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房子

【编者按】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来到灾
区，向当地重建家园的农民推广他的轻钢生态房和“节能减碳”、“协力造屋”
的理念，试图以“建筑专业者”的身份进入农村建筑市场。因为杨柳村等项目，
谢英俊在灾区重建中为国内媒体所注目，本文即是《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之一
（原文标题为《农房重建一种：村民互助协力造屋》）。编者出于它或对我们了
解农村建筑实践及其出路（专业化、商业化等）有所启发，遂而转发；因编辑需
要和篇幅原因，编者对之作了调整及部分的删减。

谢英俊的“协力造屋”与
灾区农房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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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造屋”：古老羌寨遭遇台湾经验
杨柳村是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茂县北部太平乡的纯羌族山寨，在汶川地震中，虽然没有人
员伤亡，但半山老村寨中的传统羌式叠石屋却大多成了危房，村址也成了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因此，
全村55户居民需要集体搬迁到山下河谷地带进行新村重建。
地震带来的老一辈遇难、村庄消失和人口迁移，给羌族文化带来危机。学者们认为，羌语将在百
年后消失，而杨柳村是少数仍然在讲羌语的村庄。这个村子仍然保存了羌族古老而独特的婚丧嫁娶的
礼仪，以及濒临失传的羌族多声部合唱。这里的妇女喜欢穿着精心刺绣的民族服装，人们爱在一起跳

→ 典型的苗族干栏式吊脚楼村落。干栏式吊脚楼是中国西南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村落普遍采用的一种住宅建筑模式，是基于该地区气候潮湿、地形复杂
的地理特点而建。今天，除了某些旅游景点和示范点，在广大的农村腹地，很多类似具有浓郁地域乡土特征的村落正在默默消失——对此，政府有责任引导农民
在建造自己的新住房的同时，懂得对自己已有的传统居住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

“锅庄”。“我们希望还是按照羌式风格重建，今后发展旅游，但老式建筑就怕不抗震。”杨柳村村
支书杨长清说。

最后，政府还应该是好的建筑师、规划师与农民沟通的一座桥梁，将农村、农民的真实需求及时反馈给行业专家，
让行业专家们运用各自神通，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帮助农民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如一直致力于乡村及
少数民族部落生态农房研发与建设工作，被视为“人道主义建筑师”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其在河北、河南、安徽、西
藏推动农村生态建筑“协力造屋”，并开展大量灾后重建、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建筑与社区重建项目，包括四川茂县太平
乡杨柳村永久性农宅自建项目、西藏纳木湖乡牧民定居房建设等，这些成功案例，就是政府为媒，专家指导，农民建房
之强大合力的最好见证。

→谢英俊，台湾建筑师，曾参与
台湾1999年“9·21”地震及2008年
“5·12”汶川大地震灾区重建工作，
致力于在农村社区推行自力建造房屋，
并协助推动文化重建、生活重建等。建
筑的外行人将其视为善心人士，媒体为
他造神话，国际建筑界惊叹他的建筑作
为，部分台湾的建筑专业者认为他的建
筑简陋而美学不值一提。但无论如何，
作为一个建筑专业者，他在农村建筑方
面的实践与努力无疑值得我们去了解、
思考甚或借鉴。

正巧，设计软件公司欧特克发起的农房重建技术援助计划“马尔康行动”，决定把落脚点放在
阿坝地区：贫穷、生态敏感、民族文化特征突出，需要融社区、生态和文化传统重建于一体。这个计
划，最后选中杨柳村，而为了实现降低农民负担、生态可持续和兼顾文化特色，“马尔康行动”求助
于谢英俊的轻钢生态房构造系统。
轻钢生态房，以轻钢龙骨作为建筑结构材料。轻钢结构，是国际上主流的低层住宅结构，普遍认
为抗震性能好，但通常非常昂贵。谢英俊将这个结构简化，研制了自己的连接系统，普通人在专业指
导下，也能如同装配宜家家具一样把屋架竖立起来。在建造过程中，强调尽量用本地化、可回收利用
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而少用砖、水泥等制造过程高耗能高污染并且无法回收降解的建材。

农村，其实并不仅仅是农村人的农村，城市和城市人的命根也在农村。城市人回归自然要回到农村，城市人寻找过

不仅仅是要环保，还强调农民自主建设和社区协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住房产商提供的很贵的

去的记忆要回到农村，城市人放松心情要回到农村，城市人孝敬父母要回到农村，城市人认祖归宗要回到农村，城市人

房子？”在台湾“9·21”地震之后，谢英俊发现，没有工作可做的少数民族灾民，却要闲在家里酗

想吃儿时的口味要回到农村，城市人想听蛙叫蝉鸣要回到农村，城市人想看水牛牧童要回到农村，城市人想起暮色苍茫

酒，无所事事地等着专业的建筑商为自己把房子盖起来。“让灾民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进来”，省去工

要回到农村，城市人要告诉孩子食物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要回到农村……建设农村住房，最终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并非只

钱，少用砖头水泥之后，房子造价非常低廉。“我们不是帮他们盖房子，而是教他们盖房子。”这套

代表“落后”，而是也有时尚、有低碳生活、有节能环保、有有机农业、有循环经济、有可持续发展的农村。

“协力造屋”的体系，最早是在日月潭边、台湾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邵族部落尝试。当他带着“协力
造屋”的台湾经验，被邀请到岷江边的羌族村寨进行整村重建规划时，这里的情形与当年的台湾极为
相似。

C

广西城镇建设
onstruction

22

2012.11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23

农民的房子

→ 生态粪尿分离公厕，谢英俊进入四川震区农房重建的
第一个作品。其设计要点是通过粪尿的分离收集处理来达到
卫生保障，但是交付使用后卫生状况仍然令人尴尬。这给谢
英俊及其团队的教训是，他们太理想化了，在农村做建筑不
仅是建房子那么简单，还包括对使用者的沟通与教育。

在杨柳村蹲点的社会学研究生楚燕说，这个村“社会资本比较
好”。村里人几乎都是亲戚，村干部很朴实，村民比较团结。杨柳村
建房，地基分配是公平的抓阄，施工实行换工制度：每家每天保证出
两个工，出工不足的出钱补助多出工的邻居。灾区到处缺技工，工价
猛涨到每天150元到200元，工人却雇不到，而这个换工制度，可以
做到不需要请工人。村民虽然抱怨辛苦，但一边唱着羌歌一边自力建
房两个月的结果，等于省了万元左右的工钱，相当于家里年收入的一
两倍。
尽管每户约3万元的轻钢材料已经有南都基金和欧特克公司赞
助，在这个全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村子，其余的建材仍是沉重的
负担。因为海拔高，砖头的价格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3毛，而村里有

根本无法承受。虽然比一般农家的厕所尺度宽敞、空间私密而又通风

三四十人精通传统的叠石建筑技术。与当地官员商量后，村民们同意

卫生，可交付使用之后，卫生状况仍然让人尴尬。

房子底层以羌族传统的砌石为墙，以保持传统建筑风貌。片石在这里
漫山遍野都是，村民只需要付出劳力即可。
从深秋到初春，村民组织了18个人的工作队，越来越熟练地竖
起56户屋架，没有动用一个外来的人。起架的时候，人们喊着羌族劳

“那是理想的状态，”执行厕所工程的建筑师谭梅说，“实际上
这种厕所需要后续的管理，虽然只是焚烧厕纸、补灰这样简单的事，
以及改变一下如厕习惯，但要做到，还需要对使用者不断地沟通、教
育……”

动号子，优美而壮观。这就是谢英俊“协力造屋”理念的核心：建立

在进入灾区之初，谢英俊完全按照他的“理想模式”———即按

一个小区域范围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

当地传统方式，竹料编墙，以稻草混合泥土填充，在绵竹九龙镇建造

化。这样既可以避免农民造屋成本因受到专业、垄断的大市场的剥削

了一所轻钢示范房。这种草土墙，冬暖夏凉，室内外温差可达10℃。

而上涨，又可以创造就业，节能环保，还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让濒临

如果农民自己做，每平方米造价可以低至三四百元（灾区的传统砖混

消失的文化仪式得以保存。

结构农民住宅造价为800元左右）。
然而，这在前去参观的干部们中间传成一个笑话：“墙上会长蘑

观念冲突：草土墙的乡村尴尬

菇”，即便选择建轻钢房的农民也这么说。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
是砖头水泥结实，而且意味着“现代”。

并非在所有地方都一帆风顺。
→ 谢英俊与杨柳村村民重建现场。据称，杨柳村民是一边唱着羌歌一边“协力造屋”的；“协力造屋”理念
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小区域范围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

谢英俊在灾区的第一个作品，是在绵竹遵道镇棚花村的一间生态

的技术人员说：“我们物质上已经落后城市30年了，难道要让我精神

粪尿分离公厕。厕所的墙、屋顶和门都是用当地盛产的竹篾板做的，

上再落后30年？”用村里产的竹子编竹屋顶做好之后，谢英俊团队前

便坑分为两个部分，粪尿分开收集，便后以草木灰遮盖，这样固体物

脚离开，户主后脚就把竹子拆了。

容易干燥脱水而不滋生虫蝇。粪坑朝南，便于高温发酵、除虫和干燥
堆肥，尿池背阴，便于无害化处理和利用。
这个厕所，集中了谢英俊十年来在农村推广的“可持续建筑”的
要点。他认为，如果9亿农民全部复制城里人的水冲厕，中国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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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要用石头砌墙，在汶川草坡乡，一位生产队长对谢英俊公司

谢英俊只好做一些妥协，建议他们用塌掉的老房子的旧砖，没有
砖，在钢柱之间拉上双层铁网，以废墟的渣料混合水泥填充作墙。总
之，尽量资源循环再用。
同一个轻钢体系，在不同民族的村庄，建出来的房子是藏、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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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谢英俊乡村建筑实践的四个坐标点

1999年/邵族安置社区

2008年/四川地震灾区杨柳村

邵族安置社区是谢英俊最早开始探索“协力造
屋、开放建筑”的作品。1999年，台湾“9·21”
大地震造成八成邵族人家屋损毁。为了挽救这个族
群，谢英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及国内外民间
团体、NGO捐助下，建立这个安置社区，作为邵族族
群保存、文化复育的基地。这一建筑被台湾资深文
化评论者王墨林评论为：“其中最重要的不只是部
落的重建，更是族人失落已久的一座生活世界的再
现。”

四川“5·12”地震之后，谢英俊进驻灾区农房
重建，独立接案，提供技术和经验指导，协助农民
盖符合生态环保的房子，为500多户的乡村家庭建造
房子，其中既有整村的，也有分散的。杨柳村是为
数不多仍保留有传统语言和文化的羌族村落。通过
村民协力互助的方式，历时一年完成56户重建，都
是两层楼加一个暂作储藏室的阁楼，样式基本延续
传统结构，主要的改变是采用了轻钢作为骨架，既
抗震又环保，一户约为150平方米。建房时，村民一
起参与，男女老少均参与其中，极为热闹。

2005年/河北定州地球屋
2004到2005年，谢英俊进入大陆农村，结合农
村社会、经济条件，先后于河北、河南、安徽等地
推动农村生态农房协力造屋。广大农村地区是70％
人类居住生存的居所，面对全新的技术材料与工
法，以及全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与价值观，农民只能
靠有限的知识以试错的方式积累经验。从北到南，
铺天盖地地建完全不抗震、耗能极大又昂贵的水泥
砖房。谢英俊给乡村农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式，
便宜、舒服，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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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西藏纳木错牧民定居房
在展览“人民的建筑”上，除了展示了80多
个建筑之外，谢英俊还带来了一个西藏黑帐篷，显
现了他对建筑原型和民俗传统的关注。2010年，谢
英俊开始着手于西藏纳木错牧民定居房项目。他认
为，西藏大部分民居跟帐篷息息相关，不管再大的
房子，里边的空间、结构、构造都跟帐篷息息相
关，以这个原型发展出不同的原型，每一个原型都
可以拓展变成一个公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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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不同样式。轻钢房能够体现民族风格，尤其是能快速建筑的特点，倒是很受当地官员欢迎。汶
川草坡乡的乡长告诉记者，各地重建都有规划示范村的任务，希望以藏式的建筑吸引到卧龙的游
客途经这桃花源式的山中村落来消费。
国家按照“两档三级”的标准补贴每户2万元左右的补贴款，再加上鼓励农房重建的每户
二三万元的无息贷款，就是一般灾民可能动用的建房现金。青川里坪村村主任唐述刚告诉记者：
“建谢老师提倡的这种轻钢房，每户农民建房基本只需要自己再掏一两万元就可以了。”
抗震而便宜，这是轻钢房被接受的重要原因。如青川县骑马乡里坪村最早建造轻钢房的苟
永金家，靠自家四兄弟的力量建起一幢四联排。他估算，建筑面积约为720平方米，总共要花
二十四五万元；平均每平方米400元不到。他觉得钢结构“样子方正、夏天抗热、冬天保暖”，
如用同样抗震的传统木结构，本来要建四户的地基便只能建两户半。不过，在外打工就熟识建筑
装修行业的老苟，也有自己的主意，他要以木板做楼上的双层墙，中间填以胶水混合的木屑。这也
符合谢英俊的理念：农民自己住的房子，要留下他们自己创造力的痕迹。

农房重建：农村建筑市场谁来做主
无论是轻钢生态房或“协力造屋”，谢英俊都是在为怎么让农民省钱着想，其理念内核里更
有推动乡村文化重建、生活重建等人文情怀与责任感，然而他始终坚持认定自己的角色不是一个
慈善家，虽然他也曾与慈善机构合作并做过一些慈善项目。当国内媒体纷纷把他作为一个无私奉
献的圣教徒来描述并加以膜拜时，他却说：“哪有那么高尚”，说他和他的团队是在“向中国农
民讨碗饭吃”。
实际上，进入四川地震灾区，谢英俊和他的团队是怀着“吃饭”目的来的。为此，原本与他
们合作的由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率领的清华志愿团队与其产生分歧并最终终止合作。对方以“不
能让善款变成企业的利润”为由拒绝合作，对此，谢英俊团队简单地解释：“当我们进村时，不
只是要让村民吃上饭，自己也要活着出来，而不是饿死在里面，这才叫工作！”
然而他们碰到的，还不只是该不该收钱的问题，还有扑朔迷离的市场大背景。一位志愿者
说：“决定建什么样的房子主要是看政府的方向。村长拥有对一般村民说话的权力，而社长所起
的作用则有限……”建房，不仅仅关乎农民的喜好，当地的政策、社会团体的偏好、领导人的决
策、包工队的关系网络，都深深影响着市场的版图。
这其实反映中国农村建筑市场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的现实。曾经有一个村庄，由于捐助的慈
善团体的推荐而选择轻钢结构，但谢英俊团队还没进村，村里已经统一请好施工队，这让他们很
难按照设计原意和安全标准来执行项目。一时间，村民与干部、与施工队之间的矛盾让项目窒碍
难行。
“一个村子里，各种关系可能是几代人留下来的，各种利益、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我们作为
外来者，进去不是那么容易。但这不是阻碍，这就是工作的现实。”作为外来者，谢英俊团队进
→ 谢氏建筑在农村的施工现场。谢英俊的建筑理念或许更多地体现在施工实践过程中，透过村民自力更生
“协力造屋”及运用当地建筑材料等方式，建筑不仅提供居住的场所，同时也为农民们构建原本为他们熟识的情
感——那种对土地，对自己的房子、村子和亲朋邻舍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农村，这种情感其实已经有些陌生了。

入村庄往往受益于志愿者的引荐。
而帮助村庄向各个基金会寻求资助，也是谢英俊团队的“市场竞争力”。资助草坡乡重建的
是红十字光明扶贫基金，其负责人陈昳茹也说：“虽然我们对农民建房的援助并非针对特定的建
筑形式，但我们会向受助的村落推荐谢老师的建筑。”然而，仅靠慈善项目推动轻钢房是远远不
够的，一个基金会往往难以资助整个村庄，而多个基金会则通常不愿意出现在一个项目，这样还
很容易发生冠名之类的争执。到款的步调、项目官员的措辞，都会让建房计划新生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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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犯罪，与城市
农民的房子

力都因为时间限制而变得紧俏，自建反而成为难以达到的目标；而在龙

谢英俊的对策是，房子可以请工人建，但环保必须要坚持。因为

房产公司通常派出大量业务人员有力推广，揽到工程后，再把工程

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结构，也承载着他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与想象。

转包给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再分包小工头。

他认为，不仅不要让乡下人往城里挤，乡村还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生活和

竞争非常激烈。在当地，钢木结构的市场占有率远在轻钢之
上，而不慎流出的图纸和工料单，则让市场上迅速产生了数家“山
寨版”。

价值感，“要让城里人向农民看齐，农民要过得比较有格调，有价值尊
严”。
无论如何，谢英俊带来的“协力造屋”的理念在当地已经产生了一定

曾有谢英俊团队的人说，轻钢结构几乎有着“取代其他所有

的影响。对此，青川县沙州镇江边村书记刘玉文的评价是“效果很好”。

结构的优点”，但在灾区推展不多，主要是因为谢英俊是“艺术

他说，“5·12”地震让许多村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希望，作为村干部，

家”，操作手法不够商业化。“要真正推广，就要像市场上的钢木

“我们劝导他们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难受，面对一些村民家的困难都不知

房那样，有一支专门的业务员队伍” 。   

道怎么开口”。在他看来，只有房子建起来了，生活才有盼头。江边村已
经将协力的理念完全引用到整个村的重建过程之中。

改变与坚持：“要让城里人向农民看齐”

事实上，整个沙州镇农房重建工作都已鼓励村民采用互帮互助的合
作方式重建家园。沙州镇镇长畲红称，全镇还由村社组织有技术的人员

在台湾，当地政府一般只对灾民的住房重建提供资助和无息贷

组成86个互助队伍重建农房。目前这种协力建房的效果非常好，“不

款，但不对建设进度作任何限制。因此，谢英俊工作室的台湾灾区

光增进了邻里间的沟通，而且让村民有了共同的文化思考”。畲红直

农房重建持续了近10年，直到目前，很多迁村计划仍在进行。

言，外界的建筑技术人员进入镇里，给这个极重灾镇的人们带来“开阔

但四川的情况却不同。如今灾区当地政府多要求农房重建必须

的思维”，他希望通过重建规划，将沙州建设成一个“尊重自然、依山

在2009年8月31日之前完成，各地都对党员、干部完成农房重建的

傍水、错落有致、人畜分离、独立成院、庭院发展”的新城镇。【原载

速度进行评比，对村民的建房速度也有奖励措施。于是，材料和劳

《南方都市报》（200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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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门山以东，农民都已经出门打工，不愿意自己建房。

付家沟江边村，承包了几栋钢木房工程的陈姓小包工头告诉记者，

建筑

称霸市场的商业性农房，主要是以方木和钢连接件为原料的
“钢木结构”，它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层层转包的市场体系。在青川

跨

→ 在2011年谢英俊“人民的建筑”
个人展现场摆设的西藏黑帐篷。他想表
达的其实是一种“永续建筑”的观念：
所有的建筑都有一个最原始的原型，就
算这个原型如何贫鄙粗陋，今天再好的
房子都还得依其而来；我们不能否认这
一原型的历史存在，更不能断绝与它的
渊源联系。

■

B

ond
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