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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新芽学堂：新型建筑系统

“新芽”轻型复合建筑系统是朱竞翔教授的研

究团队研发的一种基于轻钢框架和木基板材的

复合建筑系统。“新芽”也是较早应用于灾后重

建的一种轻体系统。2009年，来自香港龙的文化

慈善基金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四川重建基金决

定在内地资助灾后重建小学，并委托朱竞翔及

其团队负责统筹选址、设计、施工等一系列的建

造事务，新芽系统也应声而出。与传统笨重的建

造体系相比较，其优点十分明晰：质轻，重量约

为传统系统的三分之一；建造速度快，主体通常

1-2周内完成；物理性能好，实测具有较好的保

温隔热性能；同时具有很高的抗震能力。2009-

2011年期间，通过由学生、志愿者和当地村民组

成的团队的努力，基于“新芽”系统理念的三所

公益小学陆续建成。

第一所公益小学选址位于四川广元剑阁县下寺

村。汶川大地震使这里80%的房屋变成危房，

校舍屋顶坍塌使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危险步行一

小时到县中心小学上课。接到设计后，朱竞翔

及其团队根据设计任务要求将五间教室成风车

型排布，分三个体量围合成一个内向且开放的

庭院。体量间的连廊设计加强了五间教室的必

要联系，同时也为小朋友课间提供了室外游戏

场所。三个独立的体量外观，交错的开窗形式

并不是来源于立面形式的简单操作，其分布式

窗口设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室内获得均匀的光

线。底部的窗台设计为0.6米高，是出于方便儿

童使用的目的。而位于1.8米高的高窗则在不开

灯的情况下为靠窗较远的学生提供必要充足的

光线。同时，矩形高窗与窄条型天窗共同作用，

促进室内空气流动，在炎热的夏季带走多余的

热量。整个教室里舒适宜人，冬暖夏凉的气候

特点，还源自采用的多层围护结构和特殊的外

墙构造 做 法。与当地 的普 通民居和临 时 活 动

板房相比，采用新芽系统的外墙物理性能具有

明显的提升。干湿分离的厕所系统也十分有特

点，其利用温室原理将气味排除，促进空气流

通，草木灰的使用加速排泄物的分解，抑制细

菌生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还

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校舍建设中回收的旧材

料——拆除的瓦砾、石头被分拣加工成为新教

舍的地面的材料。节省的同时也能形成独特的

室内地面机理。而太阳能热水系统降低了整个

建筑的能源消耗，也强调了整个“新芽”系统的

环保与可持续的设计理念。

有了下寺村小学的成功经验，另外两所公益小

学也随之相继落成。2010年的第二座小学选址

于海拔二千六百米的少数民族纳西摩梭族达祖

村，隶属四川省边境盐源县泸沽湖镇，临近历

史上屡次毁于高烈度地震并以地震碑林著称的

西昌。校舍采用单层的方正的平面布局，因其

所处较高的地势，与远处美丽山湖景色遥相呼

应。新建的三间教室和一个阅读空间被巧妙地

安排在没有走廊的模数的平面系统中。四个房

间的尺寸、比例与朝向的不同，带来的景观、光

线以及学生心理等方面丰富的变化。U型玻璃

的使用在保证教室之间隔音效果基础上，允许

光线穿过墙体形成室内均匀稳定的光照效果。

外表面选择木板做材料，这是考虑与村落里大

量的井干式民居风格相协调一致。同样采用新

芽系统建造，使整个建筑保持了与下寺小学相

近的物理品质。

2011在云南大理的陈碧霞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

是“新芽”系统的第三次应用，此次在空间形态

ZHU JING 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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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翔：我所能承受的建筑之“轻”

文 Article > 王洪跃 Wang Hongyue；图 Pictures > 朱竞翔 Zhu Jingxiang

如何将房子做“轻”一直是建筑师朱竞翔的兴趣

与方向。早年在南京大学教书时就开始与其他老

师合作开设建构课对轻体材料进行建造实验，

到2004年转入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并开始系统

地对轻体建筑进行研究。2008年和2010年内

地经历了两次大地震，在震后的援建项目中，朱

竞翔和其团队的“新芽”系列公益建筑走入了公

众的视野。朱竞翔提出的复合建筑系统有很多优

势：重量轻、运输方便、易于搭建和拆卸、造价

便宜……这一系列的“新芽”项目也可以说是朱

竞翔研发的轻体建筑系统的实践起点，它之后的

发展也慢慢回应一个建筑核心问题，就是在保证

建筑品质的同时，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更环保的

材料帮助更多人解决居住的舒适与安全等系列

问题。

1－2 > 下寺村新芽环保小学，广元剑阁县，四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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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达祖小学，凉山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四川，中国

4-5 > 陈碧霞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大理州剑川县老君山镇，云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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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有所突破。建筑采用了条形的体量，在面

向城市的方向有两个较大的开口，一个窄高，一

个见方。坡道和桥穿过其中，连接教室两侧具有

高差的活动场地。同时也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可

以遮风避雨的活动场地。二层结构体系是新的

挑战，而屋顶采用单坡形式则呼应了场地周边

的环境。立面两层错落的开窗方法与下寺村小

学的做法类似，同样是出于对室内光线均匀性

的考虑。基于之前两次建造获得的经验，校舍的

外墙的做法更加成熟，立面采用沥青瓦，一种常

见的屋顶防水材料作为面层，这里的妙用保证

整个外墙系统具有很强的防水等物理性能。

三座公益小学奠定了“新芽”系统的基础，也

使朱竞翔及其团队多年的研究得以有实践的机

会。2008-2014年间，朱竞翔团队在轻体系统下

完成的房子，在建与落成的已达十余处。系统

由最初的轻钢装配式，发展出如今的板式、框

架式、箱式等多种系统模式，而功能也由最初

校舍、动物保护站拓展到住宅、展览、办公等多

种。时至今日，朱竞翔与其研发的轻体建筑系统

正日趋走向成熟。

“轻”：建筑发展的另一种方向

在灾后重建领域，在没有新的办法前，简单提

高原有系统的抗震等级无疑会使我们的重建过

程不得不浪费更多的土地、木材、钢筋等传统

建筑材料。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在

像中国这样资源匮乏的现状面前更是不现实。

而另一方面，饱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日本和台湾

建筑师的一些做法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更宽广明

晰的思路。这其中同样在灾后重建领域获得成

就、活跃的轻型系统的实践者——日本建筑师

坂茂，凭借用纸完成的一系列公益建筑荣获了

201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成就了建筑向 “轻”

方向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而与坂茂所采用的

方式方法不同，在追求“轻”的道路上，朱竞翔

及其团队的工作更强调轻型建筑的复合性、系

统化研究。这与朱竞翔早年在瑞士做访问学者，

熟知二战后德国、瑞士一带关于轻型建筑发展

思路不无关系。而埃姆斯住宅(Eames house)，

法国建筑师让·普鲁韦（Jean Prouvé）五十年

代的系列实验轻体房屋，以及美国建筑师福勒

（Buckminster Fuller）的球型结构体系等早期

重要的关于轻型建筑的实践活动，无疑为其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其实在建筑发展历史中，在“轻”这一思路下工

作的建筑师还是很多的，但他们的实践道路确

实大不相同，现代建筑领域，实现“轻”有两个

主要方向：一个是在材料下手，另一个是在系

统下手。坂茂将纸这一非传统建筑材料引入建

筑，是对建筑材料方面的创新应用，完成了由混

凝土－钢－塑料－纸这样的一条材料进化过程，

具有革命性。因此其作品的呈现就更加当代，更

加的极致，这与日本目前所处的消费驱动的后

工业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而中国目前还基

本上处于工业化时期，一些基本的建筑系统原

则还没有被建立。这种背景下，探讨多重材料使

用的可行性是十分必要的。朱竞翔认为，就中国

目前的制造水平，建筑行为很少能用单一材料

完成。优先考虑材料之间的配合、材料之间的关

系，是提升建筑系统性能的关键。建筑高度的

集成，建筑自然就能更“轻”，而轻的同时建筑

基本的安全、舒适、环境压力等问题也同样不能

被忽视。 

谈到创新，朱竞翔认为，与传统建筑学领域艺术

化与形态化设计相对应的是工业化与性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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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思路。面对中国目前相对落后的技术条

件，单纯的形式模仿已经无法获得超越，只有着

眼于建筑技术的提升、系统的创新，才是目前阶

段我们所急需考虑的。去除艺术性因素，建筑学

更应是一门关于技术的科学。朱竞翔喜欢用研

发一词形容他及其团队目前的工作，这在传统

建筑学范畴是很少被提及的。“房屋是一个系

统，不是分离物件的拼凑，集成设计与可持续发

展与建筑创新密不可分。” 外墙的性能，复合墙

体稳定性，重型材料如何被加入，建筑构件的模

数与分类，施工过程的标示系统，构件的施工位

置，这些建筑细节提示我们建筑科学的技术性

一面。建筑师要明晰与掌握建造体系的若干细

枝末节，在系统层级下寻求突破与创新，而非简

单地玩弄形式。

“项目不 是 全 部，研 究 还 是 我目前 工作 的 核

心”。同时，朱竞翔也始终强调其作为香港中文

大学教师的身份。“传统建筑学教育，老师让学

生提出想法，再用各种技术条件加以限制，这里

另一条思路是先教授给学生一个系统的框架，

在框架内提出各种新的想法。创新要在基础之

上进行。例如德国瑞士的一些房子，看起来很呆

板，但住起来很舒适，这不能代表德国瑞士的建

筑水平不行，反而是一味求新求变会带来许多

技术和系统层面不必要的问题。在我们的课程

中，我们始终强调这一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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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世界低碳城市联盟大会媒体中心，深圳，中国

2-3 > 雅致厢式房屋系列产品－移动之家

2

3



40 | ART AND DESIGN | Vol.176

特别策划 | FEATURE

搬迁正是轻型建筑的重要特点。也是我们系统

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第二个盐源达祖

村小学，由于台湾和内地的支教团体持续的运

作，如今的达祖小学是十分受欢迎的支教点。

2012年9月，300多名达祖小学支教者获评“最

美乡村教师”集体奖，多家电视台采访也使其

成为当地的明星学校。第三个小学云南大理的

陈碧霞美水小学运行情况也较为顺畅，最近得

到新的慈善援助，正准备加建一栋实验楼，功

能趋于完善，正步入正轨。

在近期玉树的项目中，朱竞翔的团队也在探索

公益合作的新模式。“我们跟香港的捐资人沟

建筑和公益的结合

“新芽”项目不仅仅包括设计建造过程，也包

括后期的持续跟进，“项目跟踪、更换设备、定

期的维修并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对这些公益项

目始终保持着持续关注。”朱竞翔说道。而三个

新芽小学后期的使用情况也并不相同。第一个

建起来的下寺村小学，因为没有社会公益组织

运作，在校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减，五间校舍中

只用了两间。而据最新的消息，高铁规划路线

要经过这里，因此要面临着搬迁的命运。“我们

正积极地联系香港基金会适时地考虑向当地政

府回收校舍，搬迁到需要的场所。可灵活拆卸

通，比起房子，大陆更缺的是教育资源。我们需

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留守小孩和老人的交流上。

因此，我们希望将 每 笔 建 设 资金 的 部分 做 预

留，聘请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到当地，融

入并帮助当地社会。同时他们也要负责监督工

作，报告房子近况，并了解房屋是否被恰当地使

用。”朱竞翔认为援建行为不应单单只是提供一

所房屋，同时也是知识的流通。在项目实施过程

1-2 > 上海浦东新区南汇东滩禁猎区工作站，2013

3-4 > 四川崇州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宣教中心，2011

5-6 > 四川彭州白水河自然保护区山地宣教中心，2013

7-8 > 四川栗子坪保护区熊猫检测基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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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朱竞翔会传授当地人一些小技巧，比如墙体

怎么做物理性能才会更好。“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人带着知识下乡，复兴手工业，将最新观念带给

农村。建筑不仅仅是造一个房子，更是一个技术

与交流的平台，连接着对立的两端——城市与

乡村。房屋会消失，留下来的其实是知识与传统

等无形的力量。”在朱竞翔的脑海里，从建筑出

发的探索还在继续，同时也鼓励更多人加入其

中。■（编辑：李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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