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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崴是我国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性建筑师
之一，代表作有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
心、爷爷家青年旅社、福建上坪古村复兴计划
等。因为疫情原因，近日，记者用实地探访、
电话采访的形式，请他讲述参与乡村规划建设
的故事。

建筑师要踢第一脚，

让乡村产业转起来

7月7日，记者来到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王
家疃村。和记者3年前初来时相比，老村的
“调调”明显变了。老房、古树依然恬静安
详，但沿街多了咖啡厅、水吧、团建室、精致
的民宿；路边的溪桥、小径、栅栏、花草，布
置精巧，多了雅趣；游客坐下来了，在庭院
里、在咖啡厅；农户动起来了，十来户村民挥
舞瓦刀，正在改造老房。老村变得时尚、年
轻、有活力了。

2017年，当何崴接到环翠区的邀请，第一
次来到王家疃时，便爱上了这个依山傍水、有
600年历史的胶东古村。在他看来，村庄历史
悠久、肌理清晰、成片的百年石头房保存完
好，发展乡村旅游已有基础。美中不足的是，
业态还比较初级、粗放，仅有几家“农家
乐”，有少量的禅修室、公益国学馆等，但仅
供个人或企业内部使用。村庄风貌和业态需要
整体提升。

何崴拿起相机和笔记本，在老村里转来转
去，调查走访，最终选择了4个节点下手。这
是4组建筑，全部为老建筑改造：柿园民宿、
琴舍民宿、白石酒吧（现名“悦己萱咖
啡”）、乡村美学堂。

“我首先考虑的是导入产业，而不是房子
建成什么样。乡村建筑，产业第一、好看第
二。”他说，“民宿、酒吧是新业态，乡村美
学堂是由老学校改造的，提供公共活动空间，
是阅览室、展厅、教室。”

设计方案拿到环翠区评审时，得到专家认
可，外观却“吵翻了天”。争议集中在白石酒
吧。“太新了，应该淳朴一点”“扎眼”“突
兀”……参会的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专家不
认同。原来，图上的白石酒吧，是一座半跨在
溪流之上的长盒形白房子，带着5个落地玻璃
窗，明显呈现代风格，他们担心形状、颜色、
材质都与周边的百年石头房格格不入。

何崴竭力说服大家：“村庄应该是多元
的。王家疃需要提一提精神，需要一抹高光，
提高游客兴奋度，增强村庄辨识度、传播力。
否则都是一个调调，太平静了，太黏腻了，缺
乏活力。”最终，何崴的图纸落了地。

现在看来，何崴的“试验”是成功的。白
房子成了“网红”，很多人慕名前来一见。运
营者、“悦己萱咖啡”老板杨梓平说，每到节
假日，这里常常客满，他们不得不在西墙外开
辟了一个小花园，加设了十几个座位。去年外
国人来得多，今年威海本地人也来了。除了年
轻人，老人也来了。

柿园、琴舍、乡村美学堂的设计则沉稳许
多，沉稳中透出与众不同的人文气息。在柿
园，老屋、老树、石墙都被保留，庭院增设一
方水池、两间凉亭，老树罕见地嵌在水池中，
照影成画；琴舍保留了拆除痕迹、粗糙的黄泥
墙面、灰色水泥地面及回收的老木料，衬以精
细的木作、温暖的壁炉和舒适的家具软装，古
朴、舒适、随性中透着精致。乡村美学堂包括
木窗框在内，一动不动地保留下来，房后的三
角地本来农民用来养鸡，何崴发现崖壁的山石
雄浑大气，很美，他把房后整理出来，成了一
个颇具禅意的内观式空间。

如今，几个建筑，除了琴舍的琴房还未运
营，其他都用得不错。记者采访时，柿园民宿
的所有客房被一家济南来的生态技术公司一包
3个月，他们在当地做项目。柿园管家肖飞
说，平日一间房（有两个卧室）每晚房价888
元，节假日需要预订。“白房子”悦己萱咖
啡，5个玻璃橱窗下都坐满了人。琴舍民宿有
个不大的屋顶露台，包一下午场地费要500
元。乡村美学堂最近又新增了一项功能，被村
里用作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柿园民宿庭院内的两间凉亭，南边临路的
一间，今年“五一”租了出去。22岁的文登姑
娘于丽丽用它开了一家咖啡屋，叫“乐咖啡的
一朵理想”。她说，村里来人多，今年6月20
日开业以来，最多时一天收入2000多元。30平
方米的小亭，一年要付给柿园租金5万元。

“啊，5万元？！够狠，够狠。”听到这个
消息，何崴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他说，建筑
被需要、被使用、被接受，甚至被记忆，这是
建筑师最大的幸福。建筑要让人有得玩、有得
晒，游客才能留下来。建筑师要踢第一脚，让
乡村产业转起来。

威海市环翠区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委
员逄万涛，是何崴的“业主方代表”和合作伙
伴。他告诉记者，里口山2017年以来游客量增
长迅速，分别为94万、164 . 5万、249万人次。
这里固然有景区整体提升的因素，但王家疃作
为里口山旅游的重头戏，何崴在其中功劳很
大。

逄万涛说，里口山人气旺了，村民直接受
益。现在，王家疃的农家院，年租金3万元打
底，比张村镇区的房租贵。有城里人来买小
院，村民的要价远远高于张村镇区的同面积楼
房。该村有136户人家、270套房子，一度闲置
80多套，现在只有十套八套相对偏远的闲着。
2015年他们调查，80%的村民愿意搬出去，现
在倒过来了，80%的人愿意留下来。就连村西
头的养鸡场，村民都想把鸡迁走后做旅游。

“村庄的活力回来了。”他说。

好的建筑，是容器、酵母、灯塔

王家疃空间整体提升项目之后，何崴在威
海还承担了里口山近郊休闲样板片区、环翠轻
户外运动小镇样板片区等规划。2019年，轻户
外运动小镇建成了一处两获国际大奖的建
筑——— “石窝剧场”。

石窝子，是胶东人对矿坑的叫法。石窝剧
场，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这是一个出人
意料的“反向设计”：采矿裸露出来的断崖作
为舞台的背景，观众面向石壁而坐，石壁成了
观演的对象之一。看台下边还“藏”着一处房
子，用作演员化妆、游客休息，现在办成了咖
啡厅。

7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环翠区嵩山街道五
家疃村村南的这处剧场。从平地上一时还看不
到看台，先看到的是看台下“藏”着的房子：
一座扁平、有多个厚重石砌柱子的神庙状建
筑。围着建筑前的草地绕行半圈，才能登上通
往看台的石阶。

行走中你会慢慢地静下心来，感到一种秩
序感、仪式感。登上舞台，面朝村庄和远方的
田野，你会突然想大声唱歌。

“我一看到这处矿坑，立即激发了创作欲
望。”何崴说，“东方美学中有赏石的传统，
古人喜欢摩崖题字、面壁悟道、倚崖建庙，有
天人合一的意味。石壁虽然残破，却有一种峥
嵘奇峻的美。”

这一瞬间，何崴联想到了古希腊剧场、意
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南京中山陵音乐台。
刚好这处矿坑与村庄只有一路之隔，建个剧
场，给老百姓跳广场舞也好！

何崴工作室的驻场设计师唐静告诉记者，
石窝剧场还没完工，老百姓就过来玩了。孩子
们在舞台上追跑打闹，在分割草地的石板小径
上走来走去，老人们坐在看台上聊天。2019年
10月7日，中国·环翠山地越野跑挑战赛在五
家疃村开跑当天，石窝剧场启用，第一场活动
是为期一周的乡村音乐节。何崴在现场，默默
地看着台上台下人头攒动，感到所有付出都值
了。“百姓喜欢，是对建筑师最大的褒奖！”
他说。

“就像商品能引导消费一样，建筑可以引
导人的行为，诱发公共聚集，提高村庄活
力。”何崴说，“胶东村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已经经过一轮规划，但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如
今，要尽可能弥补这一缺陷。”

五家疃村妇女主任岳吉叶是石窝剧场的常
客。她说，以往，五家疃村的村民活动场所只
有村委办公室前的一小片空地，施展不开。现
在，五家疃和紧挨着的西庄村、台下村，村民
哄孩子、散步、纳凉、跳广场舞，都喜欢上这
里来。演出也不少：乡村文化节、公益电影、
文艺汇演、送节目下乡、百姓宣讲等，剧场启
用以来办了20多场大小活动。今年三八节，三
个村还一起在这里搞了汇演。

看到村庄有了变化，村民的心也活了。今
年，在石窝剧场东侧，嵩山街道新打造了一个
小而美的公园，眼下荷花盛开，蒲棒亭亭，煞
是好看。嵩山街道党工委威石片区党委书记王
钟林说，这片地方原来是十七八户人家的柴草
堆、七八家的小菜园，一听说要建公园，村民
个个支持。他所在的西庄村，两户村民分别花
了20多万元，把自家老屋整修成了民宿，即将
开张；村集体流转了13户民宅，准备搞民宿。

建筑引导了行为，也示范了美。在王家疃
村，记者看到，早年改造的老屋，木屋梁还被
当作丑物，用吊顶遮盖、或用木板条包裹起

来。而社会资本新开的两家团建室、村民正在
改造中的两家民宿，都像柿园、琴舍、美学堂
一样，自信满满地把木屋梁暴露出来；其中一
家还像柿园一样，把室内的石头墙特意刮了出
来，露在外面。

村民好似一夜之间被激发了创作热情。在
自家门口卖多肉植物的王家疃村41岁村民刘俊
彤，今年春天，把自家篱笆墙换成了木质花架
式样；把铁防盗门拆了，请木匠专门打了两扇
木门，还花了500元从淘宝上买了一套铜质扣
钉，装在门上。“我们村是中央美院的老师给
做的设计。摄影的、画画的、拍婚纱照的都来
了，咱也装扮精致点儿。”她说。

农民有的是创造力。王家疃村一户村民正
在改造民宿。记者进屋，看到了一处令人忍俊
不禁的发明：头顶的灯罩，原来是用八把蒲扇
扎成的。“你看柿园的灯罩，就是一块白布。
咱咋不能用蒲扇？”主人笑呵呵地说。

政府也更懂美了。十几年前搞村庄环境整
治，王家疃的不少百年石头房被刷上了白涂
料。现在，大家意识到特色才是美的，白涂料
被清除了，老屋石墙露出了本来面目。逄万涛
笑着说：“费了劲了。我们尝试了6种方法，
最后用‘加热+高压水枪’的方式，总算抠了
出来。”

对此，何崴很高兴。他说，政府请建筑师
来，就是要作示范带动的。建筑师也不可能什
么都做，只能以点带面。带不好也有可能带坏
了，所以他们从最初就抱有谨慎。“好的建
筑，应该是容器、酵母、灯塔，能承载功能、
触发改变、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得到启迪。”

“就好比你劝农民要保护老房子，别拆
了，他不会听，觉得你在说教。你用行动，让
他看到老房子也可以很美，能挣钱，他自然就
不会拆了。这也是建筑引导行为的一种。”他
说。

“乡村建筑，要和乡亲

一起建筑”

在农村盖房子，20%靠农民自己发挥。但
这20%，常常带给你很多惊喜。

何崴出生在北京城里，父母在大学教美
术。他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本科毕业后，就到
国外留学，再回到中央美院教书。

一个城里人为什么扎到乡村搞设计？他
说，他小时候，父母常带着学生去郊区写生，
他也跟着去。他家住在西直门外，但当时除了
展览馆，周边都是菜地，他也和小伙伴一起去
捉蛤蟆、斗蟋蟀。他上高中时，是上世纪80年
代了，玉渊潭里的八一湖还是一个野湖，没建
成公园，他常骑自行车进去呆着。

“那时候，城乡之间还没有绝对的区隔，
我对乡村还是有感情的。这是一种不同于故乡
的熟悉感、亲切感，不隔膜，感觉下乡是很自
然的事儿。”他说，现在，他也经常领学生们
到农村作田野调查，带自己的小孩到农村转
转。他觉得，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也是
建筑师创作灵感的源泉。他希望以后的孩子
们，也永远不要脱离乡村。

2013年，何崴第一次参与乡村建设，第一
次作品落地，那年他40岁。

这个项目是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
心，位于河南信阳市新县周河乡西河村。这是
个大别山深处的贫困山村。为了说服农民让项
目落地，也为了降低造价，何崴全程与农民一
起商量，用当地材料、当地工艺、当地工人搞
建设。一年下来，他收获颇多。“其中最主要
的经验，是乡村建筑，要和乡亲一起建筑。”
他说。

一间大粮仓改造成了餐厅，房子太大，需

要做个隔断。何崴希望用柴火条，村民说，山
上的荆条很好，有气味，能驱蚊。何崴立刻同
意了。屏风做出来，好看又好用。

西河粮油博物馆的标志性打卡地，是一堵
花墙。6块砖头“头顶头”凑成一组，顶头的
地方是洞，砖头中间也是洞，一搭一人多高，
让人奇怪是怎么搭起来的。何崴说，这是当地
一名叫张思齐的工匠做的，当时自己和团队都
惊呆了。本来他们当时也没谱，心想实在不
行，插一个竹筒加固；再不行，就拿混凝土填
上。结果，这些都没用上。竟然被他建起来
了！

“好多中国工匠的手艺特别惊人，是值得
建筑师学习的。”他说，“在农村盖房子，
50%看图纸，30%是设计师到现场去调整，20%
是农民自己发挥。但这20%，常常带给你很多
惊喜。”

在威海，何崴非常喜欢胶东传统砌石工艺
带来的手工美感。在他看来，水泥勾缝的“虎
皮石”，厚重华丽；不勾缝的干砌石，自然粗
朴。何崴觉得，这砌石给人乡愁的同时，还能
唤起人们对精致生活的遐想。

在威海的建筑，何崴大量采用了砌石工
艺。他说，当地工匠的技艺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然，设计师和施工队也“相爱相杀”。比如
柿园庭院的地面，何崴团队想要毛石干铺，石
缝植草，结果施工队为了方便固定，图省事，
全用水泥糊死了。他们发现了，让施工队重
铺，把水泥掀掉，露出土。这才有了今天“苔
痕上阶绿”的效果。

在乡村搞建筑，何崴少了书生气，多了
“接地气”。他学会了从村民角度思考问题。
王家疃乡村美学堂的房后三角地，农民原来用
来养鸡。何崴主动提出，要先给鸡找到去处，
再跟农民谈改造房子。

白石酒吧原来也是一所民房，何崴他们拆
了东侧的厨房，又在东、西各加建了一间房
屋。“改造农民的房子，你只能做加法，不能
做减法。农民财产受损失，他不会让你动。”
他说。

柿园民宿原来是3户人家的宅基地，呈
“L”形，但与东西邻居的产权界线不是直
线，而是犬牙交错。为这个，何崴第一版的设
计整个被推翻了。但他认为，这是正常的。磨
合，是建筑师工作的一部分。

论赚钱，乡村建筑设计不如城市建筑设
计，后者体量大、工作环境简单。何崴也设计
城市建筑，但他把主战场放到了乡村：“不得
不承认，城市建筑往往是为资本、为开发商设
计，不是为最终使用者设计。开发商关心的，
是把土地价值利用到最大。但在乡村，你真正
为使用者设计，为村民设计，考虑到建筑的全
生命周期。建筑师在这里，回归了本心。”

威海的项目，给何崴留下了愉快的记忆。
当地政府非常信任他。“我们又不懂，那就听
专家的。”逄万涛说。村民也支持他。“石窝
剧场的工期只有4个月，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文
萍常常晚上10点还过来看。工地拉了电闸，她
举着手机照亮。”帮着街道办盯施工的威石片
区党委书记王钟林说，“何老师的设计，有的
地方我个人并不认同。比如看台下的咖啡厅用
毛石铺地，藏灰，不好打扫，还疙疙瘩瘩的。
但是我必须维护设计师，必须看着施工队，达
到何老师要求的效果。”

何崴期待再来威海。他在威海还有好几个
项目，做了规划，还有待继续落地。他还想从
北京引进戏剧界的老师，到石窝剧场办“草地
音乐节”或“乡村音乐节”，还想与希腊户外
剧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单位取得联
系，让这个乡村小剧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
大舞台。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用建筑提亮、激活一个百年老村，让废弃矿坑变身“石窝剧场”，这是记者日前在威海看到的场景。这
些建筑的设计者，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何崴。

何崴：让建筑激活乡村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实习生 郑思茉 本报通讯员 阮宝勇

一个城里人为什么扎到乡村搞设计？何崴说，他小时候，父母常带着学生去郊区写生，他也跟着去。自己对乡村有感情情。这是一种不
同于故乡的熟悉感、亲切感，不隔膜。他觉得，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也是建筑师创作灵感的源泉。

近日，63岁的阿木爷爷凭借一双巧手走红。视
频中，阿木爷爷没用一根钉子、一滴胶水，打造出
鲁班凳、苹果锁、拱桥、将军案等精致的木制品，
引来众多网友称赞。阿木爷爷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
超过3800万次，全部视频总播放量超两亿次，“圈
粉”117万次。榫卯的起源甚至可能比汉字还要古
老，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榫卯技术已经
出现在原始先民们居住的木结构的房子中。几千年
来，榫卯结构也不断地发展、改进，派生出极多的
样式，适用于不同的家具和建筑，其工艺之精确，
扣合之严密，令世人惊叹。

(人民网）

63岁阿木爷爷走红，
这是什么“中国功夫”？

《审美力·非遗影像公开课》第六期“牛玉
亮—口技”，是2015年支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在验收中被评为优秀成
果，并入选“年华易老，技·忆永存——— 首届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
月”。在60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中，牛玉亮不断摸索
口技发声和运气的科学规律，总结出“循环发声
法”和“循环运气法”，为口技的运气和发声开拓
了更广阔的气源和声域，进一步丰富了口技表演技
法，给观众视听俱佳的艺术享受。

(新华网）

牛玉亮的非遗影像公开课

72岁的吴吉人是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极街道
致和南社区的居民。曾从事美术工作的他，退休后
仍每天坚持在家练习画画。2015年末，社区开始整
治墙壁上的野广告，吴吉人主动担任志愿者，刷掉
影响美观的广告，画上了自己创作的墙壁画。如
今，他已创作10多幅墙壁画，共百余平方米。“我
想用我的画让城市变得更美丽。”吴吉人说。

（中国网）

用画笔装饰城市角落

都市家庭生活剧《什刹海》正在央视一套播
出，该剧以什刹海胡同为背景，讲述了宫廷菜名厨
庄为天一家人琐碎而又充满烟火气的百姓生活。剧
中的庄为天与当下的生活氛围格格不入，扮演者刘
佩琦表示，这部戏最打动他的就是庄为天对传统文
化的恪守，不管是做菜还是做人。他希望通过这部
讲述美食的戏，让年轻人多了解北京的人文地域文
化，把讲规矩、讲德行的传统传承下去。《什刹
海》讲的是美食，说的是传承。剧中老辈人公园遛
弯、打太极、唱京戏的传统生活被年轻人的新理念
影响，年轻人追求新鲜刺激的同时也被老辈人的德
行与匠心感动。

（光明网）

刘佩琦：北京文化得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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