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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高蕾 李守玉 汪洋海容

头一次尝试造“土房子”，村民很不解

“你们在弄啥呢， 弄这种土房子早过时了， 还有
啥可造的？” 13年前， 当穆钧站在甘肃庆阳毛寺生态
实验小学项目建造现场时， 一旁围观的村民们窃窃私
语， 对他要建的土屋满是不解。

甘肃庆阳位于陕西、 甘肃、 宁夏三地交汇处， 冬
季常刮西北风， 属于严寒地区。 2004年， 正在香港求
学的穆钧作为驻场建筑师进驻庆阳毛寺村 ， 承担了
“毛寺生态实验小学” 项目， 正式开启他与生土建造
的难解之缘。

温饱是脱贫攻坚的首要问题。 面对西北贫困农村
恶劣的生态气候和当地人拮据的经济条件， 如何在有
限的资金里最大限度减少采暖能耗 ， 让农村孩子
能在温暖的房子里读书？ 严峻的现实对穆钧发起了极
大挑战。

在导师吴恩融教授的指导下， 穆钧将当地可获得
的所有传统或工业化建筑材料及其建造技术以教室为
单元模型， 利用软件逐一模拟试验， 研究材料、 形式
与空间设计对建筑热工性能的影响。

经过不断研究， 他们发现， 土坯与秸秆等自然材
料作为建筑主材具有很好的呼吸作用，保暖性能好、造
价低，而且可以就地取材，非常环保，拥有最高性价比。

他算了一笔账： 如果把常规的240mm厚烧结砖墙
替换为同等造价的600mm厚土坯墙， 冬季教室内气温
平均提升1.5℃； 如果将常规屋面保温挤塑板替换为同
等绝热效能的草泥垫层， 造价至少降低80%。 在平均
气温低达零下12℃的1月， 这样的校舍无需采取任何采
暖措施， 仅靠40多个学生的人体散热 （相当于3200W
的电暖气）， 就可以舒适生活， 不仅实现全年近零能
耗的生态效益， 造价也仅为当地常规建筑的2/3， 且全
部施工由村民利用简单机具即可完成。

该项目充分证明 “绿色建筑” 并不等同于高价建
筑， 通过改良传统建造技术， 完全可以实现因地制宜

且经济实用的目标， 这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贫困
农村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完工的那天， 村民们涌进学校， 惊奇地转悠在每
一间屋里。 与他们记忆中的土房不同， 新校舍没有生
炉子， 屋里却丝毫不冷， 太阳透过黄色的窗棂照射在
桌椅上， 暖意融融， 黄土色校园外观也与周围梯田融
为一体 ， 没有一点突兀 。 “学校过冬再也不用烧煤
了， 省下来的钱可以给孩子们多买一些书。” 校长感
慨。 看到众人喜悦的模样， 施工期间与村民同吃同住
长达一年的穆钧笑了， 乡亲们的肯定就是对他最有意
义的奖励。

“毛寺生态实验小学” 项目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遗产保护与传统创新奖、 亚洲最具影响力最高
荣誉设计大奖、 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等多
项国内外大奖， 并与鸟巢、 水立方等5个中国大型项
目同时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建筑奖， 穆钧成
功了。

发现生土建筑的最大秘密

自攻读博士起， 穆钧便投身于生土建筑领域的教
学、 研究与实践， 以毛寺村为起点， 他带领团队开始
了生土项目设计建造之路。

生土 ， 就是从自然界里取出的原状土 ， 无需焙
烧， 简单机械加工后便可用于房屋建造。 生土的传统
形式包括夯土、 土坯、 泥砖、 草泥、 屋面覆土等， 以
此为主体结构材料的房屋通常被称为生土建筑。

生土与木材一样， 在我国传统建筑中的地位举足
轻重， 基于夯筑工艺的传统夯土民居是比例最大、 覆
盖面最广的生土建筑类型。 据不完全估计， 目前全国
至少有6000万人口居住在各种形式的生土建筑当中，
且多分布于贫困农村地区， 尤其在中西部12省中， 既
有的生土农房比例平均超过20%； 甘肃、 云南、 西藏
等省份部分地区该比例甚至超过60%。

由于在力学和耐久性能方面存在缺陷， 传统夯土

民居普遍存在结构安全性相对较差的问题， 与 “农村
危房” 划等号， 越来越多的土房被以烧结砖、 混凝土
等建筑材料建成的房屋所取代。

实际上， 生土是一种天然保温材料， 具有绝热、
蓄热的性能。 “一般建筑材料的保温层是靠细微孔洞
留住空气， 实现室内外温度的隔绝。” 穆钧团队核心
成员、 教师蒋蔚介绍， “与其他建筑材料不同， 夯土
是难得的多孔重型材料， 只要墙的厚度、 密实度、 空
间大小合适， 它的保温性能会很好。”

同时， 凭借多孔性特点， 夯土的吸湿性能是混凝
土和烧结砖的30倍， 可以有效调节室内湿度， 尤其在
南方潮湿闷热的天气里， 墙体可以吸收空气中的大量
水分， 降低室内湿度； 当空气干燥时， 它又可以释放
出水分， 增加空气湿度。 “这是一款会呼吸的材料，
甚至能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蒋蔚打趣地说。

“一般接到项目后， 我们会从项目地附近取土样
进行实验室测试， 选出性能最好的土， 再根据生土材
料优化原理， 配上一定比例的砂子和石子， 以原土中
的黏粒取代水泥成分， 使土料混合物形成与混凝土相
类似的骨料构成， 通过含水率的控制和基于机械的强
力夯击带来的物理作用， 使干燥后形成的夯筑体在力
学性能、 耐水、 防蛀、 防潮等方面得到极大提升。 ”
团队成员顾倩倩介绍。

从2011年起，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支持下， 穆
钧率队以甘肃会宁为基地启动 “现代夯土民居建造研
究与示范”项目。 他们借鉴国外在现代夯土技术研究方
面的成功经验， 首次将现代生土材料优化理论引入我
国乡村建设，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和本土化的系统研
究试验， 有效克服了传统夯土在抗震和耐久性方面的
固有缺陷， 研发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生
土房屋建造技术、设计方法及其相应的施工机具系统。

他们造的土房能抗8级地震

有着夯土建造传统的西部农村多位于地震多发地

带， 加上人们对传统夯土民居抗震性能的普遍担忧，
要让当地人接受现代夯土房屋， 就必须用新型技术说
话， 打消人们的顾虑。

“5.12” 汶川地震后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
（香港） 无止桥慈善基金， 统筹香港中文大学、 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 重庆大学等高校成立联合团队， 穆钧
作为项目负责人， 以四川会理马鞍桥村为基地， 启动
了震后村落重建研究与示范项目， 旨在针对贫困农村
地区研究与示范一种易于被当地村民接受、 掌握和传
承的适宜性生态重建模式。

椽筑和版筑是我国传统夯土技术中最常见的两种
模板体系， 但其模板刚度均不足以抵御气动或电动夯
锤带来的冲击力。 欧美现代夯土普遍采用以 “DOKA”
为代表的混凝土铝镁合金模板体系， 尽管组装灵活、
操作简易， 但价格高昂。

穆钧团队曾尝试利用我国市场上常见的钢模板体
系， 但经过试验发现， 其抗横向冲击的能力不足， 并
且组装费时费力， 不适用农村相对粗放的施工模式。
根据西部农村的现状，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多轮加
工试验，团队最终选择利用竹胶板、型钢、螺杆等村镇
建材市场常见材料，设计加工形成一套新型模板体系。

试验结果证明， 该体系组装灵活、 操作简易， 可
直接夯筑 “T” 型、 “L” 型、 “I” 型墙体， 进一步
加强了传统夯土房屋墙体转角和 “T” 型交接等薄弱

环节的结构强度。 基于该结构体系下的新型夯土房屋
可以满足我国8度地震设防烈度的要求， 实现 “小震
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的抗震设防目标。

以团队核心成员、 结构专家周铁钢教授开展的大
量抗震研究成果为基础， 穆钧团队决定充分利用震后
废墟和本地自然材料， 融入抗震技术， 改良当地传统
夯土技术， 发动和引导村民根据自身财力和需求， 自
力更生完成家园重建。

帮助当地村民转型为现代夯土匠人

在整个施工期间， 他们派专人驻守现场， 在开展
技术指导的同时随时优化改进建房中产生的技术问
题。 由于当地村民普遍具有传统夯筑经验， 通过实际
操作的培训模式， 他们很快便掌握了新技术的要领。

现代夯土建筑能有多结实？ 刚开始村民们对此不
以为然 ， 但当一段夯土墙出现施工错误不得不返工
时，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拆除， 亲眼见证了
新型夯土的 “厉害”， 终于改变了之前的观念， 变得
更加积极。

一传十十传百， 周边村庄的农民竞相前来参观。
大家对传统技术升级版产生极大热情 ， 于是邻里互
助、 全员出动， 仅用3个月， 全村33户受灾家庭便通过
就地取材重建起夯土家园， 舒适性和节能效益远优于
当地震后统建的常规砖混结构农宅不说， 施工技术还
相对简单， 造价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

这种土房子的另一大好处 ， 在于它具有可再生
性。 房屋拆除后生土材料能反复利用， 甚至可作为肥
料回归农田； 加工过程低能耗、 无污染， 据测算， 其
加工能耗和碳排放量分别仅为粘土砖和混凝土的3%和
9%。 焕然一新的村子， 让村民对生活产生新的希望。

村民李洪元家盖房的夯锤后来被穆钧带到法国，
展现给世界各地的朋友。 大家非常喜欢中国的工具，
也对中国的 （建造） 传统表达了关注和喜爱。 老李以
为这是了不起的事， 但让他更想不到的是， 用夯锤夯
出的土房子接连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区文
化遗产保护创新奖”、 住建部 “田园建筑优秀案例一
等奖” 等多个重要专业奖项， 赢得国际瞩目。

“我们可以给村民工匠编写技术指导图册， 让更
多灾后重建村掌握这种技能。” 说干就干， 穆钧团队
编写出版的技术指导图册， 通过建设系统发放到有类
似情况的农村地区， 对于转变认识误区、 科学指导灾
后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现代夯土技术的推广， 甘肃会宁马岔村的工
匠接受培训后开始走出村子， 成为专业的现代夯土匠
人 。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 世园会中国馆的夯土
墙 .......越来越多的工地有了他们的身影， 源源不断的
收入汇回老家， 村里经济条件持续好转。

15年来， 穆钧团队的足迹遍布贫困乡村， 深入调
研和驻点工作的村落达300余个， 见证了一个个乡土家
园的重建与复兴。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推动下， 团
队与地方政府密切协作， 采用指导和发动完成培训的
农村工匠带领当地村民的组织模式， 先后在甘肃、 湖
北、 河北、 新疆、 广东等具有生土建造传统的17个省
或地区， 完成近200栋示范推广农房和乡村公建的设计
与建设， 培训村民工匠400余名， 并宣讲培训了5000余
名基层技术和管理人员。

扭转了人们对生土建造的误解

从黄土高原到云贵之巅， 十余年来， 穆钧带着团
队奔走于乡村和城市之间， 钻研每一地的土， 孜孜寻
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为不同人群研制各自适宜的
栖身之所。

2016年， 他被北京建筑大学引进， 现为该校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建筑学学科负责
人， 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现代生土营
建研究科研团队”负责人。 学校为其组建了研究团队，
让他得以全身心投入现代生土营造技术与推广研究。

在项目施工现场， 他们指导村民用现代技术就地
取材， 建造 “物美价廉” 的土房； 回到单位， 现代生
土建筑研究中心的外墙同样是用夯土制成， 这些土取
自云南沙溪。 团队还把所到之处的生土装入瓶中带回

北京， 悬挂在研究中心的一整面墙上。
虽然都是黄土， 但土质有所区别， 颜色也颇具差

异， 如此布置成的标本墙， 成为工作室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几乎每个走进来的客人都会驻足欣赏。 这些土
瓶， 就是穆钧团队的一枚枚勋章。

生土实验室的另一面墙上， 挂有大大小小师生与
村民工匠一起建造家园的照片， 有的脸上汗迹斑斑，
有的晒得黝黑， 但每个人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这些
照片记录着穆钧团队在黄土地上建造土房子的美好瞬
间， 传达着他们真切的 “栖居梦想”。

穆钧团队的工作有效扭转了村民和基层政府对于
生土建造传统的认识误区， 更加厉害的是， 生土项目
还走出乡村走入城市， 以崭新面貌重回大众的视线。
一栋栋土房悄然屹立在钢筋水泥大厦的旁边， 且毫无
突兀之感。

据不完全统计， 近4年来， 约有30余项度假酒店、
精品民宿、 展览馆等基于生土应用的现代建筑设计项
目在各地启动， 随着市场的需求旺盛， 涌现出越来越
多从事生土施工的企业或团队， 其中包括穆钧团队设
计并指导村民兴建的甘肃会宁马岔村民活动中心、 负
责夯土专项设计和施工技术指导的万科西安大明宫楼
盘景观工程、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生活馆以及建
设中的洛阳二里头国家遗址博物馆， 其中洛阳二里头
博物馆也是当今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对此， 穆钧在采访时对记者强调， 他们做的工作
不是“一刀切”地用生土来代替钢筋混凝土，而是借助
现代技术， 发扬老祖宗的智慧， 让建筑更加多元化。

马岔村民活动中心落成后 ， 老年人秦腔皮影戏
班， 中年妇女组织的敬老自乐班， 老中医开设的中医
诊所 ， 还有图书室 、 为留守儿童设立的课外活动小
组、 返乡年轻人创建的地方土特产网络商店……一个
个服务于村民的区域相继开辟， 村子 “活” 了起来，
年轻人也多了。 “大家都愿意往活动中心跑， 那里有
阳光， 有笑声， 是村民们想要的。” 看到这一幕， 团
队成员特别欣慰。

中国“土房子”惊艳了世界

近年来， 穆钧教授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2次WAF
世界建筑节佳作奖、 3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 “创新设计奖”、 国际优秀生土建筑设
计大奖、 中国建筑传媒最佳建筑奖、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田园建筑优秀实例一二三等奖等20余项国内外专业
奖项。

凭借多年来在现代生土营建研究与推广方面的系
列成果， 穆钧团队上个月荣获2019年度世界人居奖铜
奖， 这是教育部建筑学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认定国际奖
的最高级别奖项， 他们也是继吴良镛院士和刘加平院
士之后获得该奖的中国专业团队。

“世界人居奖” 是目前国际规格最高、 最具权威
性的人居类专业奖项之一。 与 “联合国人居奖” 近年
多针对官方机构的侧重不同， 世界人居奖旨在遴选与
表彰实用、 创新、 可持续且具良好推广性的住房解决
方案。

该奖主办方———世界人居的首席执行官大卫爱兰
德对穆钧团队是这样评价的：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
人口居住在用生土建造的房屋之中， 其经济、 环保且
防火， 是一种十分实用的房屋模式。 该项目重新定义
了具有更高质量的生土营建的未来。” 世界人居奖评
审委员会的评语则是 “该项目是由学生、 地方官员、
村民和建筑师协同完成的一个十分成功的生土营建案
例， 其在城乡建设中的突出成果， 为转变人们对于生
土就是贫困落后象征的认识误区贡献卓著！”

谈起有关中国的 “栖居梦想”， 穆钧的想法极具
诗意 ： “希望城市与乡村的区别 ， 不再是发达与落
后、 富足与贫困， 而是代表着两种相互平行且各富魅
力的栖居模式。 人们可以在其中根据自己的人生态度
和情趣， 自由地选择理想的栖身之所， 为心灵找寻一
个温暖的归宿。 唯有回归本源初心， 把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建筑宝藏传承下去， 留住我们的根， 才能走出自
己的路。”

（建造工地照片由北京建筑大学宣传部提供， 现
代生土建筑研究中心照片由本报记者任洁拍摄。）

———穆钧教授团队重建乡土家园纪实
传统夯土民居，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代表“农村危房”， 甚至是贫困落后的象征。 但是， 在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穆钧教授团队的努力下， 一栋栋经过现代技术锤炼的土房子焕发出新光彩， 甚至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 他们推动了
一个个乡土家园的重建与复兴，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夯土建筑的巨大
价值， 让古老乡村实现与现代的融合。

穆钧给学生们讲解生土建筑

2011年，甘肃会宁马岔村夯土工作营（老师和学生）

北京建筑大学现代生土建筑研究中心里， 团队
学生正在凝视各地项目图

现代生土建筑研究中心里的各地夯土标本

他他们们让让中中国国““土土房房子子””
重重新新站站到到了了世世界界的的潮潮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