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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李妍琦
建筑师面对地震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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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久前， 在环境优美的深圳
市图书馆， 举办了一场由两个民
间 NGO 为主体的小型研讨会。
这场研讨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参
与的人士除了公益人的身份之
外， 他们都具有另一重专业身
份———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

研讨会的发起方是“土木再
生”，这个源于深圳的民间 NGO
起源于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
是一家在深圳发起，以深、港、台
三地的建筑、 规划设计师为主，
致力于用专业知识支持灾后重
建工作的专业志愿者联盟。 在他
们对核心理念的自我描述中这
样说：“希望开展通过对震区传
统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城乡建
设方式进行反思和探索，来推动
一系列再生，包括：受灾环境的
再生，家园、生活和希望的再生，
适于当地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方
式的再生。 ”

这一次，他们试图将源自香
港的另一个 NGO———关注城市
进程和建筑的机构 IDEA 的理念
介绍到内地。

参与重建不是冲动和应景
式的短期行为

“土木再生”的专业志愿团
队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一周就
成立了。 当时以深圳、香港、台湾
三地的专业人士为主，希望联合
起来，为灾区重建做些什么。

随后，他们参照台湾“9·21”
地震后的建设经验，在汶川的新
学校设计建设方面提供了专业
支援。 为灾区组织了“新校园”全
国设计竞赛，并帮助设计建设五
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之后，“土
木再生”在深圳登记为“土木再
生城乡营造研究所”， 兑现着当
年在行动纲领里提出的“不是冲
动和应景式的短期行为” 的承
诺。

面对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
大破坏，很多规划建设领域的专
业人士已经或正在准备行动。 而
灾民临时安置、建筑评估和废墟
清理、过渡性用房的建设、永久
家园的重建或搬迁，同样需要大
量的专业服务。 在灾区规划建设
的专业需求和专业志愿者的服
务意愿之间，提供一个信息沟通
和组织协调的平台，作为对政府

相关工作的一个补充， 这就是
“土木再生—家园重建” 行动的
出发点。

“土木再生”秘书处专员陈
思羽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参与
伙伴之一梁井宇是一个城市研
究者，他在做建筑设计的同时就
提出了一个疑问：建筑师们除了
捐款之外，还能做什么？ 当时国
内大部分的建筑师在 5·12 地震
之前对建筑的抗震设计并不关
心，对于相关知识了解甚少。 参
与土木再生的许多设计师开始
恶补和地震有关的房屋建设知
识，并思考如何以一个建筑师的
身份参与灾后的重建，如何环保
地重建。 或许这就是土木再生最
初的目地，也是土木再生最核心
的价值观。 ”

从灾后重建到关注周边环
境设计质量

在短时间内能汇集到三地
的设计师来一起做一个项目，不
易，但有远见。

“土木再生”的团队成员包
括刘晓都、黄伟文、李程、白小刺
等建筑师、规划师，他们不仅追
求为震区奉献出优秀的建筑规
划作品，也为如何通过民间立场
和力量， 利用各种地缘政治、经
济差异， 整合三地社会资源，促
进中央、震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积极对话、合作等方面，做出积
极探索，积累宝贵的经验。

而 5 年后，这些工作还在逐
渐地坚持并且发展。 陈思羽介绍
说：“我们配合深圳市政府对口
支援龙南的任务，由‘土木再生’
联系招募捐助资金、专业志愿者
提供设计服务和技术支持。 现在
已落成了 9 所学校。 我们还协助
当地村民自建工作营地，联合志
愿者合力建造阪茂板房，并联络

‘场域建筑’、‘在场建筑’两个工
作室完成《农民自建抗震屋图解
手册》的英文翻译。 关于灾后重
建，我们专家建言的相关专文和
建议入选国家发改委《国家汶川
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建言献策》。 ”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土
木再生”已经从一个民间志愿者
联盟进化成网络型团体。 目前，
其成员也早已不仅仅包括职业
建筑师、规划师，还吸纳了很多

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媒体人等
多种社会服务人员。 在工作内容
上，他们除了搭建设计工作平台
外，还建立了专家咨询团和专业
志愿者团队。 通过对震区传统
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城乡建设
方式进行反思和探索，来推动一
系列的再生。

“土木再生”强调震后重建
不是简单的硬件修复，希望通过
反思震区传统的、当下的及未来
的城乡建设方式，推动一系列再
生，包括受灾环境、家园、生活和
希望的再生，适于当地的建筑材
料和建造方式的再生。

时至今日，“土木再生”也在
逐渐转型，从起初专门致力于灾
后重建工作过渡到对周边城乡
环境设计质量的关注。 希望给城
乡范围内的自建房、 乡镇规划、
公共设施和临时设施、城乡环境
和城市环境中受忽略的建设项
目提供设计指导，营造出可持续
发展、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

把公益创意带进公众视野

事实上，在延续了最初的为
灾后重建提供建筑设计的专业
支持之后，“土木再生” 与 IDEA
的互动与碰撞或许也可被理解
为“土木再生”自身项目未来升
级的一种探索。

IDEA 的项目模式与“土木
再生”有很大区别，这个机构在
柬埔寨、尼泊尔等地有很多成功
的设计，他们通过“建模”的方
式，降低了“专业的门槛”，让所
需设计的建筑项目的最终使用
者们也参与到建筑设计中。 他们
将校长和孩子们一起选定的学
校方案进行建造、投入使用。

陈思羽说：“IDEA 的设计
方式是逆行的，将孩子、老师这
些使用者的灵感用专业的建筑
知识去表达， 这是我们目前比

较缺乏的一种精神。 IDEA 用动
手建模的方式， 很好地解决了
使用者参与设计时对于专业性
的困惑。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等
于打破了设计者和使用者两者
的隔阂， 设计出让孩子们更加
喜欢的学校。 ”

而“土木再生”在日常的宣
传和倡导活动推进中也融入了
创新和创意，在深圳发起了一些
与自身项目核心内容推广有关
的“快闪”等活动。 陈思羽说：“今
年 2 月 12 日有近 500 个逆行者，
倒走的单车、 轮滑和跑酷者，在
深圳音乐厅和中心书城之间的
广场汇聚起来。 该活动的设计师
希望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一起，

以他们的方式去回忆和表达心
中对地震遇难者的情感。 ”

更多的计划在酝酿中。
陈思羽说：“‘5·12 营造计

划’ 是 2013-2014 年深港城市/
建筑双年展的外围展，我们希望
在今年 5 月到 12 月的时间里，
通过交流、研讨、调研、学生工作
营、展览和出版方式，集中讨论
汶川地震以来的设计营造实践
案例及其对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这一计划把包含一定公益性质
的创意实践带进公众视野，让这
些社会机构、团体及其设计与公
众有更多的互动，吸引更多人参
与。 （本文由深圳晶报与公益时
报联合呈现）

� � “坂房”还融入了对生态环保的考虑：大部分建筑材料在生产中
耗能低，在建筑寿命完结后还可以回收，或可降解，或可再利用

“土木再生”的理念及组织架构

2008 年 9 月，成都华林小学
过渡校舍举行了竣工典礼。 这组
“坂 房 ”， 是 日 本 建 筑 师 坂 茂
（Shigeru Ban）设计的房子，也是
“土木再生志愿者联盟”发起“新
校园计划” 以来第一个实施的项
目。 与大量在地震灾区修建的板
房不同，它由中、日两国学习建筑
的学生和成都成华区的一组教师
等三批自愿者合力建造起来。 它
提供了一个理念， 即使是灾区过
渡性的房屋， 如果精心设计和建
造，也能成为美好的建筑。

华林小学过渡校舍分三排
建筑排列，共有 8 间教室和 2 间
办公室 ， 总建筑面积 514 平方
米。 虽规模不大，它的建成却有
着多重意义：在重建工作的组织
上 ，如何能整合政府 、民间和国
际等各方资源，使得多方通力合
力， 为着共同的理想而建设；在
建造过程中，中日志愿者如何在
各自的专业理解、 建造技能、行

为准则上相互磨合和学习，甚至
必须得克服历史在各自民族、个
人心理上投下的阴影，从而能真
正肩并肩地坦诚合作；在建筑教
育上，志愿者们如何能把大地震
所唤起的社会热情，转化为职业
理性和技能，亲手建起一组品质
高超的房子来，并在将来如何能
把这种理想 、热情 、经验和自信
贯 穿 到 个 人 的 建 筑 实 践 中 去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各方探
讨的课题。

在建筑设计上，和坂茂的众
多作品一样，此“坂房”有着相当
的探索性 。 它利用可回收的纸
管、 木结点和钢缆做主体结构，
利用半透明波纹板、泡沫板和木
夹板三层叠加做屋面，利用塑钢
门窗做围合。 尽管所有材料都是
工业化定型产品，但因为整个建
筑体系是独创的，所以在很多材
料的组合、交接处都需要摸索出
特定的做法。

令人身心愉悦的“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