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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Details
 
Lead Architect:

Wang Weijen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Project Title:

Rebuilding Courtyard Houses and Public Spaces  
Rural Strategies for Villages in Songyang 

Output:
Planning and Built Architecture Design with  
Publications

Function:
Village Hall and Exhibitions, Hotels, Pavilions and 
Public Spaces

Location:
Pingtian and Jieshou Village, Songy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Floor Area:800 sm (Pingtian), 1500 sm (Jieshou)
Client:

Songyang County Government,  
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Zhuo Lu Courtyard Inn

Contractor:
Jiang Binlong (Pingtian), Liu Rongqing (Jieshou)

Date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2014-2016,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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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the Work and 
its Significance, Originality, 
and Rigor 

Villages in China are facing critical 
social-economic challenges along with 
urgent issues on physic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dilapidated building and the 
poor condition of community and public 
spaces.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has started the design explorations 
in Songyang since 2012 by restoring 
a Courtyard House in Pingtian, as 
well as the Village Hall in Jieshou. 
The two projects in two villages each 
slowly extended to their surroundings, 
rebuilding patios and plazas, houses and 
temples one after another, establishing 
a sequence of new architecture and 
communal spaces shared by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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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 series of projects 
unfolded in villages, the research 
gradually developed a clear position 
and methods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ransformation, defining critical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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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China. 
Highlighting knowledge developed from 
understanding village site, history, fabric 
and typology, the project addresses the 
dual-role of architect as a practitioner and 
researcher. Connecting points by points 
into lines and networks, the rural strategy 
of acupuncture by the architect brings 
architecture together with public spaces,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culture 
tourism with daily lives. 

The rebuilding of the courtyard 
houses in Pingtian explores the system 
of structural spaces and the tectonic 
of rammed earth, timber and steel, 
demonstrating the design integration 
between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technology. The new village-
hall in Jieshou opens up an urban cross-
section connecting the historical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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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waterfront, while the renovation 
of courtyard houses of Zhuo-Lu turns 
private courtyards into semi-public 
spaces, linking village architecture into 
fabric, extending to the surrounding 
nature. 

Re-addressing issue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s and construction 
innovations, the project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and tectonic 
concerns over architecture. By 
promoting a gentle method of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the project advocates 
an urban-rural strategy of acupuncture 
design, rebuilding narratives of public 
spaces for Chines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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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I: Pingtian  
Hotel as fabric in the mountain village

Pingtian is a typical mountain village 
of Songyang with houses array along the 
contour facing the valley. Surrounded by 
layers of distant mountains and adjacent 
terraces of vegetable gardens and tea 
fields, fishponds and bamboo woods, the 
village houses and their temples form a 
self-sustained community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tegrated nature 
and ecology. Inspired by successful 
village B&B stories, Mr Jiang and his 
father started the family mountain inn 
by renovating their surrounding vacant 
houses rented from relatives, hoping 
that the new business can revitalize the 
economy of their village, introducing new 
productio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vitality to Ping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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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from the centre of 
courtyard house and its adjacent 
patios, 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is composed of clusters of 
guestrooms, cafe, and workshops 
converted from original houses 
within the village fabric, shaping 
an unique spatial experience of 
accommodation in an authentic 
village setting. Walking up the 
steps through the village path, a 
sequence of patios and buildings 
designed by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along the main 
path forms the core experience 
of the Village Hotel: Courtyard 
House Restaurant and West-wing 
guestroom, Tea-Pavilion, Reception 
House with Agriculture Showroom 
and Guestrooms, leading to a 
Stage-Pavilion for the outdoor 
theatre plaza at the villag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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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Courtyard House 
Exploring typological and  
spatial potentials

Based on the footprint of original hous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rtyard 
House Restaurant adopts and reuses the 
original rammed earth wall-enclosure, 
re-constructing the main structure with 
traditional timber frame and tiled roof. By 
opening up all partitions and lifting the 
privacy of rooms, the new courtyard house 
highlights the modular of Chinese timber-
structural system through new experiences 
with open-flow of spaces. Walking in-
between the continuous spaces defined by 
rhythms of post and beam, the changing 
angles of sunlight and temperature 
through the louver-panels framing the 
courtyard patio become the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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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in spaces, amplifying and negotiating 
boundaries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extending our body into the 
piece of nature in the patio. By adding the 
stairway with corner rooms at the west-
court, the design also creates a mini light-
well garden and pond, incorporating 
additional rooms with traditional aesthetic 
sensitivity. 

Tea-Pavilion and Patios 
Public spaces for villagers and visitors 

Adopting topography by extending the 
kitchen to the south and the service-wing 
to the east, the new courtyard house 
also provides podium-deck and patios 
for the community, thus becomes public 
spaces for the villagers. Anchoring at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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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between the podium and patio, the 
Tea-Pavilion rebuilt from a storage-shed 
strategically becomes the vista focus of 
village path. Looking down to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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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y-view beyond village houses, the open 
pavilion enjoys a mountain-view toward the 
front and also behind through an angled 
skylight from above. The installation of Tea-
Pavilion as a spatial catalyst, successfully 
activates the upper plaza opposite of the 
Café, leading to the next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ception hall with showroom and 
guestrooms.   

Agriculture Showroom with Guestroom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public-private programs 

Having a gable façade facing the upper 
patio of the central plaza,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ception Hall and guestroom adopts 
the footprint of original farmhouse by 
reusing its rammed earth wall-enclosure. 
By turning its linear light-well along the 
retaining wall as the stairway at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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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rganises a sequence of 
guestrooms along the thick earthen 
wall facing mountain views. With a 
variety of steel-framed deep windows 
and balcony projection arranged for 
different room functions, the solid façade 
with animated steel windows along 
the alleyway provides a new spirit to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fabric, while the 
other façade at the upper level parallel 
to the village path, expressing a form of 
contemporary translucency through the 
use of light-weighted timber louver with 
window glass panels. The reception hall 
and showroom for village agriculture 
products at the lower level with uniqu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use of bamboo 
louver ceiling as well as wood and steel-
plate shelf, not only become the centre 
focus of the village hotel, but also serve 
as a communal lounge of the village for 
various public events and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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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s with Narratives
Rammed-earth, masonry, timber and steel   

The rebuilding of the courtyard houses 
in Pingtian village explores the system 
of structural spaces and the tectonic 
of rammed earth, timber and steel, 
demonstrating the design integration 
between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local 
technology with senses of tactile and 
body ergonomics. Through the opening 
of windows and framing of views toward 
vista, the façade design blends traditional 
style with modern rhetoric, moderating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ential 
performances of window panels between 
indoors and outdoors through the 
thickness of earth-wall: translucent and 
transparent, inward and outward, push 
and pull, angle and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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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ng steel purlin-frame with 
timber rafters and tile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Pingtian courtyard houses and 
pavilions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aesthetics with traditional 
techniques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contemporary building materials. By 
using steel and glass panels for corner 
opening in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of 
rammed earth wall, the design combines 
vernacular syntax with modern function 
and sensitivity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Village as Hotel
Rebuilding community 

The remaking of village houses 
in Pingtian not only brings together 
the tectonic of rammed earth and 
timber with steels and glasses, but 
also the Rebuilding up of a platform 



29



30



31



32

through consensus for designing 
and building process among villagers 
and owners, modern architects with 
traditional carpenters and masons. The 
construction not only becomes traces 
of engaging nature through building, but 
also regenerates a process of making 
village’s public spaces: the tradition 
of shaping shared narrative spaces by 
the community. The reconstruction 
explores architectural tectonics and 
typology as well as testing functional 
and site potentials: leisure and services, 
enclosure and open, stone and tile, 
soil and woods, contour and datum, 
mountains and water. 

Most importantly, the Village as Hotel 
was not built based on one master plan 
blueprint, but step by step and one after 
another, by identifying catalys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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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transform, evolve and 
transform. The shaping of village hotel is also 
a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economy and ecology, 
through the conservation of its architectural and 
social fabric shared by entrepreneur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rchitects and carpenters, as 
well as visitors and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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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II: Jieshou
Shaping village public spaces 

Jieshou is a typical agriculture village 
that rests itself on the north side of 
Songyin Creek. Jieshou means “the 
first on the boundary”, for it was the 
first village that the ancient post road 
hit in Songyang area. Historically, due 
to its fertile soil, successfu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trategic geographical 
location, Jieshou has been an affluent 
village in the surroundings of Songyang 
Pla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ctivities, a prosperous commercial 
street has evolved along the Songyin 
Creek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memorial archways along the 
street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t public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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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Hall as catalyst, the design kicks 
off a series of projects in restoring and 
reactivating public buildings and open 
spaces along the historical street in 
Jieshou, Songyang, including Plaza of 
Village-Hall, Relic-site of Water-God 
Temple, Village Family Shrine, and Village 
School. While the new Village-Hall opens 
up an urban cross-section connecting 
the historical temple to the waterfront, 
the renovation of signature Courtyard 
Houses including Zhuo-Lu, Juyi-Tang 
and Minggaoshao-Fu, also opens up 
private courtyards to public streets and 
patios, linking village spaces into fabric, 
extending them to the surrounding nature 
of mountains and fields. Connecting 
points by points into lines and networks, 
the rural strategy of acupuncture by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int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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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ring architecture together with 
community and social spaces,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culture tourism with daily 
life in village.    

    
Rebuilding the Village Hall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an urban-section 

Through preserving and renovating 
the historic buildings built in the e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design 
project reconstructs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s among Water-God Temple, 
theatre stage, and Songyin Creek left 
from the past. Apart from restoring the 
original large span timber-truss village 
grand hall, the design also opens the 
architectural façades in the front and 
back of the grand hall. This project 
introduces transparent modern materials 
into an ancient village, connecting the 
traditional longitudinal settlem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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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verse mountain-view and the 
waterfront, transforming spaces at the 
grand hall into a new urban section. 
With the back façade of the village hall 
setting back for making the grand porch, 
the spatial experiences are turned 
around: a new corridor is formed in 
front of the back façade, represent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laza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design 
also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double-
sidedness of the display windows by 
means of widening the bricks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wall, thus strengthening 
the architecture’s potentials of spatial 
narration. The new village hall, not only 
intends to become a public space for 
villagers’ daily activities and tourists’ 
cultural experiences, but also expecting 
to stitching architectur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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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ing the Courtyard Hotel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with  
Authenticity 

Juji-Hall, Minggaoshao-Fu, and 
Zhuo-Lu Mansion are all typical two-
story two-jin courtyard house owned 
by Songyang gentry families, with grey 
tiles, white walls, exquisite pavilion with 
delicate wood carvings. Particularly in 
Juyi-Hall, it also exhibits paintings by 
an old gentleman named Liu Weichao, 
which narrate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of Jieshou.

Zhuo-Lu, an early modern two-story 
courtyard house with its unique spatial 
forms, was identified as epitomizing a 
successful home stay hotel in driving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village. Built by 
village gentry Liu Deyuan, the fo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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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Zhendong Women’s School, Zhao-
Lu was depicted in great details in the 
remained anthology named Chixicuncao 
about the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 
and contempl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decision made for building traditional 
literati houses. 

Delivered in a clear architectural 
style, the use of space in  Zhuo-Lu 
demonstrates a linear typology of a 
two story courtyard house, resonating 
with corridors on which residents could 
enjoy surrounding mountain views. The 
renovated B&B hotel keeps a rectangular 
courtyard with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s, 
and introduces a mirror-like water 
pond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yard. 
Penetrating through each room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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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door to back windows, linking lights 
and shadows in the front water-yard to the 
artificial landscape garden in the backyard, 
that altogether creates a continuous spatial 
experience for a modern classical Chinese 
room. At the same time, the light-well of 
the foyer entrance, the reflection of lights 
through water in the courtyard, as well as 
trees and corridors outside the courtyard, 
transform Zhuo-Lu and its courtyards into 
a significant place as well as semi-public 
spaces in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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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Village Core
Reconnecting temple, plaza,  
street and waterfront

Yuwang Water-God Temple faces the 
Songyin Creek in the south, forming the 
historical core of Jieshou village together 
with the theatre stage across the street.  
Daily life activities, folklores and festival 
rituals of the villagers hav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village. In 
the process of reshaping public and 
communal spaces of Jieshou through 
history, the design team also investigates 
the ruins of Yuwang Temple dilapidated 
for years after the devastating fire in the 
80’s. Through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ruins of columns, plinth, platforms, 
and foundations, with collected folk 
paintings and oral histories, the architect 
reconstructed the form and spac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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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temple with drawings, hoping 
to signify the ruin space for provoking 
villagers’ and visitors’ imaginations 
about culture. Working with the local 
herb-medicine institute, the architect 
is also restoring the wing rooms of the 
temple into a mini-museum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showcasing the production 
and culture of the new Jieshou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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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radually restoring nearby buildings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Zhendong Village 
School, Juyi-Hall, and Liu Family Shrine, 
the design team renewed public facilities 
inside the settlement fabric, step by step, 
by transforming the introverted courtyard 
and dilapidated village halls into public 
spaces. While the new Village-Hall opens 
up an urban cross-section connecting 
the historical temple to the waterfront, 
the renovation of signature Courtyard 
Houses like Zhuo-Lu, also turns private 
courtyards into semi-public patios, linking 
village spaces into fabric, extending to 
the surrounding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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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ity

The project addresses critical issues 
of village architecture in rural China,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architectural 
profession by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ve 
mode of spatial practic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Planning Strategy: points, lines, and 
networks
Adopting a bottom-up strategy rather 

than top-dow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he project started with one or two 
catalyst architecture like acupuncture, 
linking points by points establishing 
lines and becoming networks of village 
spaces, building up frameworks of 
infrastructures for sustainable village 
r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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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illage as Community:  
narrative public spaces
The project identifies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owners, builders and potential 
users of the buildings,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and 
establishes a plat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jects, for shaping narrative public 
spaces for the village community.

 
3. Typology and Fabric:  
research with practice
By studying architecture type and 

village urban fabric, the project adopts 
typology as an analytical tool as well as 
design methods, look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geography of villages and 
their landscapes, integrating architectural 
practice with research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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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f architecture artifacts, 
anthropology, and social-economy.

4.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with Innovation
By respecting architectural typology 

and village fabric, the project establishes 
principles of village conservation, 
exploring architecture preservation as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by keeping 
artifacts with authenticity while allowing 
renewals with material, spat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5. Tradition with Modern: tectonics for 
rural architecture 
The project addresses the 

fundamental concern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by Kenneth Frampton 
through material and spat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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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become modern and to return to 
sources? Through the innovative reuse of 
traditional material technology including 
ram-earth and timber, interweaving 
with new constructions of steel and 
concrete, the project explores new spatial 
experiences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 with 
modern, pushing the frontier of a poetic 
tectonic culture in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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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or

Narative Courtyardism

The notion of Narrative courtyardism 
evolves from this venture of a series of 
village projects in Songyang. It describes 
the condition of how typology becomes 
a vehicle facilitating events and spaces 
for a place. Starting from restoring a 
courtyard house for a villager, the project 
continues to build a tea-house pavilion 
next to the house, an exhibition room 
and a ourdoor theater behind, the village 
hall for the next village and its riverfront 
patio, the temple garden and the old 
village school, and another courtyard 
house….The journey leads to issues of 
concern over topography, tectonic and 
tactile quality of earth and wood, steel 
and stone, unfolds into the fabr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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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and its narrative spaces, 
as well as our sense of the landscape. 
Thus, an urban-rural strategy moves from 
point to point, linking points into lines and 
network of villages, and the fields beyond. 

Addressing the study of typology and 
tectonic through design, the project 
develops a rigorous method and clear 
position for rural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China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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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ploring typological and spatial 
potentials in design  

2.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programmatic intervention 

3.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f tectonics 
with material narratives

4. Shaping new public spaces for 
villagers and visitors

5. Rebuilding community through 
catalyst architecture and communal 
spaces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ject was 
not built through one blue print of 
master plan, but step by step through 
modifications, by identifying catalysts 
and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transform, 
evolve and transform. The making of 
catalyst architecture with urban spaces 
is also a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69

its economy and ecology, through the 
conservation of its architectural and 
social fabric shared by entrepreneurs 
and local government, architects and 
carpenters, as well as visitors and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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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Through a series of projects unfolded 
in villages of Songyang since 2010s, 
the research developed a clear position 
and methods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ransformation, 
defining critical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China. Through 
publications, interviews and invited 
speakers in key journals, medias 
and conferences, the project an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mak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haping the new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e.

Highlighting the knowledge developed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village site, 
history, fabric and typology, these 
projects address the dual-role of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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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 as a practitioner and also a 
researcher. Connecting points by points 
into lines and networks, the rural strategy 
of acupuncture by the architect brings 
together architecture with communal 
public spaces,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culture tourism with daily life in village. 

Re-addressing issue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s and construction 
innovations, these projects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and tectonic 
concerns over architecture. By 
promoting a gentle method of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the project advocates 
an urban-rural strategy of acupuncture 
design, and rebuild narratives of public 
spaces for Chines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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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ject has been 
well disseminated through 
exhibitions, media reports, as 
well as peer reviewed awards 
and publications, including: 

Exhibition:
“Sharing and Regeneration”, 
Rural Projects in China: 
Rebuilding a Courtyard 
House in Pingtian, 15th 
Venice Biennal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Church Santa 
Caterina / Pallaza Zen, Venice

Publications
Wang, Weijen. Beyond 
Regionalism: Four Books 
with Twelve Points on Rural 
Architecture. Special issu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rchitecture 
Journal, December, 2018. P001-
009.(ISSN: 0529-1399)
王維仁. 不只是地域主義：鄉建自述

四書十二帖. 建築學報.

Wang, Weijen and Feng, Li. 
“Spatial Narratives of Jieshou 
Village : Rural Strategy of Point-
Line and Acupunctural Catalyst.” 
Shi Dai Jian Zhu = Time + 
Architecture no. 1165 (01, 2019).
P78-87. (ISSN: 1005-684X)

Wang, Weijen and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Spatial 
Acupuncture and Urban-rural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Technique,2017(08).P14-23. 
(ISSN: 1674-6635)
王維仁, 王維仁建築研究室. 松陽雙

村記——空間針灸與城鄉建構. 建築

技藝.

Wang, Weijen. “Notes on 
Rebuilding a Chinese Rural 
House, Pingtian : Courtyard, 
Structural Space, Body and 
Tectonics.” Shi Dai Jian Zhu = 
Time + Architecture no. 2148 
(03, 2016). P106-113. (ISSN: 
1005-684X)

Dissemination and 
Evidence of 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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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Weijen, and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Zaidu Kaiqi 
Cunmin Canyu Kongjianxvshi 
de Chuantong. Di-Shejixinchao, 
2017, December, Vol. 186. P46-
51.(ISSN: 1008-908X)
王維仁, 王維仁建築研究室. 再度开

启村民参与空间叙事的传统. Di-设
计新潮.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Songyang shuangcunji: 
kongjianzhenjiu yu 
chengxiangjiangou. TA Taiwan 
Architecture, 2017, October, Vol. 
265. P37-41. (ISSN: 2518-968-
906)
王維仁建築設計研究室. 松陽雙村

記：空間針灸與城鄉建構. 臺灣建

築.

Wang, Weijen, and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Reconstruction of  
a Courtyard House in Pingtian 
Village, Lishui, China.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017(10). P80-
85. (ISSN: 1673-0232)
王維仁, 王維仁建築研究室. 平田村

四合院改造. 城市建築.

Book Chapter: 
Wang, Weijen. “Pingtian 
Courtyard House”, in 
Ubernachten Sleepover in 
China: Guest Houses and 
Hotels, Christian Schittich ed., 
Edition Detail. P28-34.（ISBN: 
978-3-95553-458-5）

Video: 
Yixi: Wang Weijen, A Tale of Twin 
Villages [OL]. [2016-04-03] http://
admin.yixi.tv/h5/speech/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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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A Village as HotelEin Dorf als Hotel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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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Location: Pingtian, Zhejiang
Architects: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Client: Jiang Binlong/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Ort: Pingtian/Zhejiang
Architekten: Wang Weijen Architecture 
Bauherr: Jiang Binlong/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Die Ortssanierung von Pingtian gehört zu einem 
ambitionierten Katalog an gezielten Eingriffen 
in verschiedenen Gemeinden, die die Landkreis-
verwaltung von Songyang initiiert hat, um durch 
Förderung eines sanften Tourismus die Lebens-
qualität auf dem Land zu verbessern. Das kleine 
Dorf mit seinen traditionellen Häusern aus Stampf-
lehm und Holz liegt malerisch auf einer Bergkuppe 
und ist von terrassierten Teeplantagen, Gemüse-
feldern und Bambushainen umgeben. Im Zuge 
des Projekts wurden unterschiedliche Gebäude 
 saniert und mit neuen Nutzungen versehen. 
 Unter anderem hat die Beijinger Architektin Xu 
Tiantian in einer Hausgruppe ein kleines Museum 
für  landwirtschaftliche Geräte nebst Handwerks-
zentrum eingerichtet. 
Den zentralen Bestandteil des Vorhabens aber 
 bildet das 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das der 
 Architekt Wang Weijen aus Hongkong über ver-
schiedene Bestandsbauten entlang des steil 
 ansteigenden Dorfwegs anordnete, um es komplett 
in die gewachsene und authentische Dorfstruktur 
zu integrieren. Seinen Kern bildet ein prototypisch 
wiederhergerichtetes Hofhaus, das nun als Restau-
rant dient. Im Haus darüber sind die Rezeption, 
ein Ausstellungs- und Verkaufsraum für örtliche 
Produkte sowie einige der Hotelzimmer unterge-
bracht. Die anderen Gästeräume sowie ein Tee-
pavillon sind auf weitere kleine Häusern verteilt.
In all diesen Gebäuden hat der Architekt behutsam 
moderne Materialien wie Glas und Stahl integriert 
und in Beziehung zu den überlieferten Baustoffen 
Bambus, Lehm und Holz gesetzt. Gleich zeitig 
 lenken bewusst platzierte Öffnungen in den mas-
siven Außenmauern den Blick in den Ort oder die 
 nahen Berge.

The redevelopment of Pingtian is part of an ambi-
tious array of specific intervention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which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Songyang has initiated to improve rural quality 
of life by supporting gentle tourism. The small 
 village, with its traditional houses of rammed earth 
and timber, picturesquely lies on a hilltop and is 
 surrounded by terraced tea plantations, vegetable 
fields, and bamboo groves. In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different buildings were renovated and given 
new use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rchitect Xu 
Tiantian from Beijing has installed a small museum 
for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long with a crafts centre, 
in a group of buildings.  
The main part of the project, however, is the 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which the architect Wang 
Weijen from Hong Kong accommodated in  various 
existing buildings along the steeply ascending village 
road, in order to completely integrate it into the 
evolved and authentic village structure. Its core 
comprises a prototypically restored courtyard 
house, which now serves as a restaurant. The building 
above accommodates the reception, an exhibition 
and salesroom for local product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hotel rooms. The other guestrooms and a tea 
pavilion are spread across further small buildings. 
In all these buildings, the architect carefully inte-
grated modern materials such as glass and steel, 
and thoughtfully combined them with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s bamboo, clay, and timber. At the same 
time, deliberately placed openings in the solid exter-
nal walls direct the view to the locality or the nearby 
mountains. 

PINGTIAN CLOUD VILLAG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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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risse/Schnitt 
Maßstab 1:400  
1 Rezeption  
2 Restaurant 
3 Innenhof 
4 Gästezimmer

Lageplan 
Maßstab 1:1500 
A Empfang/Gastronomie 
B Teepavillon 
C Gästezimmer 
D Jugendherberge 
E Hostel 
F Künstleratelier 
G Museum

Floor Plans/Section
scale 1:400 
1     Reception 
2 Restaurant
3 Courtyard
4 Guestroom

Site plan  
scale 1:1,500
A Reception/Restaurant
B  Tee Pavilion
C Guestrooms
D Youth Hostel
E Hostel
F Studios
G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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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地域主义：
乡建自述四书十二帖

Beyond Regionalism:
Four Books with Twelve Points on Rural Architecture

ABSTRACT

Based on practicing experienc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on of an archite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architecture, 

defining critical issues of desig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villages and their possible design strategies. Readdr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architecture and highlighting 

the knowledge needed for understanding village site, 

fabrics and community, the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dual-role of an architect also as researcher. By promoting 

a gentle method of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exploration on tectonic innovation, it advocates 

for an town-country strategy of acupuncture design to 

connect points and lines into spatial networks and rebuild 

narratives of public spaces in Chinese villages.

KEY WORDS

social architecture; fabric and type; logic of tectonic; 

didactic narratives; acupuncture catalyst; point line and 

network; urban-rural strategy

摘  要

由设计实践出发，讨论在中国乡村建设的语境下，

建筑师应该如何定位角色，明确关键的设计议题

并寻找有效的设计策略。除了重申乡建应有的社

会性，以及设计者对土地社区和肌理的基本理解，

文章更强调建筑师兼具的研究者身份，期望经由

一种建构探讨与形态学的设计态度，透过针灸式

从点到线的设计过程，建构村落空间的公共叙事，

倡导一种重建尺度与自然关系的城乡设计策略。

关键词

建筑社会性；肌理与形态；建构逻辑；叙事公共

空间；针灸触媒；点线与网路；城乡策略

[ 王维仁 ]  WANG Weiren

作者单位
香港大学建筑学系 ( 香港，999077)

收稿日期
2018/11/05

编者按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大量资本的投入和空间机会的释放，乡村在近些年来已经

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建筑师越来越重要的实践阵地。我国乡村地区幅员广阔、历史悠久、环境多样，在城市建设日趋饱和的今天，

乡村为建筑师们提供了另一个庞大的创作舞台。但建筑师们在城市项目中习以为常的设计实践模式，往往较难在乡村得到有效

的推进，乡村地区尚未完全规范化的建设管理、相对松散的社会组织、相对低廉的造价和相对落后的工艺条件等，都是建筑

实践要面临的种种挑战。除了乡土风貌保护、地域特色传承等传统建筑议题之外，如何通过建筑的介入和公共空间的组织，促

进村民的公共交往并提升乡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凝聚力，或是通过城乡互动产业的注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也是乡村建筑实践必

须要关注和思考的议题——建筑师的身份角色在乡建项目中被重新定义。

本期特集的 6 篇文章均来自于乡村建设一线的实践建筑师，涉及的乡建项目既有单体建筑的创作，也有村落整体系统性的

提升，通过对项目实践全过程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的详细梳理，呈现出建筑师们在乡村公共空间组织、乡土材料和传统工艺应

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设计、与村民和施工方的组织沟通、经济产业带动、乡村暗夜照明等多层面的应对策略和相关思考，期

望能激发旨在乡村整体复兴的乡建设计和实践领域的更多思考和讨论。

[特集 乡村复兴]
Special Issu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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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的反省。20 多年来我在香港目睹

了中国全球化过程中城乡的快速变迁，面对

尺度越来越大的超大城市，我们能够怎么寻

找空间架设平台，实践人本与自然主义的建

筑乌托邦呢？除了对乡愁的情绪与对环境的

救赎，对生活人文美学的复兴，我们的乡村

建设还能带动起怎么样的社会性、社区性、

低技术、可持续性的策略，建立一种中国当

代批判性的社会建筑呢？

态度 (Position)
4  土地与社区 (Site / Community)

乡村的自然条件经常让我们在对基地的

观察过程中得到更多的领悟。林奇的《基地

计划》(Site Planning ) 一书，教科书一样地

罗列了配置规划应该具备的实用知识，却在

技术知识之间充满了社会人文与场所感知的

情怀，他称之为“基地计划的艺术”
[6]
。亚

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对小区环境

由大到小的系统分析
[7]
，以及修兹 (Norberg 

Schulz) 高举的场所精神
[8]
，以现象学式敏

锐的观察对建筑与土地作了历史与人文的诠

释，都是一个好建筑师必备的基本态度。我

学生时期参与多个聚落的测绘与规划研究，

被养成一种基地观察分析的习惯和人类学方

式的田野调查方法。这样巨细靡遗的分析或

多被讥为小题大作，但也正是这样对基地一

草一木的观察与对小区日常生活的同理心，

成为我们今天在乡村从事建设时的设计基

础。虽然自己现在也和大多数的建筑师一样，

老是东西南北赶飞机，但每每我在基地来回

踱步的片刻，都让我想起青年时期的乡土调

研经验。即使是一个下午，透过相机镜头对

形态与对象的观察，或是坐在台阶上一席茶

水的寒暄，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居民生活日

常的质地与对未来的期望。巨细靡遗的测绘

纪录，然后通过在工作室里一次又一次的讨

论，一而再三的修改基地分析的逻辑与研究

的绘图，让我们不断地到基地与小区，寻找

更接近真实的诠释与小区和基地的质地。

在一个公民社会设计必须得到小区持份

相关者的认同，无论是灾后的小学重建或村

民的会堂，通过汇报讨论与诚恳聆听，面对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进行协商，是规划设计过

程必要的一环。虽然可持续与人本的设计理

想，往往容易因为管理现实和形象符号要求

而受到挫折， 然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总是

能找到支持理念的盟友，也更容易发现问题

的症结关键。面对精英式的决策体系，设计

理念首先必须得到领导或赞助者的认同，无

论是村落改造或是重建。这点其实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有理念型的领导，我们根本不

会有机会参与这些项目的设计。吊诡的是理

念也需要管理体制的同意，使用者如村民多

半乐见空间的革新，但管理体系却是最难改

变观念的群体。在乡土的社会与基地上，小

区的肌理与质地不只是空间与地景的，同时

也是社会与文化的。同样是宗族社会和看天

吃饭的农民，在生产方式、土地产权、土地

政策和小区关系的不同语境下，不同地方建

筑与文化传统固然有差异，人性内涵与乡土

的本质其实往往是接近的。

5  研究与设计 (Researcher / Architect)
村落肌理形态与人类学的背景知识是我

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基础。

几十年来，我在这些村落的观察研究是

以一个建筑和人类学者的身份，同样的观察

测绘与笔记和照相，现在则成为了积极的建

设参与者—建筑师。我期望的建筑师，是

除了设计还能够持续研究、调控空间变迁的

人类学家建筑师。除了这几年的松阳村落，

多年来我们在澳门替文化局、规划厅和旅游

局做的设计研究，也都是建立在城市空间与

历史肌理的基础上修补填充与改造，期望通

过保护与改造，把它们转化成为新的小区空

间与社会触媒。因为从事这样修补或填充式

的改造，所以我们对原来的建筑肌理就必

须有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掌握议题，

也才能发掘出表象所看不到的问题或发展 

潜力。

很多项目固然是先调查研究、后规划建

议，但也有很多时候是设计先于研究。我们

在界首村会堂禹王宫周边的研究，起始于单

纯的会堂建筑改造。在改造设计的过程里我

们理解了会堂的所在其实是原来戏台的旧

址，戏台和毁于大火的大禹王宫是一个整体。

我们打开禹王宫深锁的大门，在菜园草丛和

乱石堆里找到了石碑和柱础，通过访谈和文

献初步估计了禹王宫原有两进大院和侧殿的

形制，厘清了紧邻震东女子学校旧校舍的格

局，这些研究再进一步带动了现在再利用的

改造设计。

我们 10 年前在澳门作茨林围的保护规

划，带动了对围和里全面性的肌理研究，以

及最近可能启动的微更新项目；在香港菜园

村的重建，虽然是动迁后的建设新村，也是

在研究一种新的聚落肌理，以及农业生产与

居住的共生关系。我希望目前对松阳的平田、

塘后和界首村落的空间改造，日后也能归纳

成江南聚落肌理和公共空间的学术论文；还

有在济源王屋山的聚落民宿改造，日后也可

以作为类型学北方聚落原型研究的案例 ( 图

1~4)。

6  轻柔的创新 (Gentle Innovation)
乡村建设应该有几个假设：乡村之所以

美，原因其一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高度契合，

其二是建筑个体之间的相似，与相似的组合

机制而形成的整体。乡村的主要建筑是民居，

在稳定的地理气候、技术材料与文化社会语

境下，通过“模型加调整”的建造机制成为

一种成熟的集体形式。乡村建设当然应该尊

重村落的传统风貌形式，然而除了古迹纪念

物的历史保护之外，乡村建筑也不应该只限

于传统的形式延续。在现代建筑文化的语境

下，建筑师面对传统与民居建筑的形式语境，

应该如何延续整体风格？建筑师面对新的空

间需求与材料条件，又应该如何反映当代？

我认为乡村建造的建筑设计应该是形态

学的，因为形态学的设计能充分理解既有的

建造肌理与形态逻辑，在特定形式逻辑下产

生的创新变化，保证了一定程度的构造逻辑、

生活的功能关系与尺度，以及建筑与建筑之

间的整体感。

语境 (Context)
1  不只是地域主义 (Beyond Regionalism)

要讨论乡村建设或乡村建筑，首先我们

要厘清什么是乡建。

如果乡建要建立能够“把乡愁留住”
1)

的风貌特色与自然环境，建筑师是不是也要

有能力把一种具有地域风格的现代性带入乡

村，同时带动乡村的空间和文化变革？如果

我们问什么样的乡村建设才算是乡建，是不

是所有在乡村建造的建筑都是乡建？那么，

柯布 (Le Corbusier) 或密斯 (Mies van der 

Rohe) 在乡村建造的别墅是不是乡建？如果

卒姆托 (Peter Zumthor) 在他村庄里建造的工

作室是乡建，他设计的温泉浴池转变为高档

酒店是不是乡建？是不是在乡村建造而且具

有地域风格的就是乡建，或能同时反映地方

自然与聚落环境、以及结合带动社会关系的

建筑会更乡建？

这些命题当然没有固定的答案，也会因

为建筑师与建筑思想的变迁而改变。然而随

着这几年来在中国和世界掀起的乡建风潮
2)
，

就建筑思想的发展来看，除了面对不同的基

地与施工条件，乡村建设能给中国的新建筑

开辟什么样的新道路？而中国的乡村建设又

能带给全球的建筑思潮什么样的新论述？就

城乡环境的变迁来看，除了民宿旅游消费带

动的乡村经济，以及传统民居风貌的保护之

外，乡村建设能带给村民什么样环境质量的

提升？乡建又能带给中国城市的市民什么样

的启发？

面对中国全面化的城市发展与总人口

2/3 以上的城市人口，以及全球化下的生产

与生态环境的挑战，乡建如何超越特色乡村

的旅游消费模式，维持建筑与城市空间自身

的文化与公共性，营造开放而可持续的居住

环境，在大都会的环境困境与乡村的乡愁情

怀之外另辟战场，是我们的乡建共同面对的

命题，也是这篇自述性文章意图表达的反思

议题。

2  乡土的中国 (Rural China) 
农村是中国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却同时

也是最活跃的社会变革的发源地。20 世纪

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启发了国

际学者对中国广大土地与农村社会的关注

与认识
[1]
。战后美国人类学家葛林 (Bernard 

Gallin) 描写台湾农村变迁的“小龙村”
[2]
，

英国学者郝戴维 (David Faure) 数十年来对香

港和华南农村社会的研究，以及多年来美国

地理学者那仲良 (Ronald Knapp) 描写中国农

村聚落地景与民居建筑的研究
[3]
，都继承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理

解乡土的中国。20 多年前我才到香港就喜

欢上了这里的乡村：新界的锦田屏山等农村、

港岛和九龙的石澳、西贡以及澳门路环等渔

村。这些华南的村落和台湾的乡下类似，都

有清晰的风水和致密的肌理，庙前的小广场

和杂货店，与纯朴的村民。初到香港，我在

假日特别喜欢到石澳西贡甚至澳门，总觉得

村子是一种香港高密度城市的他者，也在那

里找到了一种个人的台湾乡愁。

接着我陆续开始参加各种中国民居和历

史建筑的调查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费孝

通乡土中国的拓展田野印证。走在每一个村

子，无论是华北的河南山西、四川的盆地平

原、或是浙江的河谷山村，我总是拿台湾的

澎湖渔村、或者香港新界农村的空间原型来

理解：风水朝向和自然地景怎么诠释？聚落

肌理和组织结构是什么？寺庙祠堂和公共空

间的位置在哪里？宗族社会和生产关系怎么

理解？即使是有这样大的地理与制度差异，

我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华人乡村共同的

生活质地：农田菜地和聚落尺度，晒谷晾衫

和邻里生活，大树竹林和溪流远山，还有村

民坐在屋子前的板凳上，看着天地变化的那

份自在
[4]
。

面对当下如荼展开的乡村建设，作为建

筑师的我们，如何能保住中国乡民这种蹲在

田埂或坐在院子前的板凳上，看山看天的那

份自在？

3  建筑的社会性 (Social Architecture) 
21 世纪的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社会、

环境与文化冲突，让 2010 年以后的建筑思

潮产生了大幅转向。除了引领风骚 10 多年

的数位建筑论述面临空前的质疑，在面对社

会与环境危机的当下，建筑界普遍对喃喃自

语的学院派论述，以及虚拟的进步神话产生

了根本的信心动摇。2016 年威尼斯双年展

重新提出了在资本全球化的背后，各地城乡

与社区的建筑因应策略，展现了一种世界另

类景观的建筑努力：社会性，地方性，社区性，

低技术与可持续性。普利茨克奖得主智利建

筑师阿拉维纳 (Alejandro Aravena) 在他的威

尼斯策展宣言“前线报告”(Reporting from 

the Front) 里面直率地指出：

为了改善建筑环境的质量和人居的生活

品质，我们除了必须克服诸多迫切的挑战，

也必须开拓更多的新战场。地球上有越来越

多的迫切需要一个有起码尊严的生活空间，

而能提供这样条件的机会会随时间的消逝也

越来越险峻。任何想超越常规的努力都面临

现实巨大的阻力，任何想针对关键的解决方

案都必须克服当今复杂的世界问题。
[5]

现代建筑必然是社会性的。社会主义、

前卫艺术和技术的革新是开启现代建筑运

动的动力。1980 年代开始学规划建筑的我，

从台大到伯克利，很难不受到芒福德 (Lewis 

Mumford)、林奇 (Kevin Lynch)、罗西 (Aldo 

Rossi) 等学者社会性的历史社区社义的影

响。如果 1960 年代建筑十人组 (Team X) 的

范 · 艾克 (A Van Eyck) 和史密森夫妇 (P & A 

Smithson) 等建筑师们，在战后快速建造发

展的年代能高举人文建筑的大旗，抵抗资本

和伴随的国际样式； 那么面对 21 世纪面临

造型曲线的冲浪年代，生活在时尚和媒体挂

帅、地产和建设大跃大进的大都会的我们，

要怎么样争取机会寻找夹缝，实践人本主义

的社会性建筑呢？

1985 年去美国念书工作到 1994 年去

香港教书的 10 年间，我成长的台湾社会与

文化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蓬勃发展的社

区营造成为当代的社会基因。到了香港适逢

1997 前后随着回归而带来的文化论述，后

殖民的香港也开启对城乡环境、历史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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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的反省。20 多年来我在香港目睹

了中国全球化过程中城乡的快速变迁，面对

尺度越来越大的超大城市，我们能够怎么寻

找空间架设平台，实践人本与自然主义的建

筑乌托邦呢？除了对乡愁的情绪与对环境的

救赎，对生活人文美学的复兴，我们的乡村

建设还能带动起怎么样的社会性、社区性、

低技术、可持续性的策略，建立一种中国当

代批判性的社会建筑呢？

态度 (Position)
4  土地与社区 (Site / Community)

乡村的自然条件经常让我们在对基地的

观察过程中得到更多的领悟。林奇的《基地

计划》(Site Planning ) 一书，教科书一样地

罗列了配置规划应该具备的实用知识，却在

技术知识之间充满了社会人文与场所感知的

情怀，他称之为“基地计划的艺术”
[6]
。亚

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对小区环境

由大到小的系统分析
[7]
，以及修兹 (Norberg 

Schulz) 高举的场所精神
[8]
，以现象学式敏

锐的观察对建筑与土地作了历史与人文的诠

释，都是一个好建筑师必备的基本态度。我

学生时期参与多个聚落的测绘与规划研究，

被养成一种基地观察分析的习惯和人类学方

式的田野调查方法。这样巨细靡遗的分析或

多被讥为小题大作，但也正是这样对基地一

草一木的观察与对小区日常生活的同理心，

成为我们今天在乡村从事建设时的设计基

础。虽然自己现在也和大多数的建筑师一样，

老是东西南北赶飞机，但每每我在基地来回

踱步的片刻，都让我想起青年时期的乡土调

研经验。即使是一个下午，透过相机镜头对

形态与对象的观察，或是坐在台阶上一席茶

水的寒暄，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居民生活日

常的质地与对未来的期望。巨细靡遗的测绘

纪录，然后通过在工作室里一次又一次的讨

论，一而再三的修改基地分析的逻辑与研究

的绘图，让我们不断地到基地与小区，寻找

更接近真实的诠释与小区和基地的质地。

在一个公民社会设计必须得到小区持份

相关者的认同，无论是灾后的小学重建或村

民的会堂，通过汇报讨论与诚恳聆听，面对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进行协商，是规划设计过

程必要的一环。虽然可持续与人本的设计理

想，往往容易因为管理现实和形象符号要求

而受到挫折， 然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总是

能找到支持理念的盟友，也更容易发现问题

的症结关键。面对精英式的决策体系，设计

理念首先必须得到领导或赞助者的认同，无

论是村落改造或是重建。这点其实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有理念型的领导，我们根本不

会有机会参与这些项目的设计。吊诡的是理

念也需要管理体制的同意，使用者如村民多

半乐见空间的革新，但管理体系却是最难改

变观念的群体。在乡土的社会与基地上，小

区的肌理与质地不只是空间与地景的，同时

也是社会与文化的。同样是宗族社会和看天

吃饭的农民，在生产方式、土地产权、土地

政策和小区关系的不同语境下，不同地方建

筑与文化传统固然有差异，人性内涵与乡土

的本质其实往往是接近的。

5  研究与设计 (Researcher / Architect)
村落肌理形态与人类学的背景知识是我

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基础。

几十年来，我在这些村落的观察研究是

以一个建筑和人类学者的身份，同样的观察

测绘与笔记和照相，现在则成为了积极的建

设参与者—建筑师。我期望的建筑师，是

除了设计还能够持续研究、调控空间变迁的

人类学家建筑师。除了这几年的松阳村落，

多年来我们在澳门替文化局、规划厅和旅游

局做的设计研究，也都是建立在城市空间与

历史肌理的基础上修补填充与改造，期望通

过保护与改造，把它们转化成为新的小区空

间与社会触媒。因为从事这样修补或填充式

的改造，所以我们对原来的建筑肌理就必

须有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掌握议题，

也才能发掘出表象所看不到的问题或发展 

潜力。

很多项目固然是先调查研究、后规划建

议，但也有很多时候是设计先于研究。我们

在界首村会堂禹王宫周边的研究，起始于单

纯的会堂建筑改造。在改造设计的过程里我

们理解了会堂的所在其实是原来戏台的旧

址，戏台和毁于大火的大禹王宫是一个整体。

我们打开禹王宫深锁的大门，在菜园草丛和

乱石堆里找到了石碑和柱础，通过访谈和文

献初步估计了禹王宫原有两进大院和侧殿的

形制，厘清了紧邻震东女子学校旧校舍的格

局，这些研究再进一步带动了现在再利用的

改造设计。

我们 10 年前在澳门作茨林围的保护规

划，带动了对围和里全面性的肌理研究，以

及最近可能启动的微更新项目；在香港菜园

村的重建，虽然是动迁后的建设新村，也是

在研究一种新的聚落肌理，以及农业生产与

居住的共生关系。我希望目前对松阳的平田、

塘后和界首村落的空间改造，日后也能归纳

成江南聚落肌理和公共空间的学术论文；还

有在济源王屋山的聚落民宿改造，日后也可

以作为类型学北方聚落原型研究的案例 ( 图

1~4)。

6  轻柔的创新 (Gentle Innovation)
乡村建设应该有几个假设：乡村之所以

美，原因其一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高度契合，

其二是建筑个体之间的相似，与相似的组合

机制而形成的整体。乡村的主要建筑是民居，

在稳定的地理气候、技术材料与文化社会语

境下，通过“模型加调整”的建造机制成为

一种成熟的集体形式。乡村建设当然应该尊

重村落的传统风貌形式，然而除了古迹纪念

物的历史保护之外，乡村建筑也不应该只限

于传统的形式延续。在现代建筑文化的语境

下，建筑师面对传统与民居建筑的形式语境，

应该如何延续整体风格？建筑师面对新的空

间需求与材料条件，又应该如何反映当代？

我认为乡村建造的建筑设计应该是形态

学的，因为形态学的设计能充分理解既有的

建造肌理与形态逻辑，在特定形式逻辑下产

生的创新变化，保证了一定程度的构造逻辑、

生活的功能关系与尺度，以及建筑与建筑之

间的整体感。

语境 (Context)
1  不只是地域主义 (Beyond Regionalism)

要讨论乡村建设或乡村建筑，首先我们

要厘清什么是乡建。

如果乡建要建立能够“把乡愁留住”
1)

的风貌特色与自然环境，建筑师是不是也要

有能力把一种具有地域风格的现代性带入乡

村，同时带动乡村的空间和文化变革？如果

我们问什么样的乡村建设才算是乡建，是不

是所有在乡村建造的建筑都是乡建？那么，

柯布 (Le Corbusier) 或密斯 (Mies van der 

Rohe) 在乡村建造的别墅是不是乡建？如果

卒姆托 (Peter Zumthor) 在他村庄里建造的工

作室是乡建，他设计的温泉浴池转变为高档

酒店是不是乡建？是不是在乡村建造而且具

有地域风格的就是乡建，或能同时反映地方

自然与聚落环境、以及结合带动社会关系的

建筑会更乡建？

这些命题当然没有固定的答案，也会因

为建筑师与建筑思想的变迁而改变。然而随

着这几年来在中国和世界掀起的乡建风潮
2)
，

就建筑思想的发展来看，除了面对不同的基

地与施工条件，乡村建设能给中国的新建筑

开辟什么样的新道路？而中国的乡村建设又

能带给全球的建筑思潮什么样的新论述？就

城乡环境的变迁来看，除了民宿旅游消费带

动的乡村经济，以及传统民居风貌的保护之

外，乡村建设能带给村民什么样环境质量的

提升？乡建又能带给中国城市的市民什么样

的启发？

面对中国全面化的城市发展与总人口

2/3 以上的城市人口，以及全球化下的生产

与生态环境的挑战，乡建如何超越特色乡村

的旅游消费模式，维持建筑与城市空间自身

的文化与公共性，营造开放而可持续的居住

环境，在大都会的环境困境与乡村的乡愁情

怀之外另辟战场，是我们的乡建共同面对的

命题，也是这篇自述性文章意图表达的反思

议题。

2  乡土的中国 (Rural China) 
农村是中国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却同时

也是最活跃的社会变革的发源地。20 世纪

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启发了国

际学者对中国广大土地与农村社会的关注

与认识
[1]
。战后美国人类学家葛林 (Bernard 

Gallin) 描写台湾农村变迁的“小龙村”
[2]
，

英国学者郝戴维 (David Faure) 数十年来对香

港和华南农村社会的研究，以及多年来美国

地理学者那仲良 (Ronald Knapp) 描写中国农

村聚落地景与民居建筑的研究
[3]
，都继承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理

解乡土的中国。20 多年前我才到香港就喜

欢上了这里的乡村：新界的锦田屏山等农村、

港岛和九龙的石澳、西贡以及澳门路环等渔

村。这些华南的村落和台湾的乡下类似，都

有清晰的风水和致密的肌理，庙前的小广场

和杂货店，与纯朴的村民。初到香港，我在

假日特别喜欢到石澳西贡甚至澳门，总觉得

村子是一种香港高密度城市的他者，也在那

里找到了一种个人的台湾乡愁。

接着我陆续开始参加各种中国民居和历

史建筑的调查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费孝

通乡土中国的拓展田野印证。走在每一个村

子，无论是华北的河南山西、四川的盆地平

原、或是浙江的河谷山村，我总是拿台湾的

澎湖渔村、或者香港新界农村的空间原型来

理解：风水朝向和自然地景怎么诠释？聚落

肌理和组织结构是什么？寺庙祠堂和公共空

间的位置在哪里？宗族社会和生产关系怎么

理解？即使是有这样大的地理与制度差异，

我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华人乡村共同的

生活质地：农田菜地和聚落尺度，晒谷晾衫

和邻里生活，大树竹林和溪流远山，还有村

民坐在屋子前的板凳上，看着天地变化的那

份自在
[4]
。

面对当下如荼展开的乡村建设，作为建

筑师的我们，如何能保住中国乡民这种蹲在

田埂或坐在院子前的板凳上，看山看天的那

份自在？

3  建筑的社会性 (Social Architecture) 
21 世纪的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社会、

环境与文化冲突，让 2010 年以后的建筑思

潮产生了大幅转向。除了引领风骚 10 多年

的数位建筑论述面临空前的质疑，在面对社

会与环境危机的当下，建筑界普遍对喃喃自

语的学院派论述，以及虚拟的进步神话产生

了根本的信心动摇。2016 年威尼斯双年展

重新提出了在资本全球化的背后，各地城乡

与社区的建筑因应策略，展现了一种世界另

类景观的建筑努力：社会性，地方性，社区性，

低技术与可持续性。普利茨克奖得主智利建

筑师阿拉维纳 (Alejandro Aravena) 在他的威

尼斯策展宣言“前线报告”(Reporting from 

the Front) 里面直率地指出：

为了改善建筑环境的质量和人居的生活

品质，我们除了必须克服诸多迫切的挑战，

也必须开拓更多的新战场。地球上有越来越

多的迫切需要一个有起码尊严的生活空间，

而能提供这样条件的机会会随时间的消逝也

越来越险峻。任何想超越常规的努力都面临

现实巨大的阻力，任何想针对关键的解决方

案都必须克服当今复杂的世界问题。
[5]

现代建筑必然是社会性的。社会主义、

前卫艺术和技术的革新是开启现代建筑运

动的动力。1980 年代开始学规划建筑的我，

从台大到伯克利，很难不受到芒福德 (Lewis 

Mumford)、林奇 (Kevin Lynch)、罗西 (Aldo 

Rossi) 等学者社会性的历史社区社义的影

响。如果 1960 年代建筑十人组 (Team X) 的

范 · 艾克 (A Van Eyck) 和史密森夫妇 (P & A 

Smithson) 等建筑师们，在战后快速建造发

展的年代能高举人文建筑的大旗，抵抗资本

和伴随的国际样式； 那么面对 21 世纪面临

造型曲线的冲浪年代，生活在时尚和媒体挂

帅、地产和建设大跃大进的大都会的我们，

要怎么样争取机会寻找夹缝，实践人本主义

的社会性建筑呢？

1985 年去美国念书工作到 1994 年去

香港教书的 10 年间，我成长的台湾社会与

文化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蓬勃发展的社

区营造成为当代的社会基因。到了香港适逢

1997 前后随着回归而带来的文化论述，后

殖民的香港也开启对城乡环境、历史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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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码头广场与两端的庙宇，包括香港、澳门

和台湾的渔村。在松阳界首村与水岸平行的

驿道和商铺，与台湾或华南、澳门的骑楼街

屋是类型学上的同源，不同的是水岸前铺后

巷或是街道前铺后码头的不同形态。这些村

子或聚落往往都有成熟的仕绅阶级与上百年

的历史建筑，也都发展出成熟的市集与商铺。

巷弄的系统结构是我们理解聚落肌理的

关键，无论是松散的村落或是致密的城市。

聚落肌理的结构包括了宅基地的划分方式、

巷弄的出入系统、街巷的空间层级，以及街

廓的整体外部环境。在这样的理解和框架之

下，无论是界首村的卓庐、名高少府或居易

堂，平田村的四合院，澳门的茨林围或六屋

围，甚至北京什刹海的苇坑或刘海胡同，都

会有一个清楚的设计规划语境。除了建筑肌

理，这些聚落公共空间的庙宇广场或祠堂与

学校，无论是界首的禹王宫、会堂，或是菜

园村的土地庙、鱼塘，都是城市肌理中关键

性的公共空间。

合院作为聚落形态基本单元的建筑类

型，开间、进深、合院、厅堂、主屋厢房、

街屋天井，这些都是我们理解空间形式的媒

介，也是我们从事形态学设计的基本方法。

作为汉民居基本建筑单元，四合院是建筑，

也是庭院。合院是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结

合，更反映了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物理环

境、内外防御的整体。四合院或三开间的基

本空间形制，不但经常是我们修补或重建肌

理的原型基因，更可以是肌理重建和小区改

造的社会触媒 ( 图 5~8)。

8  建构再出发 (Rural Tectonics)
乡村建设是思考建构体系的实验场域，

是建筑师重新厘清传统与现代构造和材料关

系的再出发。

当代乡村通用的建造体系是混凝土框架

与楼板加砖墙的填充，也包括了和钢筋加强

砖造柱墙体系，以及木椽瓦顶屋架体系的混

合。这个体系除了空间使用调整的弹性低，

以及材料的不可逆与不可循环性之外，也因

为简便的施工方式和技术，导致了小区工匠

技艺与身份的丧失，以及乡村整体建筑美学

斯卡帕 (Carlo Scarpa) 与历史建筑的对

话不只是形式与空间的，更是材料与建构的；

它们是在既有历史建筑空间形式上轻微的改

变，或延伸的形态与材质的创造。范 · 艾克

与十人组从欧洲乡村建筑领悟到的美感，是

建筑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组成

的关系，因而形成一种新建筑的组构逻辑。

西扎 (Alvaro Siza) 或阿尔托 (Alvar Aalto) 的建

筑都是形态的转化，是一种利用特定形态的

空间与新功能之间的张力，进而产生的空间

形式的创造，更是形态和地景环境的对话。

在乡村环境的语境下， 形态学的创造是由既

有形式出发的转化，多半是演化与渐进的， 

这样的创新多半是温柔而敏锐的，产生一种

类似自然过程的形式演化，是一种轻微的空

间材质的惊喜。它既不该是大跃进式的形式

亢奋，也不会是嗑药式的形式解放 。
因此我认为乡村建造的建筑设计应该是

形态学的，是一种温柔、轻微而敏锐的创新。

议题 (Issue)
7  肌理与形态 (Fabric / Type)

对聚落肌理和形态的理解与尊重是乡村

建设的必要条件。我对城市与建筑肌理持续

的兴趣，除了来自建筑学对城市正负空间与

图底关系的基本分析与喜爱阅读地图的习

惯，也来自意大利学派的类型学 (Typology)

和德国地理学者发展的形态学 (Morphology)。

相对于华北平原粗犷的大农耕作与散村

模式， 华南和江南的聚落与四川成都平原的

林盘有形态学上的类似，都反映着屯垦的模

式与水稻灌溉的渠道分配。江南和华南的农

村则以集村居多，配合小农耕作的水稻田与

周边山岭湖泊的风水地理，聚落本身的建筑

肌理致密，公共空间的形式也相对的个性鲜

明。配合宗族的祠堂和自然的地势水系，江

南村落较多是开放的棋盘式有机组合；而岭

南和闽南的村落更发展成大规模而完整的棋

盘式或围合式的空间形态，配合风水配置的

水塘山头加上宗族和防御组织，形式极致者

如围村和土楼 ( 或碉楼 )。华南沿海的渔村

则是配合港湾线性棋盘式发展，致密的肌理

2  香港菜园村规划1  澳门-围与里的肌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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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码头广场与两端的庙宇，包括香港、澳门

和台湾的渔村。在松阳界首村与水岸平行的

驿道和商铺，与台湾或华南、澳门的骑楼街

屋是类型学上的同源，不同的是水岸前铺后

巷或是街道前铺后码头的不同形态。这些村

子或聚落往往都有成熟的仕绅阶级与上百年

的历史建筑，也都发展出成熟的市集与商铺。

巷弄的系统结构是我们理解聚落肌理的

关键，无论是松散的村落或是致密的城市。

聚落肌理的结构包括了宅基地的划分方式、

巷弄的出入系统、街巷的空间层级，以及街

廓的整体外部环境。在这样的理解和框架之

下，无论是界首村的卓庐、名高少府或居易

堂，平田村的四合院，澳门的茨林围或六屋

围，甚至北京什刹海的苇坑或刘海胡同，都

会有一个清楚的设计规划语境。除了建筑肌

理，这些聚落公共空间的庙宇广场或祠堂与

学校，无论是界首的禹王宫、会堂，或是菜

园村的土地庙、鱼塘，都是城市肌理中关键

性的公共空间。

合院作为聚落形态基本单元的建筑类

型，开间、进深、合院、厅堂、主屋厢房、

街屋天井，这些都是我们理解空间形式的媒

介，也是我们从事形态学设计的基本方法。

作为汉民居基本建筑单元，四合院是建筑，

也是庭院。合院是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结

合，更反映了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物理环

境、内外防御的整体。四合院或三开间的基

本空间形制，不但经常是我们修补或重建肌

理的原型基因，更可以是肌理重建和小区改

造的社会触媒 ( 图 5~8)。

8  建构再出发 (Rural Tectonics)
乡村建设是思考建构体系的实验场域，

是建筑师重新厘清传统与现代构造和材料关

系的再出发。

当代乡村通用的建造体系是混凝土框架

与楼板加砖墙的填充，也包括了和钢筋加强

砖造柱墙体系，以及木椽瓦顶屋架体系的混

合。这个体系除了空间使用调整的弹性低，

以及材料的不可逆与不可循环性之外，也因

为简便的施工方式和技术，导致了小区工匠

技艺与身份的丧失，以及乡村整体建筑美学

斯卡帕 (Carlo Scarpa) 与历史建筑的对

话不只是形式与空间的，更是材料与建构的；

它们是在既有历史建筑空间形式上轻微的改

变，或延伸的形态与材质的创造。范 · 艾克

与十人组从欧洲乡村建筑领悟到的美感，是

建筑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组成

的关系，因而形成一种新建筑的组构逻辑。

西扎 (Alvaro Siza) 或阿尔托 (Alvar Aalto) 的建

筑都是形态的转化，是一种利用特定形态的

空间与新功能之间的张力，进而产生的空间

形式的创造，更是形态和地景环境的对话。

在乡村环境的语境下， 形态学的创造是由既

有形式出发的转化，多半是演化与渐进的， 

这样的创新多半是温柔而敏锐的，产生一种

类似自然过程的形式演化，是一种轻微的空

间材质的惊喜。它既不该是大跃进式的形式

亢奋，也不会是嗑药式的形式解放 。
因此我认为乡村建造的建筑设计应该是

形态学的，是一种温柔、轻微而敏锐的创新。

议题 (Issue)
7  肌理与形态 (Fabric / Type)

对聚落肌理和形态的理解与尊重是乡村

建设的必要条件。我对城市与建筑肌理持续

的兴趣，除了来自建筑学对城市正负空间与

图底关系的基本分析与喜爱阅读地图的习

惯，也来自意大利学派的类型学 (Typology)

和德国地理学者发展的形态学 (Morphology)。

相对于华北平原粗犷的大农耕作与散村

模式， 华南和江南的聚落与四川成都平原的

林盘有形态学上的类似，都反映着屯垦的模

式与水稻灌溉的渠道分配。江南和华南的农

村则以集村居多，配合小农耕作的水稻田与

周边山岭湖泊的风水地理，聚落本身的建筑

肌理致密，公共空间的形式也相对的个性鲜

明。配合宗族的祠堂和自然的地势水系，江

南村落较多是开放的棋盘式有机组合；而岭

南和闽南的村落更发展成大规模而完整的棋

盘式或围合式的空间形态，配合风水配置的

水塘山头加上宗族和防御组织，形式极致者

如围村和土楼 ( 或碉楼 )。华南沿海的渔村

则是配合港湾线性棋盘式发展，致密的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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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瓦解。传统木构造的屋架和砖土构造

的外墙是两个独立分工的建构系统：穿斗式

的桁架撑起檩条屋架和椽子，屋顶上瓦提供

遮荫挡雨； 围在屋架外圈的厚墙则是夯土构

造，提供外墙的防风保温与安全；院子里层

的一圈内墙和隔间，则是可以配合使用而调

整的木构造。传统土木构造体系除了材料的

可逆与可循环性之外，也因为对施工和技术

高度的要求建立了地方工匠技艺与身份，以

及传统乡村建筑美学价值。

传统建构体系的优点正是当代体系的问

题，然而传统土木建构在当代建筑的语境下

也有两个关键性的困境必须克服：现代生活

对光线与景观的需求，以及大木材料资源的

不可持续 。我们这几年乡建开启的尝试主

要就是钢木结构体系的结合，与取景开窗空

间的形式调控。我们在松阳平田和济源王屋

山发展的体系，无论设计图纸的简易，基本

上都是使用钢柱与檩条的主结构，加上木椽

子与小青瓦的屋顶构造，以及一圈夯土维护

的外墙 ( 图 9、10 )。另外一类主要的建构尝

试就是立面景窗的策略性的位置，以及利用

夯土厚墙的深度与阴影关系，调控凸窗与凹

窗之间的过渡空间，以及身体家具和门窗开

启的动态关系。

就建构而言，松阳平田四合院的重建是

土与砖以及木与钢的构造尝试，也是和工匠

学习进而建立共识的工作记录。开工前两个

月从杉木备料开始，4 个塘后的木匠已经在

附近的祠堂里开始锯凿削刨，把所有的木架

构构件准备齐全用毛笔标示分类，柱、梁仿

斗、檩条、椽子井然有序而清楚排列。宅基

地上，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外围可用的夯土墙。

不堪使用的腐朽木料放火一烧，百年的老宅

只剩下空荡的地块加上天井的石基，以及四

周高高一圈残存的夯土厚墙。来回踏步在宅

基地上估量着房间的尺度，地底下还感觉到

大火后土壤的余温，等待新建筑生命的开启。

屋架木构造完成还没上瓦的那一刻，是建筑

空间最令人振奋的时候。未完成的材质编织

提供我们无尽的建筑想象，屋架和檩条的骨

架框出了空间的尺度与形貌，透过一根根椽

子看到的蓝天光影显得特别的立体
[9-10]

。

在最近几年不同工地的建造过程里，从

备料整地和钢构造的落柱上梁、混凝土楼板

的浇灌，到土构造的砌墙整土、上瓦隔间和

门窗铺地，基本上是铁匠和木匠师傅以及土

石师傅，几个建构系统的交互配合，加上村

里临时工人挑土搬石的劳动力。对于不完全

看施工图的师傅，我们将所有部位的图纸模

型打印出来一片片墙体和一个个窗子地解

释、放样。除了仰赖微信的施工管理与沟通，

更必须依靠现场频繁的设计调整，而正因为

乡村与小规模营建工程发包体系的非常规，

乡建也提供了建构尝试必要的空间与时间。

9  叙事公共空间 (Didactic Naratives)
美国的地理学者那仲良提出中国的村落

是一种叙述教化的空间，也就是一种述说儒

家伦理教化故事的社区空间
[11-12]

。村落内从

祠堂里的木刻雕花到家宅里的对联匾额，讲

述的都是忠孝节义与兄友弟恭的儒家伦理。

徽州棠越村口 13 个牌坊沿着道路延伸到田

野，每个牌坊都是一个教化的空间叙事，一

种集体历史记忆的公共空间。江南村口的亭

子常常是很重要的公共空间，望兄亭或望夫

亭多半有个兄友弟恭或者夫妇的叙事。这种

带叙事意义的公共空间，代表一种儒家意识

的宗族关系，同时也是一种赋予空间意义的

社会过程。

当代建筑师从事的乡村建设，或替投资

者设计精致的民宿空间，或诠释领导的意志

改善乡村的建筑环境。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筑

师是否能把握机会，把公共空间的设计同时

转化为一种小区意义成型的社会过程？是否

可以通过对空间形式与日常生活对场所的理

解与掌握，甚至村民和持份者参与的营建过

程，让这些村落空间成为叙事的村落空间？

松阳平田村的四合院民宿餐厅，周边

的茶亭、农产品陈列馆，以及后面的舞台，

都是结合民宿与小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也

是让旅客与村民共享叙事空间的尝试 ( 图

11~14)。松阳界首村沿着松荫溪逐渐发展

的老街，沿着这条老街有牌坊、宗祠、古宅

商铺，还有村中心的禹王庙和庙前戏台，都

是记载村民集体记忆的叙事空间。我们负责

修建的会堂是庙前戏台的旧址，设计将长

方形会堂背后的立面打开， 会堂后面设计了

小区广场， 将老街的城市空间一路延展到溪

畔。会堂前后打开之后成为一个纵向的公共

通道，也可以是村民的结婚礼堂或者定期的

农产品交易场，也可以是游客的休息点，成

为一个村民和游客的叙事空间
[13-14]

。

香港菜园村的重建是一个动迁建村的故

事，也是一个大尺度的叙事空间，规划过程

一路的想法都是让这个过程具有生态意识、

公共性和参与性。规划时村民同意把部分宅

基地平均分配集中作为公田；也保留原来的

树林和鱼塘，除了山涧流入村子的自然水，

也希望将各家排出的灰水循环干净后用来灌

溉。我们也利用香港建筑双年展和村民一起

建造了一个生态亭，展览完将其拆除带回，

希望变成未来的村亭。经过 6 年的奋斗，房

子盖好了，但是它建筑的生命才开始。一种

环境发展的架构：住宅、花架、遮棚、菜园，

可以有一种有机关系，成为未来形式发展的

逻辑和容许成长的模式。我们现在还继续地

参与改善村子的环境，利用种树和公田灌溉

9  平田村四合院构造系统

10  王屋山小有河民宿钢构和夯土

11

14

12

13

的策略发展邻里空间，鼓励座椅植栽以及自

发的构造方式
[15]
。

无论是香港或是松阳，我们希望每一个

乡村都是开放的、也是真实的空间环境，没

有门票，更不是地产项目。我们希望的乡建

是有公共性的与生活性的，无论是民宿或是

旅游产品，除了旅客的乡村体验，村民和他

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乡村的主体。

策略 (Strategy)
10  针灸与触媒 (Acupuncture Catalyst)

过去 30 年中国城乡在旧城改造过程中，

基本上都是用全盘拆除、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蓝图的方法。针灸的设计其实是一种比喻，

相对于重新来过的全盘规划，让我们面对新

老并存的城乡问题时改变策略，在接受现状

的前提下寻找关键点突破，而发展一种逐步

改善现状的整体策略。如果设计者如同下一

盘棋一样，有一个整体的愿景又能看准现实

的突破点，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机会调

整策略，就是一种更进步而又有效务实的做

法。传统的村庄中，历史的肌理与文脉多半

还在，即使有些地方被破坏了，另外一些地

方还会有很清楚的秩序。对于乡村的环境改

善，应该推广的不是过去全盘推翻重新建设

的新农村政策，而是在既有环境里找出原有

的隐藏秩序和关键问题，针灸式地进行改善。

好像看病一样，诊断哪里长瘤要替切换，哪

些地方可以把它修复起来或者打通经脉。

针灸要有策略，抓一个时机就做一件事

11  平田村四合院加建
12  平田村四合院与茶亭广场

13  平田村民与空间营建
14  平田村农业展销馆

瓦片

木椽子

钢结构

夯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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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瓦解。传统木构造的屋架和砖土构造

的外墙是两个独立分工的建构系统：穿斗式

的桁架撑起檩条屋架和椽子，屋顶上瓦提供

遮荫挡雨； 围在屋架外圈的厚墙则是夯土构

造，提供外墙的防风保温与安全；院子里层

的一圈内墙和隔间，则是可以配合使用而调

整的木构造。传统土木构造体系除了材料的

可逆与可循环性之外，也因为对施工和技术

高度的要求建立了地方工匠技艺与身份，以

及传统乡村建筑美学价值。

传统建构体系的优点正是当代体系的问

题，然而传统土木建构在当代建筑的语境下

也有两个关键性的困境必须克服：现代生活

对光线与景观的需求，以及大木材料资源的

不可持续 。我们这几年乡建开启的尝试主

要就是钢木结构体系的结合，与取景开窗空

间的形式调控。我们在松阳平田和济源王屋

山发展的体系，无论设计图纸的简易，基本

上都是使用钢柱与檩条的主结构，加上木椽

子与小青瓦的屋顶构造，以及一圈夯土维护

的外墙 ( 图 9、10 )。另外一类主要的建构尝

试就是立面景窗的策略性的位置，以及利用

夯土厚墙的深度与阴影关系，调控凸窗与凹

窗之间的过渡空间，以及身体家具和门窗开

启的动态关系。

就建构而言，松阳平田四合院的重建是

土与砖以及木与钢的构造尝试，也是和工匠

学习进而建立共识的工作记录。开工前两个

月从杉木备料开始，4 个塘后的木匠已经在

附近的祠堂里开始锯凿削刨，把所有的木架

构构件准备齐全用毛笔标示分类，柱、梁仿

斗、檩条、椽子井然有序而清楚排列。宅基

地上，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外围可用的夯土墙。

不堪使用的腐朽木料放火一烧，百年的老宅

只剩下空荡的地块加上天井的石基，以及四

周高高一圈残存的夯土厚墙。来回踏步在宅

基地上估量着房间的尺度，地底下还感觉到

大火后土壤的余温，等待新建筑生命的开启。

屋架木构造完成还没上瓦的那一刻，是建筑

空间最令人振奋的时候。未完成的材质编织

提供我们无尽的建筑想象，屋架和檩条的骨

架框出了空间的尺度与形貌，透过一根根椽

子看到的蓝天光影显得特别的立体
[9-10]

。

在最近几年不同工地的建造过程里，从

备料整地和钢构造的落柱上梁、混凝土楼板

的浇灌，到土构造的砌墙整土、上瓦隔间和

门窗铺地，基本上是铁匠和木匠师傅以及土

石师傅，几个建构系统的交互配合，加上村

里临时工人挑土搬石的劳动力。对于不完全

看施工图的师傅，我们将所有部位的图纸模

型打印出来一片片墙体和一个个窗子地解

释、放样。除了仰赖微信的施工管理与沟通，

更必须依靠现场频繁的设计调整，而正因为

乡村与小规模营建工程发包体系的非常规，

乡建也提供了建构尝试必要的空间与时间。

9  叙事公共空间 (Didactic Naratives)
美国的地理学者那仲良提出中国的村落

是一种叙述教化的空间，也就是一种述说儒

家伦理教化故事的社区空间
[11-12]

。村落内从

祠堂里的木刻雕花到家宅里的对联匾额，讲

述的都是忠孝节义与兄友弟恭的儒家伦理。

徽州棠越村口 13 个牌坊沿着道路延伸到田

野，每个牌坊都是一个教化的空间叙事，一

种集体历史记忆的公共空间。江南村口的亭

子常常是很重要的公共空间，望兄亭或望夫

亭多半有个兄友弟恭或者夫妇的叙事。这种

带叙事意义的公共空间，代表一种儒家意识

的宗族关系，同时也是一种赋予空间意义的

社会过程。

当代建筑师从事的乡村建设，或替投资

者设计精致的民宿空间，或诠释领导的意志

改善乡村的建筑环境。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筑

师是否能把握机会，把公共空间的设计同时

转化为一种小区意义成型的社会过程？是否

可以通过对空间形式与日常生活对场所的理

解与掌握，甚至村民和持份者参与的营建过

程，让这些村落空间成为叙事的村落空间？

松阳平田村的四合院民宿餐厅，周边

的茶亭、农产品陈列馆，以及后面的舞台，

都是结合民宿与小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也

是让旅客与村民共享叙事空间的尝试 ( 图

11~14)。松阳界首村沿着松荫溪逐渐发展

的老街，沿着这条老街有牌坊、宗祠、古宅

商铺，还有村中心的禹王庙和庙前戏台，都

是记载村民集体记忆的叙事空间。我们负责

修建的会堂是庙前戏台的旧址，设计将长

方形会堂背后的立面打开， 会堂后面设计了

小区广场， 将老街的城市空间一路延展到溪

畔。会堂前后打开之后成为一个纵向的公共

通道，也可以是村民的结婚礼堂或者定期的

农产品交易场，也可以是游客的休息点，成

为一个村民和游客的叙事空间
[13-14]

。

香港菜园村的重建是一个动迁建村的故

事，也是一个大尺度的叙事空间，规划过程

一路的想法都是让这个过程具有生态意识、

公共性和参与性。规划时村民同意把部分宅

基地平均分配集中作为公田；也保留原来的

树林和鱼塘，除了山涧流入村子的自然水，

也希望将各家排出的灰水循环干净后用来灌

溉。我们也利用香港建筑双年展和村民一起

建造了一个生态亭，展览完将其拆除带回，

希望变成未来的村亭。经过 6 年的奋斗，房

子盖好了，但是它建筑的生命才开始。一种

环境发展的架构：住宅、花架、遮棚、菜园，

可以有一种有机关系，成为未来形式发展的

逻辑和容许成长的模式。我们现在还继续地

参与改善村子的环境，利用种树和公田灌溉

9  平田村四合院构造系统

10  王屋山小有河民宿钢构和夯土

11

14

12

13

的策略发展邻里空间，鼓励座椅植栽以及自

发的构造方式
[15]
。

无论是香港或是松阳，我们希望每一个

乡村都是开放的、也是真实的空间环境，没

有门票，更不是地产项目。我们希望的乡建

是有公共性的与生活性的，无论是民宿或是

旅游产品，除了旅客的乡村体验，村民和他

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乡村的主体。

策略 (Strategy)
10  针灸与触媒 (Acupuncture Catalyst)

过去 30 年中国城乡在旧城改造过程中，

基本上都是用全盘拆除、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蓝图的方法。针灸的设计其实是一种比喻，

相对于重新来过的全盘规划，让我们面对新

老并存的城乡问题时改变策略，在接受现状

的前提下寻找关键点突破，而发展一种逐步

改善现状的整体策略。如果设计者如同下一

盘棋一样，有一个整体的愿景又能看准现实

的突破点，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机会调

整策略，就是一种更进步而又有效务实的做

法。传统的村庄中，历史的肌理与文脉多半

还在，即使有些地方被破坏了，另外一些地

方还会有很清楚的秩序。对于乡村的环境改

善，应该推广的不是过去全盘推翻重新建设

的新农村政策，而是在既有环境里找出原有

的隐藏秩序和关键问题，针灸式地进行改善。

好像看病一样，诊断哪里长瘤要替切换，哪

些地方可以把它修复起来或者打通经脉。

针灸要有策略，抓一个时机就做一件事

11  平田村四合院加建
12  平田村四合院与茶亭广场

13  平田村民与空间营建
14  平田村农业展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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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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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针灸的方法除了评估村庄中哪些是最急

近的、最需要改变的，也要判断哪些地方是

最容易改变的，而这两个结果往往不一定是

一致的。针灸的乡建需要见机行事，很多时

候你需要时机等各方面的配合，你看到一个

迫切需要改变的但是现在改变不了，就先摆

着以后再做。反而是看到另外一些容易改变

的、花最少力气就可以改变好的先做
[16-17]

。

和针灸设计方法一体两面的，是一种触

媒的设计效果，就是你完成了一个设计会产

生一种改变，因为会带动下一个设计。譬如

界首的会堂改造设计带动了后广场和对面禹

王宫还有隔壁震东女子学校的整建；也因为

会堂的改造我参与了卓庐的整建设计，而卓

庐的新空间又成为村里下一波改变的触媒

( 图 15、16)。一方面因为成功的设计让大家

看到了空间改变的力量，因此开启下一个改

造的可能；同时也因为空间改变以后形成新

的社区或产业关系的可能性，空间的改变成

为了一种社会改变的触媒。

11  点线与网络 (Point line and Network)
如果乡村的建设是一盘棋，在一个整体

的愿景下不断地寻找机会调整策略，那么乡

建的第一步就是现实而有效地找到第一个设

计的切入点。能够看准第一个突破点完成一

个好设计，就能够找到村子里的下一个设计

点；在一个村子里设计完成了两三个点，就

自然地形成一条线，逐步地由点连成线，形

成一种崭新的空间感受与网络 。
松阳四都乡的塘后村藏在平田村再进去

的山谷里，因为是偏远山村而保存了很好

的山水格局。虽然建筑老旧待修，但我们

也觉得应该避免大兴土木，破坏它原有的宁

静。村山顶平台上有一栋老旧建筑是原来的

小学，村小迁校后成为村办公室，近年也破

旧不用了，剩下一栋空屋和它前面的一片菜

地。我几次经过山顶的这栋房子和对面的一

片菜地，觉得场地感非常好，就建议村里可

以在村头和村后分别建立一个公共性的建筑

或广场。这样一前一后的改变，可以不影响

村子中老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利用村后

的这栋房子作为简易的旅客活动空间。前年

乡里规划要复兴一条从后山进到村里的老驿

道，就决定将这栋房子改建为住宿和活动的

驿站。于是我帮他们进行了驿站民宿的改造

设计，也开始规划村子里有哪些空间资源和

问题需要改善。村中有 9 口古井和几棵古樟

树，古井和樟树周边可以整理出简单的社区

空间，村中心老人聚集聊天的地点可以改善

发展为一个平台。我们从村头和村尾开始，

让它们成为游客和村民都容易体验的场所，

由几个点让村里的空间得到局部的改善。我

们就这样用轻微的方式介入村子，逐渐找到

了可以开启的点、线和网络 ( 图 17)。
在一个村的层级上，从两三个小广场、

驿站、亭子，可以逐渐变成有六七个点的几

条线和网路。用更宽广的乡的尺度来看，几

个村之间又何尝不是点和点关系呢？村与村

之间都是走路半个小时或者开车 10 分钟的

距离。如果住平田的旅客可以去塘后爬山，

去塘后驿道的人也可以到平田吃饭，那么四

都乡的陈家铺、塘后、平田、西坑可以形成

另一个层级的网络关系，甚至有电动的穿梭

小车巴士可以经过每个村子，也是在另一种

尺度上将村民生活、经济与旅游串联的触媒

的改变方式。针灸触媒和点与线的城乡策略

在大城市往往显得更为有效：2016 年北京

设计周配合 UED 的策划，我们在苇坑胡同

改造的理想国社区书店，就成功地成为那年

秋天什刹海社区点线网络的文化和空间触 

媒
[18]( 图 18)。

12  一种城乡策略 (An Urban-Rural Strategy)
30 多年前在台湾澎湖的小渔村，我开

始了建筑学习生涯的第一栋四合院测绘。这

几年我分别在松阳和济源、北京和香港以及

澳门，展开了建筑师生涯首次四合院改造

和村落建设的工作。在这 30 年期间，也是

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时代 

洪流。

过去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在

高密度的城市做有四合院尺度感的多层建

筑，我称之为“都市合院主义”。“都市合院

主义”其实就是想让大建筑变成一种小建筑

的序列空间关系，想在当代城市里恢复一种

居住和自然基本的关系，发展一个有尺度、

绿色与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原型。我一直想在

多层里做一个“人本尺度”的建筑系统，也

梦想能在一个高层建筑群里，让我实验一种

三维城市公共院落序列的住宅系统。多年来

我一直拿四合院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作为一

种理想的历史原型，想在大尺度的建筑里重

建这种小尺度而保持自然关系的空间状态；

突然之间在这几年，我回过头来开始陆续

在乡下设计传统语境下的四合院，参与建设

我原来认为理想的四合院空间原型与建筑状

态。这样来回兜了一圈，做来做去我们在追

求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建筑师的一种城乡 

策略：

当今我们面对千篇一律、几乎无可救药

的超大城市，建筑师和市民都已经失去了城

市空间的尺度感、场所感和材质感；然而在

今天的部分乡村，我们还能够找回这些失去

的尺度与自然，或者说找到一种建筑的基本

空间状态，以及建筑与人和自然地景的关系。

当设计者有机会再度设计一个有尺度感的建

筑的刹那，对建筑师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设

计练习和感知的重建，也是帮助那些去乡村

旅游的都市人重新拾回他们忘掉或者从来不

知道的建筑尺度。除了空间，建筑更应该思

考能如何协助乡村带进小尺度的新产业，提

供更多的就业让年轻人留下来；同时也思考

如何让城里旅游的人也成为乡下人，通过住

宿与生活参与到乡村的公共活动中。

乡建除了保护、改善和重建乡村的建筑

与社会生活，我们是否也可以开始将乡建重

建的知识与方法带回城市，重新在大城市的

街巷里弄之间建立一个点，一条线，和一种

有场所、尺度与社区感的空间网路？我们没

办法改变大城市的规划与市场规律，但是我

们也许能够通过乡村，将这种建筑的尺度感

带回城市。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再度走在城

市街巷的时候，可以开始拾回建筑原本应有

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便是人本和尺度的价

17  塘后村点 -线 -面的规划策略 18  城乡策略，北京什刹海苇坑胡同的社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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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针灸的方法除了评估村庄中哪些是最急

近的、最需要改变的，也要判断哪些地方是

最容易改变的，而这两个结果往往不一定是

一致的。针灸的乡建需要见机行事，很多时

候你需要时机等各方面的配合，你看到一个

迫切需要改变的但是现在改变不了，就先摆

着以后再做。反而是看到另外一些容易改变

的、花最少力气就可以改变好的先做
[16-17]

。

和针灸设计方法一体两面的，是一种触

媒的设计效果，就是你完成了一个设计会产

生一种改变，因为会带动下一个设计。譬如

界首的会堂改造设计带动了后广场和对面禹

王宫还有隔壁震东女子学校的整建；也因为

会堂的改造我参与了卓庐的整建设计，而卓

庐的新空间又成为村里下一波改变的触媒

( 图 15、16)。一方面因为成功的设计让大家

看到了空间改变的力量，因此开启下一个改

造的可能；同时也因为空间改变以后形成新

的社区或产业关系的可能性，空间的改变成

为了一种社会改变的触媒。

11  点线与网络 (Point line and Network)
如果乡村的建设是一盘棋，在一个整体

的愿景下不断地寻找机会调整策略，那么乡

建的第一步就是现实而有效地找到第一个设

计的切入点。能够看准第一个突破点完成一

个好设计，就能够找到村子里的下一个设计

点；在一个村子里设计完成了两三个点，就

自然地形成一条线，逐步地由点连成线，形

成一种崭新的空间感受与网络 。
松阳四都乡的塘后村藏在平田村再进去

的山谷里，因为是偏远山村而保存了很好

的山水格局。虽然建筑老旧待修，但我们

也觉得应该避免大兴土木，破坏它原有的宁

静。村山顶平台上有一栋老旧建筑是原来的

小学，村小迁校后成为村办公室，近年也破

旧不用了，剩下一栋空屋和它前面的一片菜

地。我几次经过山顶的这栋房子和对面的一

片菜地，觉得场地感非常好，就建议村里可

以在村头和村后分别建立一个公共性的建筑

或广场。这样一前一后的改变，可以不影响

村子中老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利用村后

的这栋房子作为简易的旅客活动空间。前年

乡里规划要复兴一条从后山进到村里的老驿

道，就决定将这栋房子改建为住宿和活动的

驿站。于是我帮他们进行了驿站民宿的改造

设计，也开始规划村子里有哪些空间资源和

问题需要改善。村中有 9 口古井和几棵古樟

树，古井和樟树周边可以整理出简单的社区

空间，村中心老人聚集聊天的地点可以改善

发展为一个平台。我们从村头和村尾开始，

让它们成为游客和村民都容易体验的场所，

由几个点让村里的空间得到局部的改善。我

们就这样用轻微的方式介入村子，逐渐找到

了可以开启的点、线和网络 ( 图 17)。
在一个村的层级上，从两三个小广场、

驿站、亭子，可以逐渐变成有六七个点的几

条线和网路。用更宽广的乡的尺度来看，几

个村之间又何尝不是点和点关系呢？村与村

之间都是走路半个小时或者开车 10 分钟的

距离。如果住平田的旅客可以去塘后爬山，

去塘后驿道的人也可以到平田吃饭，那么四

都乡的陈家铺、塘后、平田、西坑可以形成

另一个层级的网络关系，甚至有电动的穿梭

小车巴士可以经过每个村子，也是在另一种

尺度上将村民生活、经济与旅游串联的触媒

的改变方式。针灸触媒和点与线的城乡策略

在大城市往往显得更为有效：2016 年北京

设计周配合 UED 的策划，我们在苇坑胡同

改造的理想国社区书店，就成功地成为那年

秋天什刹海社区点线网络的文化和空间触 

媒
[18]( 图 18)。

12  一种城乡策略 (An Urban-Rural Strategy)
30 多年前在台湾澎湖的小渔村，我开

始了建筑学习生涯的第一栋四合院测绘。这

几年我分别在松阳和济源、北京和香港以及

澳门，展开了建筑师生涯首次四合院改造

和村落建设的工作。在这 30 年期间，也是

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时代 

洪流。

过去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在

高密度的城市做有四合院尺度感的多层建

筑，我称之为“都市合院主义”。“都市合院

主义”其实就是想让大建筑变成一种小建筑

的序列空间关系，想在当代城市里恢复一种

居住和自然基本的关系，发展一个有尺度、

绿色与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原型。我一直想在

多层里做一个“人本尺度”的建筑系统，也

梦想能在一个高层建筑群里，让我实验一种

三维城市公共院落序列的住宅系统。多年来

我一直拿四合院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作为一

种理想的历史原型，想在大尺度的建筑里重

建这种小尺度而保持自然关系的空间状态；

突然之间在这几年，我回过头来开始陆续

在乡下设计传统语境下的四合院，参与建设

我原来认为理想的四合院空间原型与建筑状

态。这样来回兜了一圈，做来做去我们在追

求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建筑师的一种城乡 

策略：

当今我们面对千篇一律、几乎无可救药

的超大城市，建筑师和市民都已经失去了城

市空间的尺度感、场所感和材质感；然而在

今天的部分乡村，我们还能够找回这些失去

的尺度与自然，或者说找到一种建筑的基本

空间状态，以及建筑与人和自然地景的关系。

当设计者有机会再度设计一个有尺度感的建

筑的刹那，对建筑师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设

计练习和感知的重建，也是帮助那些去乡村

旅游的都市人重新拾回他们忘掉或者从来不

知道的建筑尺度。除了空间，建筑更应该思

考能如何协助乡村带进小尺度的新产业，提

供更多的就业让年轻人留下来；同时也思考

如何让城里旅游的人也成为乡下人，通过住

宿与生活参与到乡村的公共活动中。

乡建除了保护、改善和重建乡村的建筑

与社会生活，我们是否也可以开始将乡建重

建的知识与方法带回城市，重新在大城市的

街巷里弄之间建立一个点，一条线，和一种

有场所、尺度与社区感的空间网路？我们没

办法改变大城市的规划与市场规律，但是我

们也许能够通过乡村，将这种建筑的尺度感

带回城市。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再度走在城

市街巷的时候，可以开始拾回建筑原本应有

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便是人本和尺度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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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松阳四合院的二楼多是低矮的阁楼，我们将

二楼的屋顶高度向上提高了 1 m，传统四合院的阁楼

瞬间变为开敞的主屋与厢房。我们也打破了传统坡顶

的形制，刻意地调整桁架和檩条构造，把后侧的瓦顶

翻折成为天窗，将南面的阳光带入二楼的厅堂。

利用夯土墙和木檩条的材料和立面视觉转换，我

们在二楼打开了较多的窗户取景、采光和通风，立面

的语汇也微妙地加入了现代的修辞。40 cm 的厚墙为

立面窗户回应环境与调节光线提供了多种选择：立面

退缩的阴影、外推窗扇的背靠、室内延伸的窗台、控

制取景与遮光的斜角墙身。

建筑的西北角面对绵延的山峰和村口的古杉木，

迎着上山步道的角窗是四合院最醒目的视觉焦点：二

楼的大窗取景，长窗通风，低窗则在室内把身体带到

地板；向西延伸的水平木窗也同时把视线从天人合一

的山景，逐渐带向村子日常的屋瓦小院。一楼的角窗

顺着立面垂直拉下来，特意压低后水平向转成土墙质

地，把柔和的自然光线进一步带入室内的中间部分。

5 西侧院/东厢房

就形态来说，平田四合院的左右两侧和后面的部

分加建都是配合功能和基地状态所做的不同方式的延

伸：看山观水的西侧院、厕所储藏的东厢房和生火烹

食的后院。有趣的是，这三种不同的生活需求与建筑

形态的延伸，又巧妙地反应并配合了四合院外围山地

的排水需求。

主屋的后面到挡土墙之间 4 m 进深的后院，加

盖了厨房以后，屋顶成为二层的平台广场，原来室

外的挡土墙和溪水的排水沟，变成了室内厨房的洗

涤供水和排水。东厢房的加建是施工期间才有的设

计变更，原来挡土墙旁边是个牛棚，倒塌后填高了

土丘。为了加建厕所和储存空间，我们挖开土丘， 再

以屋顶覆土的方式保持了东侧四合院与道路原有的

地形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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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茶室内景

11. 西侧院分解图

12. 屋顶平面图

13. 西立面图

14. 剖面图

15. 西北角窗

16. 北立面

10. Interior of the Teahouse

11. Explosive drawing of the west courtyard

12. Roof plan

13. West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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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松阳四合院的二楼多是低矮的阁楼，我们将

二楼的屋顶高度向上提高了 1 m，传统四合院的阁楼

瞬间变为开敞的主屋与厢房。我们也打破了传统坡顶

的形制，刻意地调整桁架和檩条构造，把后侧的瓦顶

翻折成为天窗，将南面的阳光带入二楼的厅堂。

利用夯土墙和木檩条的材料和立面视觉转换，我

们在二楼打开了较多的窗户取景、采光和通风，立面

的语汇也微妙地加入了现代的修辞。40 cm 的厚墙为

立面窗户回应环境与调节光线提供了多种选择：立面

退缩的阴影、外推窗扇的背靠、室内延伸的窗台、控

制取景与遮光的斜角墙身。

建筑的西北角面对绵延的山峰和村口的古杉木，

迎着上山步道的角窗是四合院最醒目的视觉焦点：二

楼的大窗取景，长窗通风，低窗则在室内把身体带到

地板；向西延伸的水平木窗也同时把视线从天人合一

的山景，逐渐带向村子日常的屋瓦小院。一楼的角窗

顺着立面垂直拉下来，特意压低后水平向转成土墙质

地，把柔和的自然光线进一步带入室内的中间部分。

5 西侧院/东厢房

就形态来说，平田四合院的左右两侧和后面的部

分加建都是配合功能和基地状态所做的不同方式的延

伸：看山观水的西侧院、厕所储藏的东厢房和生火烹

食的后院。有趣的是，这三种不同的生活需求与建筑

形态的延伸，又巧妙地反应并配合了四合院外围山地

的排水需求。

主屋的后面到挡土墙之间 4 m 进深的后院，加

盖了厨房以后，屋顶成为二层的平台广场，原来室

外的挡土墙和溪水的排水沟，变成了室内厨房的洗

涤供水和排水。东厢房的加建是施工期间才有的设

计变更，原来挡土墙旁边是个牛棚，倒塌后填高了

土丘。为了加建厕所和储存空间，我们挖开土丘， 再

以屋顶覆土的方式保持了东侧四合院与道路原有的

地形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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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侧院分解图

12. 屋顶平面图

13. 西立面图

14. 剖面图

15. 西北角窗

16. 北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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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est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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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陽雙村紀：空間針灸與城鄉建構
王維仁建築設計研究室

圖片提供：王維仁建築設計研究室

作品論述

界首村空間針灸策略五帖

界首村位於松陰溪流域北側，是古驛道進入松陽交界的第一個村

落，故名界首。界首由於土地肥沃農業發達加上地理位置的優勢，

歷史上就是松陽平原周邊一個富庶的村落。明清時期貿易的發展，

讓界首逐漸沿著松陰溪畔發展出一條繁榮的商舖街，和沿街的牌坊

與重要的公共建築。

這兩年配合松陽縣的歷史村落的保護與修復，王維仁建築研究室

沿著界首老街由北到南，透過對大會堂的修復重建開始、將設計延

伸到背後的溪畔廣場與兩側的公共空間。經由對會堂原址禹王宮戲

台的考證，設計團隊繼而受邀設計對面禹王宮的遺址花園，確認了

禹王宮與側殿的遺址位置，將規劃延展到南北兩端的劉家祠堂與震

東女子學堂周邊。

這兩年期間，團隊同時陸續的對老街一側的四合院宅邸如居易

堂，與東側的卓廬四合院空間，進行了空間的研究和再利用設計，

以及老街南側地景复育與遊客站亭的設計。這一系列對界首村公共

建築進行的針灸式的改造，期望在帶動界首文化生態旅遊的同時，

更能進一步的改善村民的公共空間，形成社區共識。

之一。大會堂敘事

村剖面空間：通廊、廣場和戲台

設計藉由保存更新七零年代末的文革歷史建築，重建界首村明清

以來禹王廟、戲台、驛道與松蔭溪的象徵關係。除了修復更新原有

的木桁架大跨距會堂，設計更打開了會堂前後的建築立面，透過植

入通透的現代材料，建立了界首村縱向聚落老街與水岸山景的橫向

連結，將會堂空間轉化成為嶄新的城市空間剖面。經由會堂建築背

立面開間退縮，空間經驗前後反轉，在背立面形成新的建築前廊，

彰顯面對鬆蔭溪的廣場與地景聯繫。透過強化建築兩側的磚牆深

度，設計凸顯空間內外展示窗的雙面個性，強化建築的空間敘事的

潛力。新的會堂建築，不但意圖成為村民日常生活與旅遊共織的公

共空間，更希望成為修補不同歷史階段的建築痕跡與村民集體記憶

的橋樑。

之二。禹王宮敘事

禹王宮座東向西面對鬆陰溪，與驛道老街對面戲台共同構為界首

歷史村落的空間核心；村民的日常活動與逢年過節的民俗慶典，更

是界首村的集體歷史記憶。大火之後荒廢多年的禹王宮廢墟，在界

首歷史與公共空間的重建中，再度得到了政府和設計團隊的重視。

設計經由對禹王宮遺址柱礎台基的勘查測繪，以及民俗繪畫的紀錄

和口述訪談，利用輕材質的鋪面玻璃與架構，引發村民與訪客對當

年禹王宮繁華榮景的想像，以含蓄暗示的方式描繪失去的歷史建

築，也同時維繫了古蹟廢墟的空間與時間距離美感。設計同時計畫

整建利用殘留的側殿與廂房，作為禹王宮的歷史展覽館，彰顯界首

村的文化與生活記憶。

之三。四合院敘事

居易堂、祠堂、牌坊和驛道老街

設計藉由對居易堂、劉家祠堂等四合院歷史建築的展示設計，更

新聚落肌理的內部設施，開放內向性的院落成為公共空間，結合線

性的老街驛道，成為城市空間的一個整體。沿著和松陰溪平行發展

而成的驛道老街，店鋪與序列的牌坊，襯托沿街配置的禹王廟、戲

台、祠堂與四合院大宅。居易堂是松陽平原仕紳家族典型的兩進雙

層式大院，除了灰瓦白牆與木雕精美的院落與閣樓，還有街坊素人

畫家劉為朝老先生的畫作，敘述界首日常的歷史與文化地理。

之四。卓廬敘事

水院、天井、迴廊和苔庭

卓廬為民國年間劉氏家族的四合院宅邸後增建的五開間院落。鄉

紳主人劉德元為震東女子學堂首任校長，在他留存的赤溪存草文集

裡，透過文字詳細描述了傳統文人建宅過程中，對環境的感知，以

及對建構技術的思考。卓廬的空間表達了簡潔的民初建築風格，二

層的四合院和周邊的迴廊遠眺周邊山景 。改建的若家民宿設計維

持了一層性格鮮明的長方形垂直內院，在兩個對稱的小庭引入了一

對鏡面水體；透過住房的前門與後窗，前水院的光影與後花園的推

山苔庭，連成一個連續的空間整體。設計同時透過側入口的門廳，

天井的光影與外庭的大樹與門廊，讓卓廬院落的內與外成為界首公

共空間系統的重要節點。

之五 。雙坡亭敘事

花海、茶園、旅站與田園地景修復

設計將界首村被砂石盜採破壞的河岸地貌，復育為帶動旅遊產業

的花海地紋。建築在水平的地景肌理之間遊走移動，經由陂頂收分

的變化，營造兩個長條形基本量體的形態對話。建築以原有的茶園

線型農舍出發，轉化成為旅客的接待與服務設施，延續後側周邊的

農業地景；進而建構了另一個反坡上揚的觀景花亭，將視線延伸向

前方的花海地景與松蔭溪對岸的山形。透過對建築之間四棵大樹的

保育，兩棟外向性的長型量體對內界定了一個相對內向性的庭院， 
如同茶園艷陽沙漠當中鳥語水聲的樹蔭綠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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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論述

界首村空間針灸策略五帖

界首村位於松陰溪流域北側，是古驛道進入松陽交界的第一個村

落，故名界首。界首由於土地肥沃農業發達加上地理位置的優勢，

歷史上就是松陽平原周邊一個富庶的村落。明清時期貿易的發展，

讓界首逐漸沿著松陰溪畔發展出一條繁榮的商舖街，和沿街的牌坊

與重要的公共建築。

這兩年配合松陽縣的歷史村落的保護與修復，王維仁建築研究室

沿著界首老街由北到南，透過對大會堂的修復重建開始、將設計延

伸到背後的溪畔廣場與兩側的公共空間。經由對會堂原址禹王宮戲

台的考證，設計團隊繼而受邀設計對面禹王宮的遺址花園，確認了

禹王宮與側殿的遺址位置，將規劃延展到南北兩端的劉家祠堂與震

東女子學堂周邊。

這兩年期間，團隊同時陸續的對老街一側的四合院宅邸如居易

堂，與東側的卓廬四合院空間，進行了空間的研究和再利用設計，

以及老街南側地景复育與遊客站亭的設計。這一系列對界首村公共

建築進行的針灸式的改造，期望在帶動界首文化生態旅遊的同時，

更能進一步的改善村民的公共空間，形成社區共識。

之一。大會堂敘事

村剖面空間：通廊、廣場和戲台

設計藉由保存更新七零年代末的文革歷史建築，重建界首村明清

以來禹王廟、戲台、驛道與松蔭溪的象徵關係。除了修復更新原有

的木桁架大跨距會堂，設計更打開了會堂前後的建築立面，透過植

入通透的現代材料，建立了界首村縱向聚落老街與水岸山景的橫向

連結，將會堂空間轉化成為嶄新的城市空間剖面。經由會堂建築背

立面開間退縮，空間經驗前後反轉，在背立面形成新的建築前廊，

彰顯面對鬆蔭溪的廣場與地景聯繫。透過強化建築兩側的磚牆深

度，設計凸顯空間內外展示窗的雙面個性，強化建築的空間敘事的

潛力。新的會堂建築，不但意圖成為村民日常生活與旅遊共織的公

共空間，更希望成為修補不同歷史階段的建築痕跡與村民集體記憶

的橋樑。

之二。禹王宮敘事

禹王宮座東向西面對鬆陰溪，與驛道老街對面戲台共同構為界首

歷史村落的空間核心；村民的日常活動與逢年過節的民俗慶典，更

是界首村的集體歷史記憶。大火之後荒廢多年的禹王宮廢墟，在界

首歷史與公共空間的重建中，再度得到了政府和設計團隊的重視。

設計經由對禹王宮遺址柱礎台基的勘查測繪，以及民俗繪畫的紀錄

和口述訪談，利用輕材質的鋪面玻璃與架構，引發村民與訪客對當

年禹王宮繁華榮景的想像，以含蓄暗示的方式描繪失去的歷史建

築，也同時維繫了古蹟廢墟的空間與時間距離美感。設計同時計畫

整建利用殘留的側殿與廂房，作為禹王宮的歷史展覽館，彰顯界首

村的文化與生活記憶。

之三。四合院敘事

居易堂、祠堂、牌坊和驛道老街

設計藉由對居易堂、劉家祠堂等四合院歷史建築的展示設計，更

新聚落肌理的內部設施，開放內向性的院落成為公共空間，結合線

性的老街驛道，成為城市空間的一個整體。沿著和松陰溪平行發展

而成的驛道老街，店鋪與序列的牌坊，襯托沿街配置的禹王廟、戲

台、祠堂與四合院大宅。居易堂是松陽平原仕紳家族典型的兩進雙

層式大院，除了灰瓦白牆與木雕精美的院落與閣樓，還有街坊素人

畫家劉為朝老先生的畫作，敘述界首日常的歷史與文化地理。

之四。卓廬敘事

水院、天井、迴廊和苔庭

卓廬為民國年間劉氏家族的四合院宅邸後增建的五開間院落。鄉

紳主人劉德元為震東女子學堂首任校長，在他留存的赤溪存草文集

裡，透過文字詳細描述了傳統文人建宅過程中，對環境的感知，以

及對建構技術的思考。卓廬的空間表達了簡潔的民初建築風格，二

層的四合院和周邊的迴廊遠眺周邊山景 。改建的若家民宿設計維

持了一層性格鮮明的長方形垂直內院，在兩個對稱的小庭引入了一

對鏡面水體；透過住房的前門與後窗，前水院的光影與後花園的推

山苔庭，連成一個連續的空間整體。設計同時透過側入口的門廳，

天井的光影與外庭的大樹與門廊，讓卓廬院落的內與外成為界首公

共空間系統的重要節點。

之五 。雙坡亭敘事

花海、茶園、旅站與田園地景修復

設計將界首村被砂石盜採破壞的河岸地貌，復育為帶動旅遊產業

的花海地紋。建築在水平的地景肌理之間遊走移動，經由陂頂收分

的變化，營造兩個長條形基本量體的形態對話。建築以原有的茶園

線型農舍出發，轉化成為旅客的接待與服務設施，延續後側周邊的

農業地景；進而建構了另一個反坡上揚的觀景花亭，將視線延伸向

前方的花海地景與松蔭溪對岸的山形。透過對建築之間四棵大樹的

保育，兩棟外向性的長型量體對內界定了一個相對內向性的庭院， 
如同茶園艷陽沙漠當中鳥語水聲的樹蔭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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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村空間建構策略

松陽的四都鄉山區除了平田村，沿著蜿蜒的山陵線還有塘后、西坑和

陳家鋪幾個聚落。不同於平地村的灰瓦白牆和整齊的聚落佈局，松陽的

山村一般是沿著山坡地形發展的型態，沿著村口逐級而上， 除了夯土

房子還有穿過村里的山溪和山頭的菜園，以及谷地里大片的竹林。每個

村子都對著層層的山峰和深不見底的山谷，每個村子的風水，除了村後

和的山頭和左右青龍白虎的山勢，還有村前溪谷與水口龍穴，加上周邊

豐富的林木和山產，成為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生態體系。

經由縣里保護古村建築與社區活化政策的推動，平田村的小江收購了

親戚們空置損毀的十來棟老房子，決定整修改建成休閒民宿。王維仁建

築工作室負責設計村子入口區塊的建築群。沿著不到半米寬的石塊路面

口逐級而上，設計包括入口右側江家的四合院祖宅和附屬建築，右後側

的茶亭和周邊的小廣場。

合院與開間

典型的南方四合院住宅，沿著中軸線從門廳到大堂一般是開敞連續的

公共空間，院子前後廳堂通風對流；主屋兩邊的臥室和院子兩側的廂

房，才由是以木牆分隔的私密空間。走近門廳後迎面當中的天井院子，

不但是藍天白雲和竹子山林的建築框景，更是日出日落與的日常作息，

與陰晴雨雪的季節變幻。

作為公共建築的四合院，拿掉木牆分隔後的四合院成為完全開敞的流

動空間，完全的彰顯了以樑柱間架的結構體係為主體的結構空間個性。

遊走在相對中性而連續的柱列空間之中，明間次間與前廳後堂，正當中

的院子光影與溫度的細微改變，成為空間與時間經驗的主要參考點。在

這樣的空間情境下，天井周邊出挑的屋瓦簷口與地面精緻的卵石紋理，

除了擔負遮蔭擋雨的環境功能之外，更成為處理建築與自然關係都必要

空間修辭。

改變為接待和餐廳功能的新四合院不再是住宅功能，打開隔牆以後呈

現完全中性的流動空間，公共與私密的空間屬性與起居臥榻的使用功能

成為次要，桌椅、櫃的傢俱是挑整空間功能屬性的唯一道具。在解放

了公共與私密的空間功能屬性後，除了穿斗式間架與檁條構築成的

結構秩序，還堅持著彰顯出主屋和門廳、廂房和過道的傳統空間區

分，院子的空間角色界定成為設計的第一個問題。

去功能後的新四合院應當如何彰顯當中的院子？圍合院子的木百

葉門扇是新加入的唯一建築元素，也是最重要空間表現。這一層門

扇強化了建築界定出的一片自然天地，是建築與自然之間邊界的協

商折衝：門扇的內外與開關之間，空間光影的區隔與通透，物理環

境通風與保溫，身體經驗的自然延伸。

建構與材料

在建構上，平田四合院的重建嘗試土與磚以及木與鋼的構造，是

我們團隊和工匠學習建立共識的工作記錄。傳統木構造的屋架和磚

土構造的外牆是兩個獨立分工的建構系統：穿斗式的桁架撐起檁

條屋架和椽子，屋頂上瓦提供遮蔭擋雨； 圍在屋架的外圈的厚牆

則是夯土構造，提供外牆的防風保溫與安全；院子的一圈內牆和隔

間，則是可以配合使用調整的木構造。

開工的前兩個月從杉木備料開始，四個木匠已經在附近的祠堂裡

開始鋸鑿削刨，把所有的木架構構建準備齊全用毛筆標示分類，柱

樑仿鬥檁條椽子井然有序而清楚排列。宅基地上，我們盡可能的保

留周邊可用的夯土牆。不堪使用的腐朽木料放火一燒，百年的老宅

只剩下空蕩的地塊加上天井的石基，以及四周高高一圈殘存的夯土

厚牆。來回踏步在宅基地上估量著房間的尺度，地底下還感覺到大

火後土壤的餘溫，等待新建築生命的開啟。屋架木構造完成還沒上

瓦的那一刻，表現了建築空間未完成的材質編織，屋架和檁條的骨

架框出了空間的尺度與形貌。

在將近一年的建造過程裡，從備料整地，木構造的落柱上樑，到

土構造的砌牆整土，上瓦隔間和門窗鋪地，基本上是木匠師傅和土

石師傅，兩個建構系統的交互配合，加上村里臨時工人挑土搬石的

大量勞動力。師傅是不看施工圖的，我們將所有部位的圖紙模型打

印出來，一片片牆體和一個個窗子解釋和放樣。在一年多的設計和

施工期間，我們工作室參與的是整營建過程，設計施工和施工設計。

村廣場和敘事空間

四合院一角的茶亭是進入村里廣場前必經的地標。亭子的正面看

下去就是四合院東側廂房覆土的屋頂，呈現了公共空間的廣場潛

力。中國的古村落是一種教化的敘事的空間，公共空間敘事的往往

是儒家和風水的生活論述。在平田四合院的重建中，最令我們振奮

的是在建造的過程裡逐漸浮現的，是四核院本身與周邊環境的公共

空間，以及村民參與的敘事，經由設計和施工期間村民的生活參

與，逐漸的完成了原來設計者對村落公共空間的想像投射。建築師

包攬設計監工，協調經費和指揮工種調度，和匠師村民們討論瓦磚

的鋪法和收邊。參與的工匠和村民們坐在廣場的大石邊，熱心的議

論新廣場和舊牛棚的改變，帶動了二十一世紀的社區民主：村民共

同敘事的公共空間。

就建構而言，松陽平田的四合院的重建是土與磚以及木與鋼的構

造嘗試，也是和工匠學習建立共識的過程。就空間而言，功能轉化

與調整隔間的四合院，彰顯了開間架構的結構空間本質，以及圍合

院落的正負空間關係。建築形態的左右兩側和後面的加建，是四合

院配合功能因應基地的變化延伸：看山觀水的西側院，服務儲藏的

東廂房，與生火烹食的後院，更巧妙的因應了周邊的石牆與水文。

一年多的建造結合了山村里雲、水、林、土的山氣，更帶動了周邊

公共空間的形成，再度開啟了村民參與空間敘事的傳統。

四合院餐廳取名山家清供，完工一年後江總找我，希望繼續設計

四合院周邊的幾棟小房子，把前邊原來的牛棚豬圈和後面的一棟房

子，改成酒窖、民宿和農產品展廳。我心中感覺這樣特別好，因為

原來我們想把平田村的公共空間，由點到面逐漸改善的意圖又向前

走了一步。

接著隔壁的塘后村，也找我們探討把村子後的舊村小改成驛站，

在村口修個村公社的構想。除了建築設計我也開始想著，松陽四都

鄉這幾個緊鄰的山村，可以如何的形成一種共享的合作體系：登山

驛道、單車徑、電瓶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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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鋪幾個聚落。不同於平地村的灰瓦白牆和整齊的聚落佈局，松陽的

山村一般是沿著山坡地形發展的型態，沿著村口逐級而上， 除了夯土

房子還有穿過村里的山溪和山頭的菜園，以及谷地里大片的竹林。每個

村子都對著層層的山峰和深不見底的山谷，每個村子的風水，除了村後

和的山頭和左右青龍白虎的山勢，還有村前溪谷與水口龍穴，加上周邊

豐富的林木和山產，成為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生態體系。

經由縣里保護古村建築與社區活化政策的推動，平田村的小江收購了

親戚們空置損毀的十來棟老房子，決定整修改建成休閒民宿。王維仁建

築工作室負責設計村子入口區塊的建築群。沿著不到半米寬的石塊路面

口逐級而上，設計包括入口右側江家的四合院祖宅和附屬建築，右後側

的茶亭和周邊的小廣場。

合院與開間

典型的南方四合院住宅，沿著中軸線從門廳到大堂一般是開敞連續的

公共空間，院子前後廳堂通風對流；主屋兩邊的臥室和院子兩側的廂

房，才由是以木牆分隔的私密空間。走近門廳後迎面當中的天井院子，

不但是藍天白雲和竹子山林的建築框景，更是日出日落與的日常作息，

與陰晴雨雪的季節變幻。

作為公共建築的四合院，拿掉木牆分隔後的四合院成為完全開敞的流

動空間，完全的彰顯了以樑柱間架的結構體係為主體的結構空間個性。

遊走在相對中性而連續的柱列空間之中，明間次間與前廳後堂，正當中

的院子光影與溫度的細微改變，成為空間與時間經驗的主要參考點。在

這樣的空間情境下，天井周邊出挑的屋瓦簷口與地面精緻的卵石紋理，

除了擔負遮蔭擋雨的環境功能之外，更成為處理建築與自然關係都必要

空間修辭。

改變為接待和餐廳功能的新四合院不再是住宅功能，打開隔牆以後呈

現完全中性的流動空間，公共與私密的空間屬性與起居臥榻的使用功能

成為次要，桌椅、櫃的傢俱是挑整空間功能屬性的唯一道具。在解放

了公共與私密的空間功能屬性後，除了穿斗式間架與檁條構築成的

結構秩序，還堅持著彰顯出主屋和門廳、廂房和過道的傳統空間區

分，院子的空間角色界定成為設計的第一個問題。

去功能後的新四合院應當如何彰顯當中的院子？圍合院子的木百

葉門扇是新加入的唯一建築元素，也是最重要空間表現。這一層門

扇強化了建築界定出的一片自然天地，是建築與自然之間邊界的協

商折衝：門扇的內外與開關之間，空間光影的區隔與通透，物理環

境通風與保溫，身體經驗的自然延伸。

建構與材料

在建構上，平田四合院的重建嘗試土與磚以及木與鋼的構造，是

我們團隊和工匠學習建立共識的工作記錄。傳統木構造的屋架和磚

土構造的外牆是兩個獨立分工的建構系統：穿斗式的桁架撐起檁

條屋架和椽子，屋頂上瓦提供遮蔭擋雨； 圍在屋架的外圈的厚牆

則是夯土構造，提供外牆的防風保溫與安全；院子的一圈內牆和隔

間，則是可以配合使用調整的木構造。

開工的前兩個月從杉木備料開始，四個木匠已經在附近的祠堂裡

開始鋸鑿削刨，把所有的木架構構建準備齊全用毛筆標示分類，柱

樑仿鬥檁條椽子井然有序而清楚排列。宅基地上，我們盡可能的保

留周邊可用的夯土牆。不堪使用的腐朽木料放火一燒，百年的老宅

只剩下空蕩的地塊加上天井的石基，以及四周高高一圈殘存的夯土

厚牆。來回踏步在宅基地上估量著房間的尺度，地底下還感覺到大

火後土壤的餘溫，等待新建築生命的開啟。屋架木構造完成還沒上

瓦的那一刻，表現了建築空間未完成的材質編織，屋架和檁條的骨

架框出了空間的尺度與形貌。

在將近一年的建造過程裡，從備料整地，木構造的落柱上樑，到

土構造的砌牆整土，上瓦隔間和門窗鋪地，基本上是木匠師傅和土

石師傅，兩個建構系統的交互配合，加上村里臨時工人挑土搬石的

大量勞動力。師傅是不看施工圖的，我們將所有部位的圖紙模型打

印出來，一片片牆體和一個個窗子解釋和放樣。在一年多的設計和

施工期間，我們工作室參與的是整營建過程，設計施工和施工設計。

村廣場和敘事空間

四合院一角的茶亭是進入村里廣場前必經的地標。亭子的正面看

下去就是四合院東側廂房覆土的屋頂，呈現了公共空間的廣場潛

力。中國的古村落是一種教化的敘事的空間，公共空間敘事的往往

是儒家和風水的生活論述。在平田四合院的重建中，最令我們振奮

的是在建造的過程裡逐漸浮現的，是四核院本身與周邊環境的公共

空間，以及村民參與的敘事，經由設計和施工期間村民的生活參

與，逐漸的完成了原來設計者對村落公共空間的想像投射。建築師

包攬設計監工，協調經費和指揮工種調度，和匠師村民們討論瓦磚

的鋪法和收邊。參與的工匠和村民們坐在廣場的大石邊，熱心的議

論新廣場和舊牛棚的改變，帶動了二十一世紀的社區民主：村民共

同敘事的公共空間。

就建構而言，松陽平田的四合院的重建是土與磚以及木與鋼的構

造嘗試，也是和工匠學習建立共識的過程。就空間而言，功能轉化

與調整隔間的四合院，彰顯了開間架構的結構空間本質，以及圍合

院落的正負空間關係。建築形態的左右兩側和後面的加建，是四合

院配合功能因應基地的變化延伸：看山觀水的西側院，服務儲藏的

東廂房，與生火烹食的後院，更巧妙的因應了周邊的石牆與水文。

一年多的建造結合了山村里雲、水、林、土的山氣，更帶動了周邊

公共空間的形成，再度開啟了村民參與空間敘事的傳統。

四合院餐廳取名山家清供，完工一年後江總找我，希望繼續設計

四合院周邊的幾棟小房子，把前邊原來的牛棚豬圈和後面的一棟房

子，改成酒窖、民宿和農產品展廳。我心中感覺這樣特別好，因為

原來我們想把平田村的公共空間，由點到面逐漸改善的意圖又向前

走了一步。

接著隔壁的塘后村，也找我們探討把村子後的舊村小改成驛站，

在村口修個村公社的構想。除了建築設計我也開始想著，松陽四都

鄉這幾個緊鄰的山村，可以如何的形成一種共享的合作體系：登山

驛道、單車徑、電瓶公車⋯

2 3

4

5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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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松陽的界首村和平田村是這兩年來我去的最多的兩個村子。平均

每一個月多從香港飛到溫州，再搭將近三個小時車到松陽縣城，然

後半個小時到村子。雖然舟車勞累，我卻樂此不疲，除了因為它們

是我多年來對傳統與現代空間，以及城鄉建築的探索實踐，更因

為我對村子周邊大山溪流與樹林田野的著迷。在這兩個村子裡，我

除了成為榮譽村民或鄉賢，更對傳統的土木的建構有了進一步的認

識，最重要的是，它們印證了我一向主張的，針灸式由點成面的城

鄉空間改造方法。（文：王維仁）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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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夯土牆

瓦片

木椽子

鋼結構

各層平面圖

南北向剖面圖 東西向剖面圖

1   餐廳門廳

2   正房天井

3   餐廳服務台

4   就餐大廳

5   側院天井

6   茶室

7   廚房

8   衛生間

9   儲藏間

10 二層平台

11 二層門廳

12 休息區

13 餐廳包廂

14 木平台

15 休息室

16 茶座區

17 操作間

1 門廳

2 天井

3 就餐大廳

4 廚房

5 休息區

1 服務台

2 就餐大廳

3 茶室

4 餐廳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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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CUPUNCTURE AND URBAN-RURAL ARCHITECTURE

松阳双村记
——空间针灸与城乡建构

撰文  王维仁  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

1 界首村空间针灸策略五帖

界首村位于浙江省松阳县松阴溪流域北侧，是古驿道进入松阳交界的第一个村落，故名界首。界首由于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加上

地理位置的优势，历史上就是松古平原周边的一个富庶村落。伴随明清时期贸易的发展，界首逐渐沿着松阴溪畔发展出一条繁荣的商铺

街，并建设了沿街牌坊与重要的公共建筑。

这两年为了配合松阳县历史村落的保护与修复，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的设计团队沿着界首老街由北到南，从对大会堂的修复重建

开始，将设计延伸到背后的溪畔广场与两侧的公共空间。设计团队继而受邀设计禹王宫对面的遗址花园，确认了禹王宫与侧殿的遗址位

置，将规划延展到南、北两端的刘家祠堂与震东女子学堂周边。

两年间，设计团队陆续对老街一侧的四合院宅邸如居易堂和东侧的卓庐四合院，进行了空间的研究和再利用设计，并做了老街南侧

地景复育与游客站亭的设计。通过这一系列对界首村公共建筑进行的由点成面的针灸式改造，期望在带动界首文化生态旅游的同时，更

能进一步改善村民的公共空间，并形成社区共识 。 

1.1 大会堂叙事 

设计借由保存并更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革历史建筑，重建界首村明清以来的禹王宫、戏台、驿道与松阴溪的象征关系。除

了修复及更新原有的木桁架大跨距会堂，更打开了会堂前后的建筑立面，透过植入通透的现代材料，建立了界首村纵向聚落老街与

水岸山景的横向连接，将会堂空间转化成为崭新的城市空间剖面。经由会堂建筑背立面开间退缩，使空间前后反转，在背立面形成

新的建筑前廊，彰显面对溪畔广场与地景的联系。透过强化建筑两侧的砖墙深度，凸显空间内外展示窗的双面个性，强化建筑空

间叙事的潜力。新的会堂建筑，不但意图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与旅游共织的公共空间，更希望成为修补不同历史阶段建筑痕迹与村民

集体记忆的桥梁。

1.2 四合院叙事

设计借由对居易堂、刘家祠堂等四合院历史建筑的展示设计，更新聚落肌理的内部设施，开放内向性的院落成为公共空间，结合线

性的老街驿道，与城市空间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沿着与松阴溪平行发展而成的老街驿道，店铺与序列的牌坊衬托出沿街配置的禹王宫、

[ 王维仁 ]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主持人；美国建筑师

学会、香港建筑师学会、都市设计学会会员；柏克莱加州大学建筑学

硕士、台湾大学土木系硕士及地质系学士。曾任香港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香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新竹交通大学、加拿大

蒙特利大学客座教授；美国 TAC 建筑师事务所协同主持人。其研究领

域为合院建筑形态演变、中国建筑与城市。

  乡村营造 /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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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村大会堂

业主：浙江省松阳县赤寿乡政府

建筑设计：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王维仁

设计团队：王维仁、王浩然、冯立

建筑面积：500m2

设计时间：2015.04~2016.04

施工时间：2016.10~2017.06

摄影：王浩然、冯立、江婧

界首村卓庐

业主：浙江省松阳县赤寿乡政府、卓庐若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王维仁

设计团队：王维仁、冯立

建筑面积：500m2

设计时间：2017.03~2017.05

施工时间：2017.04~2017.06

摄影：冯立

2

1

1 界首村大会堂入口

2 界首村总平面图

1 大会堂

2 禹王宫

3 居易堂

4 卓庐

5 双坡亭

1

5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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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4

3 界首村大会堂内部空间

4 界首村大会堂平面图

5 界首村大会堂剖面图

6 界首村大会堂沿河立面

7 界首村大会堂建造过程

8 界首村大会堂侧立面展示窗节点

9 界首村大会堂入口空间

10 界首村大会堂侧立面展示窗

7

1
3 2

1 禹王宫

2 大会堂

3 露天戏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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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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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10

14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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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3

17

a

a

a

a-a

b

b

b

b-b

18

1  50mm 留缝

2  黑色金属盖板

3  黑色金属板

4  钢化玻璃角钢固定

5  LED 灯带

6  木展板角钢固定，顶部带挂画槽

7  C 形钢梁

8  木过梁

9  实木遮光扇（可 180
。

开启）

10  铝合金窗（上悬窗）

11  木窗台

12  黑色金属泛水盖板

13  木板，可开启

14  黑色角钢

15  白色金属板

16  挂画槽

17  白色墙面

18  白色耐磨混凝土踢脚

10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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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祠堂与四合院大宅。居易堂是松阳平原士绅家族典型的两进双层

式大院，除了灰瓦白墙与木雕精美的院落与阁楼，还有街坊素人画家刘

为朝老先生的画作，共同叙述着界首日常的历史、文化与地理。

1.3 卓庐叙事

卓庐为民国年间在刘氏家族的四合院宅邸后增建的五开间院落。乡

绅主人刘德元为震东女子学堂首任校长，在他留存的《赤溪存草》文集

里详细描述了传统文人在建宅过程中，对环境的感知及对建构技术的思

考。卓庐的空间表达了简洁的民初建筑风格和特征，站在二层的四合院

和回廊，可以远眺周边山景。改建的若家民宿设计维持了一层性格鲜明

的长方形垂直内院，在两个对称的小庭中引入了一对镜面水体；透过住

房的前门与后窗，前水院的光影与后花园的推山苔庭构成一个连续的空

间整体。同时，通过侧入口的门厅、天井的光影、外庭的大树与门廊，

让卓庐院落的内与外成为界首公共空间系统的重要节点。

1.4 禹王宫叙事

禹王宫由东向西面对松阴溪，与驿道老街对面戏台共同构成界首

历史村落的空间核心；村民的日常活动与逢年过节的民俗庆典，更是界

首村的集体历史记忆。大火之后荒废多年的禹王宫废墟，在界首历史与

公共空间的重建中，再度得到了政府和设计团队的重视。设计经由对禹

王宫遗址柱础台基的勘查测绘，以及民俗绘画的记录和口述访谈，利用

11

12

1 苔庭

2 正堂

3 水庭

4 门厅

5 咖啡厅

1

5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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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轻质的铺面玻璃与架构，引发村民与访客对当年禹王宫繁华盛景的想象，以含蓄的方式描绘失去的历史建筑，也同时维

系了古迹废墟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美感。设计同时计划整建并利用残留的侧殿与厢房，作为禹王宫的历史展览馆，彰

显界首村的文化与生活记忆。

1.5 双坡亭叙事

设计将界首村被盗采砂石破坏的河岸地貌，复育为带动旅游产业的花海地纹。建筑在水平的地景肌理之间游走移

动，经由坡顶收分的变化，营造两个长条形基本量体的形态对话。建筑从原有的茶园线形农舍出发，转化成为旅客的接

待与服务设施，延续后侧周边的农业地景，进而建构了另一个反坡上扬的观景花亭，将视线延伸向前方的花海地景与松

阴溪对岸的山形。通过对建筑之间四棵大树的保育，两栋外向性的长形量体对内界定了一个相对内向性的庭院，如同茶

园艳阳沙漠当中鸟语水声的树荫绿洲。

11 界首村卓庐水庭

12 界首村卓庐平面图

13 界首村卓庐剖面图

14 界首村禹王宫改造意象图

15 界首村双坡亭效果图

1 32 4

1 门厅

2 水庭

3 客房

4 苔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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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田村空间建构策略

松阳的四都乡山区除了平田村，沿着蜿蜒的山陵线还有

塘后、西坑和陈家铺等几个聚落。不同于平地村的灰瓦白墙和

整齐的聚落布局，松阳的山村一般是随着山坡地形发展，沿着

村口逐级而上，除了夯土房子还有穿过村里的山溪和山头的菜

园，以及谷地里大片的竹林。每个村子都对着层层的山峰和

深不见底的山谷，每个村子的风水除了村后左青龙右白虎的山

势，还有村前溪谷与水口龙穴，加上周边丰富的林木和山产，

成为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态体系。

经由县里保护古村建筑与社区活化政策的推动，平田村

的小江收购了亲戚们空置损毁的十来栋老房子，决定整修改建

成休闲民宿。王维仁建筑工作室负责设计村子入口区域的建筑

群。沿着不到半米宽的石块路面逐级而上，设计包括入口右侧

江家的四合院祖宅和附属建筑，以及右后侧的茶亭和周边的小

广场。

2.1 合院与开间

典型的南方四合院住宅，沿着中轴线从门厅到大堂一般

是开敞连续的公共空间，院子前后厅堂通风对流；主屋两边的

卧室和院子两侧的厢房是以木墙分隔的私密空间。走进门厅

平田村合院与村广场

业主：江斌龙

建设地点：浙江省松阳县平田村

建筑设计：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王维仁

1

5 3

7

92
6

4

8

10

1 四合院正房

2 西侧院

3 茶亭

4 东侧广场

5 南侧平台

6 延伸建筑

7 农耕博物馆

8 艺术家工作室

9 青年旅社

10 木香草堂民宿

设计团队：王维仁、王浩然

建筑面积：598m2

设计时间：2014

摄影：王维仁、王浩然

16

17

16 平田村合院入口庭院

17 平田村合院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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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二层平台

2 二层门厅

3 休息区

4 餐厅包厢

5 茶室

6 木平台

7 休息室

8 卫生间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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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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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餐厅门厅

2 正房天井

3 餐厅服务台

4 就餐大厅

5 侧院天井

6 茶室

7 厨房

8 卫生间

9 储藏间

19

20

18

18 平田村合院沿街街景

19 平田村合院首层平面图

20 平田村合院二层平面图 

21 平田村合院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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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迎面当中的天井院子，不仅是蓝天白云和竹子山林的建筑

框景，更是日出日落以及阴晴雨雪的季节变幻。

作为公共建筑的四合院，拿掉木墙分隔后成为开敞的流

动空间，能够完全彰显出以梁柱间架的结构体系为主体的结

构空间个性。游走在相对中性而连续的柱列空间之中，不论

是明间次间还是前厅后堂，通过正当中院子的光影与温度的

细微改变，都成为空间与时间的主要参考点。在这样的空间

情境下，天井周边出挑的屋瓦檐口与地面精致的卵石纹理，

除了承担遮阳挡雨的环境功能之外，更是处理建筑与自然关

系的必要空间修辞。

改为接待和餐厅功能的新四合院不再具有住宅功能，打开

隔墙以后呈现完全中性的流动空间，公共与私密的空间属性与

起居卧榻的使用功能成为次要，桌椅台柜的家具是调整空间功

能属性的唯一道具。在解放了公共与私密的空间功能属性后，

除了穿斗式间架与檩条构筑成的结构秩序，还坚持着彰显主屋

和门厅、厢房和过道的传统空间区分，院子的空间角色界定成

为设计的首要问题。

去功能后的新四合院应如何彰显当中的院子？围合院子

的木百叶门扇是新加入的唯一建筑元素，也是最重要的空间表

现。这一层门扇强化了建筑界定出的一片自然天地，是建筑与

自然边界的缓冲：门扇的内外与开关之间、空间光影的区隔与

通透、物理环境通风与保温，都是身体体验的自然延伸。

2.2 建构与材料

在建构上，平田四合院的重建尝试土与砖、木与钢的构

造，设计团队和工匠学习建立共识的工作记录。传统木构造的屋

架和砖土构造的外墙是两个独立分工的建构系统：穿斗式的桁架

撑起檩条、屋架和椽子，屋顶的瓦提供遮阳挡雨；围在屋架外圈

的厚墙则是夯土构造，起到防风、保温与稳固、安全的作用；院

子的一圈内墙和隔间则是可以配合使用调整的木构造。

开工的前两个月从杉木备料开始，四个木匠已经在附近

的祠堂里开始锯凿削刨，把所有的木构架构件准备齐全，并用

毛笔标示分类，柱、梁、枋、斗、檩、椽，井然有序地清楚排

列。宅基地上，我们尽可能地保留周边可用的夯土墙。不堪使

用的腐朽木料放火一烧，百年的老宅只剩下空荡的地块加上天

井的石基，以及四周一圈残存的高高夯土厚墙。来回踏步在宅

基地上，估量着房间的尺度，脚底仿佛还能感觉到大火后土壤

的余温，等待新建筑生命的开启。屋架木构造完成但还没上瓦

的那一刻，显现出了建筑空间未完成的材质编织，屋架和檩条

的骨架框出了空间的尺度与形貌。

在将近一年的建造过程里，从备料整地到木构造的落柱

上梁、土构造的砌墙整土，再到上瓦隔间、门窗铺地，基本上

1

5

3 3 7

7

2 64

8

1 门厅

2 天井

3 就餐大厅

4 厨房

5 休息区

6 服务台

7 茶室

8 餐厅包厢

24

22

23



117 AT  2017 / 08   23

都是由木匠师傅和土石师傅完成，两个建构系统交互配合，加上村里临时工人挑土搬石。工匠

师傅们是不看施工图的，而我们将所有部位的图纸模型打印出来，对一片片墙体和一个个窗子

进行解释和放样。在一年多的设计和施工期间，工作室也参与了整个营建过程。

2.3 村广场和叙事空间

四合院一角的茶亭是进入村里广场前必经的地标。从亭子的正面看下去就是四合院东侧厢

房覆土的屋顶，呈现了公共空间的广场潜力。中国的古村落是一种教化的叙事空间，公共空间叙

事往往是儒家和风水的生活论述。在平田四合院的重建中，最令我们振奋的是在建造过程中逐渐

浮现出的四合院本身与周边环境的公共空间，以及村民参与的叙事，逐渐完成了原来设计者对村

落公共空间的想象与投射。建筑师包揽设计监工、协调经费和指挥工种调度的工作，并和匠师、

村民一起讨论瓦砖的铺设和收边。参与的工匠和村民坐在广场的大石边，热心地议论新广场和旧

牛棚的改变，带动了21世纪的社区民主——村民共同叙事的公共空间。 

就建构而言，松阳平田四合院的重建是土与砖、木与钢的构造尝试，也是工匠学习建立共

识的过程。就空间而言，功能转化与隔间调整的四合院，彰显了开间构架的结构空间本质和围合

院落的正负空间关系。建筑形态的左右两侧和后面的加建，是四合院配合功能顺应基地的变化延

伸：看山观水的西侧院、服务储藏的东厢房与生火烹食的后院，更巧妙地回应了周边的石墙与水

文。一年多的建造结合了山村里云、水、林、土的山气，更带动了周边公共空间的形成，再度开

启了村民参与空间叙事的传统。

四合院餐厅取名“山家清供”，完工一年后，业主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设计四合院周边的几

栋小房子，把前边原来的牛棚猪圈和后面的一栋房子改成酒窖、民宿和农产品展厅。这样，也使

我们想把平田村的公共空间由点到面逐渐改善的意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紧接着，隔壁的塘后村也找我们探讨把村子后的旧村宅改成驿站并在村口修建村公社的构

想。除了开始构思建筑的设计改造，我还在思考如何将松阳四都乡这几个紧邻的山村形成一种共

享的合作体系，是否能够利用登山驿道、单车径、电瓶公车等现代设施，这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

讨的。

3 后记

松阳的界首村和平田村是这两年来我去的最多的两个村子，平均每个月都从香港飞到温

州，然后经过将近3h的车程到松阳县城，再搭车半个小时才到村子。虽然舟车劳累，但我却乐此

不疲，因为这里是我多年来对传统与现代空间以及城乡建筑探索实践的地方，也让我对村子周边

大山溪流与树林田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村子里，我除了成为荣誉村民或乡贤，更对传

统的土木建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它们印证了我一向主张的针灸式由点成面的城乡

空间改造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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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平田村合院内部空间

24 平田村合院剖面图

25 平田村合院二层外部空间

26 平田村合院与村广场

27 平田村合院结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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