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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崖式建筑艺术形式来源于人们在过去的社会生产活动和居住需求,作为广西崖壁上的建
筑活动形式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建筑形式复杂多样,民族性特征比较明显,特殊的地形地貌孕育了广西
崖式建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双重体现。本文通过研究广西崖式建筑蕴含的文
化背景,分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当代新型建筑从建筑造型、内部空间组织、新材料运用等方面的设
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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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deas of Guangxi Cliff Style Architectural Art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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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xi cliff type architectural art form is derived from people’s soc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living needs in the past. As a form of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on the cliff in Guangxi, it has stro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 architectural forms are complex and diverse,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The
special landform gave birth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xi Cliff style architectural culture,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f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liff
architecture in Guangxi,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new design ideas for
the contemporary new architec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architectural modeling, internal sp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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