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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内容

1.1 研究目的
就具有历史与文化意义，承载了时代的回忆的新加坡建筑被拆除一现象：

- 探讨拆除历史建筑的利弊。



- 研究历史建筑物的保留价值

- 探讨是否拥有保护历史建筑物的更好途径

- 找出保留历史建筑，可以平衡历史和发展的好方法

1.2 内容简介
此专题作业的意义在于将通过资料网站的方式将新加坡的一些已经被拆除的

老建筑呈现给研究对象群（中学生），并介绍现有的保护方式以及提出崭新的建筑保

护方式来提高对象群对老建筑，其价值所在以及保护的方式与意义的认知。

1.3 文献研究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是一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

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古迹的概念，更何况这种概念须要长时间培养，并

非一蹴而就。”
- 《被拆掉的52年，新加坡快变“新假坡”？》

红蚂蚁

“用现代的新技术、新材料对老建筑进行美丽的修复...让这些老建筑凤凰涅槃
，风华重现...垒构起新的筋骨，被注入新的生命和力量。这种新与旧的互补与碰撞，串
联起传统与现代，不仅是新对旧的呵护与搀扶，更是现代对传统的一份爱戴、尊敬和

致意。”

- 《小小新加坡国土上保留这么多老建筑 有点奢侈》
新加坡眼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框架:

- 老建筑的历史与特征

- 老建筑的价值

- 新加坡的建筑保护方案

方法

- 文献调查

- 实地考察

- 问卷调查



2. 研究主体

2.1 狮城老建筑的特征

2.1.1 老建筑分类

1. 世界文化遗产 - 最有文化价值，代表为新加坡植物园。

2. 国家古迹 - 具有很高的文化，社会，历史价值。新加坡一共有72
个国家古迹。最著名的有前市政府以及最高法院。

3. 保护建筑 - 通常对于某些特定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新加坡
有超过7000个如此的建筑物。此类建筑主要聚集在文化区内，比
如牛车水，小印度。

4. 普通建筑 - 此类建筑没有署名，但是却不妨碍它们拥有一些独特
的价值。

2.1.2 老建筑的特征及例子

新加坡植物园

- 新加坡植物园与1859年正式开园。现如今，这个两个世纪的公园地带不仅享有
盛名，还具有着很多独特的历史价值。

- 也正是因为它丰富的历史价值，它成为了新加坡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化遗产地，与柬埔寨吴哥窟和中国长城等标志性地标齐名。

- 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前市政厅

- 政府大厦由A. Gordans和F. D. Meadows设计，修建于1926年到1929年，原名
“市政大厦”（Municipal Building）。

- 建于 1827 年的前国会大厦先后承担过法庭和政府办公室等职能，
- 现时这座大厦已与毗邻的最高法院大厦，于2015年改建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0%E9%AB%98%E6%B3%95%E9%99%A2%E5%A4%A7%E5%8E%A6_(%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E5%9C%8B%E5%AE%B6%E7%BE%8E%E8%A1%93%E9%A4%A8


- 前市政厅不仅见证了新加坡的发展，有这历史意义，在被改为美术馆之后，它

对于新加坡艺术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 前市政厅和相邻的最高法院之后被设立为国家古迹。

NUS 峇峇屋

- 国立大学峇峇屋是在市区重建局的Blair计划中的一个保护建筑。
- 在2007年，收到了国立大学的帮助，现隶属于国立大学艺术中心。
- 2007年开始重修工作，2008年重修工作结束。

2.2 狮城老建筑的价值

2.2.1 建筑价值分类

近年来，以英国学者David Throsby为代表所提出的，建筑与古迹的五大价值反映了
建筑在各方面所提供的价值，分别是：

1. 美学价值 -指遗产本身及其周围环境所拥有和展示的某种重要的美学质
量,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2. 精神价值 -指遗产提供给一个特定的地区和使用者以一种文化方面的自
豪感,并能以此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 社会价值 -指遗产能够帮助强化社区的群体价值,使得社区能成为一个
适宜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4. 历史价值 -指能帮助证实遗产独特性,并能提供与过去的联系,提示其源
流的信息等。

5. 象征价值 -指遗产传达的内在意义和信息,帮助理解其独特性,维护其特
色等同时遗产具有教育功能,藉此加强认识的基础,加深人们对整个社会
的了解程度。

故，笔者将会以以上物五种建筑价值为评判标准，分析新加坡老建筑的价值的体现，

以及提出保护建筑方案在保留建筑价值方面的适用性。



2.2.2 狮城老建筑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狮城老建筑的价值主要以上述的历史价值、象征价值以及精神价

值为主体，即老建筑在新加披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为提供国人在文化层面带来多元文

化所产出的历史结晶的自豪感，以及建筑本身所承载的身份象征等象征意义。

例如，在新加坡牛车水的中心区域坐落着来自三种宗教的宗教场所，分别是佛教的佛

牙寺龙华院、回教的詹美回教堂以及兴都教的马里安曼庙。这条街道不仅传承了各

个族群、宗教的历史，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条同时拥有来自三种不同宗教的宗教场

所，成为新加坡独有的景观，体现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象征，同时也能够塑造独特的

新加坡身份认同。

调查显示，87.5%的受访者认为老建筑所承载的意义以及历史回忆是保护建筑的意
义所在，与笔者的推论相符。

2.3 狮城老建筑的现状与保护

现状

文化遗产与国家古迹

- 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价值，亦是具有独特的社会性类符号属性，

- 收到国家以及相关部门的直接的拨款和款项。

- 2019年，为了保护以及维修工作，15个国家古迹（national momument），收到
了直接来自政府的，金额为261万新币的金额。

- 由于资金的充足支撑了维修工作以及文化价值的保存工作。此建筑收到了来自

政府的直接支持，也不用担心会被拆毁。

保护建筑

- 问题主要在于怎么利用有限的基金来最大化文化保护的工作。

- 新加坡拥有7000余保护建筑，数量繁多使得这些建筑没有如国家古迹一样程
度的价值，故而接收到的拨款会少许多。

- 对于一些保护建筑，政府拨款较少不是因为缺少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只是因为

这些文化遗产过于小众。

- 要怎么利用有限的资金来保护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普通建筑

- 正是这种建筑面临强制拆迁的命运。

-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的保护，但一些却依然拥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

- 只是为了给未来的发展铺路，这些文化需要被强制牺牲掉。如何逃离被拆迁的

命运，便是主要的问题。

现在的解决方案

- 作为参观景点，开放给公众并以收门票费而盈利。以此做法的建筑太多，便不

一一举例。

- 另寻出处，依靠自身的价值收到别方的资金和帮助。比如NUS BABA HOUSE,
峇峇屋，便现属于NUS 艺术中心，并又他们来进行保护和维修工作。

2.4 建议

2.4.1 建议框架

笔者经过调查后，总结出国际保护建筑形式中的“改造使用”方式更为贴近新加
坡国情，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也大多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保护建筑的保护大
头。

为此笔者准备了三种新颖或改良方案，并以其实用性，适用性以及可行性将其

排行。

2.4.2 建议

- 科技化
- 数码保存技术与虚拟技术

- “its cultural values, its identity associations, and its capacity to trigger
memories”

- “digital documentation, archiving and reconstruction, 360-degree
capturing, virtual reality, 3D laser scanning, modelling and printing”

- 使用数码科技（如VR与MR）可以实现许多种保留建筑的方式，沉浸式虚
拟现实科技可以让游览这体会到身临其境的感受，力反馈手套、人工音

效以及人工香料可以给游览者从五官上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 解决了建筑“原生态”的保护问题，使历史信息的载体（环境等）少受干扰



- “保护建筑也需要保护建筑的环境”- 《威尼斯宪章》
- 好处：不会占用土地资源、不仅可以保留历史建筑，更能够还原消失的历

史建筑、增强游览者的体验、无需保养，维护成本较低更加贴合国家未

来发展规划（智慧城）

- 坏处：开发成本过高、虚拟现实及感官反馈技术仍旧不成熟、无法保护建

筑本身

- 例子：Virtual Museum of Canada

- 商业化

- 重建与改造使用

- 新加披的历史建筑大多为反应旧社会的建筑，在美观性与历史意义的方

面有所折扣的同时为建筑本身提供了可观的应用价值

- 因此，改造使用历史建筑是一个极为贴合新加坡国情的保护方式，在一

方面保留了建筑的同时赋予了建筑新的意义。

- 政府可以将一些具有应用价值（地理位置、建筑规模、结构等）的建筑改

造并使用

- 例如：国泰楼

- 在成为了符合现今社会的需求的同时保存了相当浓厚的历史价值

- 好处：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保留建筑本身的同时将其应用

- 坏处：无法保留建筑本身的历史氛围

- 建筑迁徙，建造文化社区

- 笔者认为政府可以增加一些区域以打造一个美学与社会价值浓厚的历

史建筑区域（如牛车水、小印度等区域），以打造历史感浓厚的文化区并

扩大建筑的象征与社会价值。

- 若建筑存在于一个不适合的区域，那么区域的形象会被大大破坏

且建筑所起到的价值会大大减少。

- 反之，若相同相性的建筑同时存在于一个区域将会为社区带来浓

厚的文化氛围。

- 好处：建立历史区域可以成为新加坡的招牌，为旅游业做出贡献。

- 坏处：迁移建筑的同时保存其完整性较为困难。

- 抽象化
- 通过创作的方式保存



- 调研中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保护建筑背后的目的是保存建筑的意义

，而非建筑本身。意义赋予了古建筑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致力

于保存建筑背后的意义。

- 如，林德楠先生所创作的诗歌《彩窗》将新加坡的传统店屋与现代

化的建筑结合，让彩窗的美学、历史与象征价值得以流传。

- 通过创作方式，以纪录片、文学创作、照片等方式可以有效地提供精神

与历史价值方面的内容

- 体现精神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 > 美学价值、社会价值
- 好处：透过其他方式记录建筑的精神价值与历史价值也可以达到文化发

展的结果

- 坏处：起不到保护建筑本身的效果

3. 最终产品

3.1 最终材料 — 导览网站
网页：https://181840x.wixsite.com/ninggudelishi

https://181840x.wixsite.com/ninggudelishi


3.2 问卷调查



4. 个人反思

4.1 反思报告
组长—金敏赫：
当我敲下这篇个人反思时，也正式宣告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为中学的专题作业写

下我的感想。四年来，我在每一年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所热爱的华文专题，并从中

收获良多。从一年级的懵懂，到二年级开始致力于制作一些启发性的游戏，到去年与

今年的文化研究，这段短暂的经历也恰恰印证了我在去年的个人反思中所写下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年中，有些收获是相同的——每次在为自己的个人反思琢磨时，我都会意识
到这是对我的学术能力的一次提升：从推论到调查，从分析到总结，仿佛在攀爬一座

螺旋型的阶梯一般，我在每一年在这方面都会有新的体悟，让我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

人。

有些收获却不尽然——年年我也能从专题作业中体会到不同的感悟，今年也不
例外。在我看来，在今年的专题作业中我收到的最特殊的体悟，便是计划的重要性。

作为组长，这种带领大家，将大家拧成一股绳的精神是我在之前缺失的一项重要技

能。在先前我仿佛像个愣头青一般带领着组员闷头苦干，不知道终点在何方，多多少

少忽略了提前做好准备的重要性。而只有当我经历了沉淀后，开始尝试一些崭新的方

式于我的组员合作、沟通、计划准备，我才发现了它的重要性。也因此，我们在今年的



专题作业中，没有像先前一般临近结尾时的慌乱，而是认真按照计划步步为营，最终

圆满落幕。

在反思的结尾，我想为我四年的经历画上一个分页符：这是一段旅程的结束，

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而我将在这写下一个短暂的，记录着我这一路来的经历的里

程碑，让其能提醒我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恪守自己的信念。

四年华文，不曾有憾。

组员—田奕宸：
本来以为今年疫情可以减轻，可以不用想去年一样憋屈的在网上查询资料。可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充满了惊喜。今年，看着本来野心鸿厚的理想化为泡影，心里

还是有些不甘的。不能去实地考察，无法进行多人的采访/访谈，都打破了我们自去年
就开始构思的完美计划。最痛苦的不是不能进行这些事情，而是看着希望一步步，逐

渐的破灭。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于我来说，专题作业的上半年充满了阴影，和想要完成却未能完成之事。

但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我意识到了我思想上的局限性。为何要因为失望而放

弃本来热爱之事？

于是，想通的我，在我们“愣头青”组长的带领下，开始了疯狂的研究，搜证工
作。在日日夜夜的撰写报告，设计网页下，我得到了我渴望着的，曾经都不曾经历过

的快乐。

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我竟也认识到我的队员们都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富

有创造精神，及其注重沟通。在此专题作业中，我们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对我来说，今年是蜕变之年。他划上了我初中专题作业的句号。我永远都不会

忘记这四年来的一切。

这个专题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什么世俗的分数，老师的眼光，而做的。更多是我

自私的想法 - 我想用他来圆满的结束我这四年来的历险。

而旅程尚未结束，我也会期待之后华文会带给我的欢喜和感动。

组员—汪灵君：



这两年是挺特殊的两年。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学业都有着巨大的改变。我在

华中的四年里，有三年选择了做华为的专题作业，这不仅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华文水平

有自信，也更是因为我对华文有巨大的兴趣。无论冠病是否存在，我们都会把自己的

专题作业做到最好。这两年里我们虽然无法实地考察，出去跟别人交流，但是我们增

强了自己收集网上资料的能力。经过了这四年，我行动能力，分析能力，总结能力都

有大大的提升，这些都是在平时的课上无法获得的但又是将来在职场上至关重要的。

除此之外，今年的专题作业比我以前的更加复杂，内容繁重，因此我学会好好安排时

间，多于组员们配合，沟通等等。通过长期繁忙的工作，我也能够与我的组员们建立

深厚的友谊。

那么我最后为我四年的经验做个总结，华文专题作业能够让我不断提升自我，

交给我无数宝贵的东西，也让我保持这对华文的热情，因此我没有任何的遗憾。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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