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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lending of East and West in Macau's urban architecture, and 
specifically describes how the Portuguese entered Macau by renting land. Since then, Portugal's 
influence on Macao's social life and other aspects has exceeded 400 years, and Macao has grown 
from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to a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600,000 people.  The streets are 
crisscrossed with tall buildings. Macau architecture represents a tribut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Many buildings have unique styles of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rchitecture. 
The formation of Macao streets and the naming of streets condens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ore 
than 400 years, which is a specific explanation of Portuguese culture's contact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Oriental culture in Macao architectur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 
city and presents its unique cultural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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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澳门城市建筑中的中西方交融的探究为研究对象，并专门叙述葡萄人以租地方

式进入澳门，此后葡萄牙对澳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逾四百年，澳门从小渔村发展为拥

有六十多万人口的城市，街道纵横，高厦林立。澳门建筑代表着东方建筑发展的一脉支流，

许多建筑具有中国和葡萄牙建筑特色的独特风格。澳门街道的形成和街道名称的命名浓缩了

400多年的历史文化，是葡萄牙文化藉此得以和澳门建筑中的东方文化接触和融合的具体说

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澳门城市的发展面貌，呈现出所特有的文化资产。 

关键词：澳门，澳门街道，城市建筑，葡萄牙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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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曾言：“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

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

澳门。…明末清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萄牙人，而据点则在澳门。”[1] 建筑是民族文化的

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再现了一个地区、城市、民族、国家的人民文化，展

现了其所特有的物质精神文化。建筑透视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从而

决定了建筑的形体、外观、样貌。 

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记载：“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

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又十里至澳，澳有南台、北台，台

者，山也。以相对，故谓澳门。[2] （图1）澳门属于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样式，是不同文化层面

相交流、相结合、相碰撞所产生形体的表现，是意识形态的结合的产物。中西文化交融的结

果形成了澳门的文化特色，开放性与包容性是澳门文化的特色之处，这些在城市的建筑中展

现 地 淋 漓 尽 致 。

 

图1  澳门Macau地图（资料来源：《澳门年鉴》澳门官印局1967年印刷） 

2 澳门建筑风格与形式的改变 

澳葡政府一直与葡萄牙有着密切往来于联系，相应地在葡国本土建筑文化的变迁这一方

面，也随着葡民移民带入澳门。葡国建筑风格多变，葡萄牙的建筑风格随着国家历史的发展

而不断演变，并非自成一格，而是许多外来影响的混合物。这其中就包括罗马、西哥特、阿

拉伯等各种文明。也有来自欧洲文化艺术中心的建筑风格的影响，如罗马式、哥特式、文艺

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建筑风格，久而久之演化出了属于葡萄牙建筑自

己的风格，即“素淡风格” 、“曼努埃尔式”风格（又称“大海风格”）等，葡萄牙的建筑

史可以说是风格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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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中葡建筑相互影响下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577年以

前，在葡人抵澳建立永久居地之前，本土建筑未曾受到葡风影响。现在称为澳门的小半岛，

原来是渔民的家园，妈祖阁和观音堂是澳门两座保存良好中式风格的寺庙。第二个时期，

1557-1700年，中葡建筑轻微互融的早期阶段，葡风更为显现。第三个时期，1700-1900年，

1700年大致上是中葡建筑互融高峰期的标志，两种建筑合二为一，形成一致标志。第四个时

期，1900-1937年，混泥土建筑的引入，国际性的建筑风格兴起，然而与早期建筑物相比，显

的不够细腻精微。 

从几百年的长时间段观察，葡萄牙本土的建筑风格与澳门建筑风格的演变几乎是同步

的，除了一部分独特有的特式外，葡式建筑与地中海其他国家的建筑非常相似。随着现代的

发展重建，近现代澳门早期的葡式建筑多已不存，这些富有特色的建筑物正在迅速消失。可

以知道的是，新来的人带来了其国家的建筑模式和建筑方法。[3]葡萄牙现有的贴瓷砖传统与

航海用品为题材的“曼努埃尔式” 风格，直至现在仍可在澳门觅见踪影。澳门历史建筑群以

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观应故居、圣若瑟修院大楼、玫瑰堂（玫瑰圣母堂及圣多明我教

堂）、大三巴牌坊（圣保禄大教堂遗址）（图2）、哪吒庙、大炮台、东望洋炮台等组成的澳

门历史建筑群，是外来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见证，更是当前中国境内历史最为悠久、规模

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以西式建筑为主的，中西结合最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群，并于2005年7
月15日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为《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了16世纪以来中西文

化交流的结果，也为澳门的城市历史形态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图2 大三巴牌坊（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进去政府旅游局） 

3 澳门城市街道空间与名称设置 

 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额特殊的多元文化，其

中近代澳门对于街区管理，具有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色，保留下了一定历史文化名街。城市

规划的角度来剖析，澳门的整体规划沿用了葡萄牙人中世纪城市发展模式。用教堂与前地做

节点，“前地”空间的设置市民休憩的小广场，也作为道路的缩放点，调试了空间韵律，扩

宽了道路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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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定义是：“四通八达”。[4]这种四通八达的街道，具有文化、

资讯、经济等方面的辐射师范功能。街区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街区体现的这

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对于街区的系统的规划，澳门政府是十分严格

的，在实践中街道建设工程图，需由权威机构核准事实，施工过程中不得与图纸有误。验收

环节也不例外，如有误妨碍卫生章程、门面墙是否坚固、或者是勘定地界、及建造是否坚固

等等方方面面。 

澳门的道路系统在早期就已成型，依地势因素而展开建设，以“直街”发散开来不规则

道路网。由于一条道路特点鲜明，既窄又密，很难找到一条保持笔直走向的街道。但在八十

年代至九十年代时，澳门政府对城市内部道路系统做出些许改善，先是开通了松山隧道，用

于减轻与外港的交通压力，再是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起友谊大桥与澳氹大桥。但是从

空间构成角度来审视，道路两侧的建筑的高度与街道宽度的比例关系和谐的，道路空间的舒

适感是值得赞叹的。 

澳门的街道名称浓缩了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文化，是中葡文化在澳门兼容并蓄的具体说

明，也体现出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显示了澳门的城市发展面貌，展现澳门社会不断前进的

积极不凡，反映民众的生活面貌，呈现独特而丰厚的文化资产。根据澳门民政总署的资料显

示，本澳已冠有名称的街道共1254条，澳门半岛上有959条，氹仔有173条，路環有122条。澳

门街道单位混合了中葡城市中较常采用的分类。中式类型的街道单位有：街、巷、里、社、

坊；“街”“巷的数量是在旧区最为常见的，如妈阁斜巷（图3）、东望洋斜巷、大炮台斜巷等，

这也足以说明在城市规划初期时基本采用中式单位为主，而相对葡氏街道单位较少。葡氏街

道单位多位于填海地段与近期发展的区域，主要有大马路、马路、公路、路、前地、圆形

地、土腰与瞭望台等等。其中，土腰是尤为特别的街道单位，在澳门仅存一个，位于关闸马

路的亚马喇土腰。除此之外还有以葡、中，名人姓名作街道名称，如高士德大马路，以出任

澳督的高士德（HORTA ECOSTA）为名；以葡国与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如位于新口岸区的

科英布拉街（Rua Cidade de Coimbra）和新口岸区的厦门街、潮汕街、成都街等等。 

 

图4 澳门妈阁斜巷港务局大楼 21世后期（资料来源：澳门街道网）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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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澳门的城市和建筑风格就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化的整体转变，是中国境内接

触近代西方器物和文化的桥头堡，多元化的文化汇聚以及发展，包含有中葡文化与世界各地

的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经过整合再生出如今蕴意深厚的“澳门文化” 。[5]在历史的舞

台上中西方文化在澳门这片土地上激情碰撞，为自己所特有的城市建筑特点所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为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和平

共存的可能，所有这些特征为都赋予澳门独特的城市意象，形成澳门城市的“精神”。[6]澳

门的建筑遗产是最独特，也是最珍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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