特殊
和位置重要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也確實起到標誌性建築的作用。
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還有一些小的、不起眼的建築物，由於和具體
的歷史事件、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從不同人的視角來看，也能成
為標誌性建築。中國各地具有地方傳統特色的民居，比如陝西的窯
洞、江南粉牆黛瓦的民居和北方的四合院等也都具有當地的標誌
性。再比如香港的皇后碼頭，雖然殘舊，但它承載了很多普通香港
人的日常記憶，是他們心目中的標誌性建築物，因此在拆卸時就遇
到很多人反對。
另外，隨着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們對標誌性的理解也開始發
生了變化。在美國紐約曼克頓區，時代廣場還可以稱之為紐約的標
誌性景觀，但在矽谷，就很難找到一座標誌性的摩天大廈或廣場。
人們通過網絡進行的交往與生活，已慢慢開始取代現實世界裏的行
為，因此，通過實體建築或其他物品來承載標誌的願望可能會慢慢削
弱，而在網絡中借助多種方法獲取標誌性的行為，將會越來越普遍。
（范文兵 李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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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在哥德式教堂中，尖拱門代替了羅馬式的半圓形拱門，建築物的重量及引伸力集中於石柱及拱
壁上，外部砌有許多高聳的尖塔。教堂的牆壁較薄，窗戶較大，飾有彩色玻璃的圖案。而內部的圓
柱較細長，光線因此顯得比較充足，門框還飾有許多形象生動的浮雕。因此，這類教堂非常符合教
會人士的要求：高聳的尖塔把人的目光引向虛無縹緲的天空。而建築物上許多有關《聖經》人物的
雕刻，生動自然，更使人浮想聯翩，充滿對聖人的仰慕之情。（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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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聖家大教堂建了 100 多年還沒完工？
建築工藝過於複雜，所以自1883年動工至今還沒有完工。

聖家大教堂坐落在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市中心，由西班牙建築師安東
尼．高第設計。與其說是由高第設計，不如說是由高第在現場雕塑了
這件作品。這是一座神奇的教堂，造型奇特，極富感染力，遠遠
望去像是一組從地面生長出來的高高的柱狀生物直插雲天，「柱
狀生物」上面貼滿了花色的鱗片—彩色瓷片，這是一種用於西
班牙傳統建築的外裝飾材料。進入「柱狀生物」內部，到處可見
奇形怪狀的裝飾迷陣，那些細小怪異的裝飾就像鐘乳石一樣垂
掛下來。整幢建築不見直線和平面，更令人佩服的是，高第
根本不在圖紙上設計聖家大教堂，而主要是靠模型反覆
進行推敲，精益求精地建造該教堂，以追求藝術上的
完美。
高第設計的這座教堂擁有耶穌「誕生」、「受難」以
及「榮光」三道大門和 18 座尖塔，中央最高的尖塔代表耶穌基
督，高達 170 米。不修邊幅的高第一直在施工現場指導工人們建
造教堂，而工人則按高第的要求砌築和雕塑每一個部件。高第在
1926 年去世時，工人們只造好了耶穌誕生之門。天才的建築師
高第離開人世後，工人們很難再按他的想像去完成他未完成的部
分。儘管現在聖家大教堂按照高第的總體思路仍在繼續建設，但
人們總希望有一天會出現另一個「高第」，能夠完全按照高第的
標準完成餘下的部分。
聖家大教堂的建築工藝過於複雜，所以從 1883 年開工，直
到現在還沒有建成，但這絲毫不妨礙它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築
之一而備受世人尊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同時，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還未完工就被選入「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的建築。（陳雲琪）

G

聖家大教堂全景模型

科學名人

安東尼．高第
安 東 尼 ． 高 第
（1852 – 1926），
誕生於西班牙加泰
羅尼亞小城雷烏
斯 ， 1870 年 進 入
巴塞隆拿建築學校
就讀，是西班牙新

W

藝術運動建築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
追求建築的精神力量和純粹形式的
美，被認為是一位充滿幻想的浪漫主
義建築家。令人惋惜的是，他在巴塞
隆拿有軌電車通車典禮上被電車撞倒
而去世。高第的主要作品有聖家大教
堂、奎爾公園和米拉之家大樓等。

人類建築歷程
古希臘公元前 9 世紀出現以柱列環繞神
廟的建築，對後來的古羅馬以及整個西
方文明的建築風格產生深遠影響。

人類此時居無定所，
多數住在洞穴或在樹
上築巢。

新巴倫王國公元前 7 世紀出現塔類
建築，兼具宗教及軍事功能。
隨着生產進步，人口
增加，人們聚眾而
居，開始以木材、草
泥搭建簡陋的居室。

中國各朝代的
建築都以院落
式佈局為主。
興起於明清的
四合院可說是
其中的典型。

隨着不同建築流派的
出現，以及建築技術
的提高，設計新穎、
風格各異的建築物在
世界上陸續出現。
S

西方建築經歷了多個
風格的轉變，如巴洛
克、洛可可、新古典
主義風格等。

印度佛教自漢代開始
傳入中國，影響後世
中國建築，形成具中
國特色的佛塔。

隨着電腦科研技術的
進步，已逐漸出現智
能家居的雛型。

Q

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BC3000-BC1000

BC1000-BC500

BC500-AD1

AD1000-AD1500

AD1500-AD1900

二十世紀至現在

史前時期

埃及由公元前 28 世紀開始建造金
字塔，直至公元前 18 世紀為止。
塔內有狩獵、宴會等壁畫，反映法
老對來生生活的期望。

古羅馬從公元前 7 世紀至公元 5 世
紀期間建有不同功能的建築，如鬥
獸場、浴池、高架渠等。

現 代 主 義 建 築 自 19
世紀中後期開始萌
芽 ， 1920 年 代 漸 趨
成熟，出現以水泥、
鋼鐵等新興建材建
造，以簡單、有規律
的線條為主的房屋。

中世紀歐洲天
主教盛行，人
們在這時期大
量興建尖塔高
聳的哥德式教
堂，希望能與
天國接近。
科隆大教堂

金字塔剖面圖

G

G

包浩斯新校舍是早
期現代主要建築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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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列車採用「和諧號」動車組牽引，它與其他電氣化鐵路列車有所不同。整列動車組並
非只有兩端的車頭為牽引列車的動力火車頭，其餘幾節車廂中也有動車和拖車之分，所謂動車就是
與車頭一樣裝有電力驅動裝置，而拖車就與普通車廂一樣是沒有動力的。顯而易見，高鐵列車不僅
在車頭上安裝有集電弓，在動車車頂上也裝有集電弓。這種集電弓可以自動升降，升起時便可與供
電導線相接觸，降下時便與供電導線脫開平臥在車頂上，而集電弓是否升降是根據列車運行要求及
其配置要求來確定的。（王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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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高鐵列車的窗戶是不能打開的？
高鐵列車行駛時會產生巨大的空氣壓力波，如果打開窗戶的話，
乘客的耳膜會頓時產生壓迫感，甚至會頭暈噁心。

物體移動的快慢是與空氣壓力波的大小成正比的，也就是說，物體移動的速度越快，它所產
生的空氣壓力波也就越大。先觀察一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現象：一輛汽車在馬路上疾馳而過，散
落在路面上的樹葉頃刻之間就被吸入車底；疾風颳着掛在高樓外牆上的廣告招牌時，招牌就會搖搖
欲墜。這些現象是因為空氣在流動過程會形成一種波。無論是高速行駛的汽車還是一陣陣疾風，它
們都會使鄰近空間的空氣流速加快、壓強變小，與遠處空間空氣間產生一個壓強差，從而形成一股
空氣壓力波。在這種空氣壓力波的作用下，樹葉、廣告招牌等物品就發生了迅速的移動。那麼，以
200 公里 / 時以上的高速行駛的高鐵列車，一旦打開車窗，將會發生怎樣的情景呢？
高鐵列車行駛時所產生巨大的空氣壓力波，一旦進入車內，會令桌上的物品一片狼藉。車外的
塵土會使車內空氣變得混濁，車外的噪音，特別是列車進出隧道和兩車交會時的巨大噪音也會乘虛而
入。更嚴重的是，乘坐者根本無法忍受這種空氣壓強差，輕則使乘客耳膜產生壓迫感，重則會使乘客
感到頭暈噁心，嚴重時甚至造成耳膜破裂。事實上，高鐵列車上不僅窗戶要固定、密閉，其車門、車
廂連接處等，都要儘可能地做到密閉，如此才能保證旅客有一個舒適的乘坐環境。
跨學科連線

大部分高鐵線路路
段是橋樑

通識

橋樑可保證路基的平順，列車通
過時就有更高的速度和足夠的安
全保障。
增潤知識

見《災難與防護 I》

京滬高鐵上的乘客

C

船舶運輸 153

120

氣墊船為甚麼能騰空飛行？
氣墊船的螺旋槳吸進空氣到氣墊內部，當內部壓力大於大氣壓力時，船身便會
被氣墊托出水面，就像騰空飛行。

1716 年，一位瑞典發明家為一個木製橢圓形骨架蓋上了帆布，使其成為一個木製平台，這個
平台上還留有一個風口。發明家想用人力搧風來托起平台進行飛行，但最終因人力有限而失敗了。
1876 年，美國也出現了一位發明家，他想用離心式風扇代替人力搧風來托起飛行平台。可是，他
沒能找到合適的動力使風扇轉動，所以，起飛的願望也未能實現。
1955 年的一天，英國發明家科克雷爾把兩個直徑不同的咖啡罐套在一起，製成一個環形的噴
口。當用吹風機吹出的氣流流經環形噴口時，他發現噴出的氣流所產生的升力比筒形噴口的更大，
這個發現就此成為他發明氣墊船的依據。
為了證明自己的設計方案是正確的且具有實用價值，科克雷爾決定親自動手製造氣墊船模型。
在一位熱心朋友的幫助下，他得到了一台小型引擎。科克雷爾就利用這台小型引擎製造了第一艘氣
墊船模型。 1956 年冬天，科克雷爾帶着氣墊船模型，在英國首都倫敦的一幢政府大樓內進行了表
演。氣墊船模型的表演獲得了成功，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科克雷爾設計、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氣
墊船。
從 1956 年到現在，氣墊船已經發展出多種類型。類型不同，原理也不同。按照作用原理來
分，它們可以分為兩類：全墊升式氣墊船和側壁式氣墊船。
在全墊升式氣墊船上，壓縮空氣由風扇打出後，通過氣道，從船底四周的柔性環形噴口，即
「圍裙」噴出。高速氣流受運行表面限制，便由上而下呈弧形地沿着運行表面向外逸散，從而在四
周形成氣幕以維持氣墊。氣墊中的壓力要比大氣壓力高，而正是這個壓力差支撐了船體，並使全部
船體離開水面。這種氣墊船採用空氣螺旋槳或噴氣推進器來推進，它既可在水面上航行，也可在陸
地上航行。

航行中的氣墊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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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壁式氣墊船像一隻倒置的盆子，壓縮空氣充
入盆中，使其內部壓力增大。當氣墊內部壓力增加
到一定程度時，由氣墊壓力形成的向上升力大於船
體重量。此時，船體就被托出水面。由於該種氣墊
船的船體兩側裝有長長的剛性側壁，故被稱為側壁
式氣墊船。側壁式氣墊船的首尾部裝有柔性封閉裝
置即「圍裙」，以封住氣墊。側壁式氣墊船用水螺
旋槳或噴水推進器來推進，故只能在水面航行，而
不能着陸。
W

不 同 類 型 的 氣 墊 船 都 安 裝「 圍 裙 」。 只 是 ，
全墊升式氣墊船船底四周都裝「圍裙」，而側壁式
氣墊船隻是在首尾部裝「圍裙」，目的都是為了封
住氣墊。氣墊船裝上了「圍裙」，船體就能離開水
面，騰空飛行。

歐洲野牛級氣墊登陸艇

氣墊船結構圖
螺旋槳

W

空氣
抽氣機

微博士

第一艘載人氣墊船飛渡英倫海峽

氣墊船在水面騰空飛行的速度特別快。全墊升
式氣墊船每小時可航行八、九十海里，快的可達到
100 多海里。另外，氣墊船能離開水面，故飛行時
「圍裙」 穩定且不太害怕波浪，適合在海上航行。更難能可
貴的是，氣墊船可以在江湖、海洋及淺灘急流中航
行。對於全墊升式氣墊船來說，它不僅能在沙漠、
沼澤和冰雪地帶航行，而且還能着陸，具有一定的
越障和爬坡能力，這是一般船舶所無法比擬的。而
側壁式氣墊船則可以造得很大，適合在風急浪高的
海洋上航行。

1959 年 7 月 25 日，英倫海峽的水面波浪滾滾，世界上
第一艘載人氣墊船在此進行飛渡海峽的試驗。頃刻間，
水花飛濺，氣霧迷漫，氣墊船像一支離弦的箭飛快地駛
離法國加來港，消失在茫茫的水霧裏。

這艘載人氣墊船就是發明 家 科 克 雷 爾 設 計 、 製 造 的
「SRN-1」全墊升式氣墊船。船體呈橢圓形狀，只有 9
米多長，船上裝有一台引擎，由它帶動離心式風扇產生
氣流。一部分氣流用來形成氣墊，支撐船體，另外一部
分氣流通過氣道，向後噴出，用來推進氣墊船，待氣墊
船的船體全部離開水面時它便騰空飛行。
C

此刻，異常激動的發明家科克雷爾
坐在駕駛室裏，好像在騰雲駕霧，
他時而望望前方，時而看看儀表。
2 小時後，這艘載人氣墊船順利到
達海峽彼岸的英國多佛港。飛渡英
倫海峽的試驗在氣墊船的發展歷史
上留下光輝一頁，科克雷爾本人也
因此被稱作「英國氣墊船之父」。

正因為氣墊船具有諸多優點，所以在交通運
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氣墊船可被用作客船、貨
船、渡船和交通船，尤其適合作為客船，因為氣墊
船航速快，擺動幅度小，乘坐也很舒適。現在，世
界上不少地方都已開闢了氣墊船客運航線。氣墊船
也適合作為渡船，如此便可充分發揮甲板開闊的特
點，運送大量旅客、貨物和車輛。英國人建造的
「SRN-4」全墊升式氣墊船便是一艘氣墊渡船，總重
190 噸，能載客 416 人或裝載汽車 55 輛。
鑑於氣墊船能在不同地方運行，一些國家研
製了用於兩棲作戰的軍用氣墊登陸艇。美國人最早
將氣墊艇應用於軍事，他們研製的 LCAC 氣墊艇
大量裝備美國海軍兩棲戰部隊。除了美國以外，英
國、俄羅斯、瑞典等國也在不斷發展軍用氣墊艇。
（施鶴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