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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斗拱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独特的一种结构,常用于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例如本文所述
的滕王阁。同时具有装饰性与功能性,根据其特性,可以把斗拱的发展时期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
段为西周至南北朝,第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而滕王阁的28次重建覆盖了斗拱演
变的两个重要时期。因此,从一个毁而复建28次历经多朝代、贯穿斗拱发展两个重要时期的滕王阁入手,
研究斗拱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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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Bracket Arch in Different Dynasties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ngwang Pavilion
Jiangye X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ucket arch is a unique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ese wooden frame architecture, which is often used
in some landmark buildings, such as Tengwang Pavilion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ecorative and functional. According to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bucket ar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third stage i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28 reconstructions of Tengwang Pavilion cover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the evolution of bucket 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bucket arch starting from
Tengwang Pavilion, which has been destroyed and rebuilt 28 times and has gone through many dynasties and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bucket ar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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