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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旅舍位于云南大理洱海西南部的金梭岛北

端，是租用当地原住民住宅用地来进行的旅游开发

项目。用地分为南北两块，从北到南有 30°的朝向

转换。土地的拥有者要求两块地上的建筑物必须是

相互独立的，然而从作为旅舍的使用和感受上，又

有整体性的要求。于是，一条 70m 长的柱廊作为主

要的内部交通空间穿过南北两个地块，把旅舍的一

系列功能空间串联起来，并同时梳理出整个景观体

验的空间结构。整个建筑用木结构完成。我们采用

并简化了当地白族传统木构做法，用本地木材和白

族木匠来完成木框架的建造。□

洱海双子旅舍，金梭岛，大理，云南，中国
Shuangzi Guesthouse, Jinsuo Island, Dali, Yunnan, China, 2014

主持建筑师：赵扬

Principal Architect: ZHAO Yang 

This guesthouse is located at the north end of Jinsuo 
Island at the southwest of Erhai lake. The land belongs to a 
local family and is rented for tourist development. The site 
comprises two separate house sites and, though the landlord 
required that any buildings on the sites had to be kept 
separate, the client wanted them to feel as though they were of 
a piece. We proposed that a 70-meter long colonnade through 
the two sites serve as the major circulation space and organize 
a common spatial experience. the structural frame is made of 
wood. We simplified the local timber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used the local carpenters to build it.□

项目信息/Credits and Data

设计团队/Design Team: 陈若凡，李烨，武州/

CHEN Ruofan, LI Ye, WU Zhou

建筑面积/Floor Area: 1500m2

摄影/Photos: Jonathan Leijonhufvud（Fig 1）, 

陈溯（Fig 4）/Jonathan Leijonhufvud, CHEN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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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景/Exterior view
2 平面/Floor plan
3 模型/Model
4 立木架/Set up wooden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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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烨
LI Ye
B.1983

2003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赵扬建筑工作室合伙人

B.1980

1998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赵扬建筑工作室创始人

2012  获选“劳力士艺术导师计划”

2010  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

赵扬
ZHAO Yang

赵扬：在本世纪初前后那几年，这个社会还没那

么商业，考上清华建筑学院能给一个年轻人的内

心注入极大的能量。最能折腾的那几年在清华度

过，我们都会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

或者说幻觉如果被纵容7、8年，就很难割舍了。

那时候利用画水彩、支教、测绘和做项目等各种

名义在全国各地好山好水的行走都带着一种漫无

边际的豪迈。对我来说，这是青春、清华和建

筑学烩在一起能提供的最奢侈的营养。后来毕业

了，哪儿哪儿都有些格格不入，在别人看来也就

是皮糙肉厚的所谓执着。

李烨：回顾自己的专业成长历程，诚实地讲，很

多重要的素质并不是清华的建筑教育带给我的，

甚至有很多对我有关键价值的东西是在之后的职

业经历中不断打破清华建筑教育的限制而获得

的。但是，从对待设计的态度上，清华带给我一

种骨子里的对集体无意识和媚俗潮流的抗拒，

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存

在，我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价值，也

得以支撑自己一直在建筑的道路上走下去。

WA ：您认为建筑应如何参与我国乡村建成环境的

更新？

赵扬：中国广袤的农村是我们文化和生活方式真正

的土壤。目前，尚未被“大跃进”式的城市化或者

城镇化运动破坏的乡村是探索未来中国式生活空间

的良好土壤。所以，在谈更新之前，首先要谈的是

保护。我们这个民族必须重拾过去对农业和乡村的

尊重，而不是把“城镇化”包装成未来中国的唯一

愿景。乡村的背景和基础是农业和农田，所以保护

乡村，必须保护农田和农村生态环境，更新农业生

产方式，修复农村社会结构。在这个前提下，建筑

学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农业

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的更新（以有机农业和广义的

旅游业作为代表）会引起农村社会和人口结构的更

新，才会有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的需要，建

筑学必须认识到这些需要的产生，以开放的心态回

应这些需要，才能有所贡献和创新。所以，不是建

筑学改变乡村，而是乡村更新建筑学。

李烨：建筑师应该同时带有解决问题式的态度和启

发式的态度来面对在中国乡村的建筑实践。

首先，诚实地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为建筑带来

的限制与挑战。我们需要常常面对很多本地化的、

与生产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设计需求，而业主们或

许只期待用相对于城市中 1/5 甚至更少的开支来完

成项目。这些限制迫使我们采取和城市中完全不同

的方式来实践，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基本的需求

中，并且保持足够的耐心和谦虚，来面对建设中不

断出现的非建筑问题。

但与此同时，在设计中我们仍然要保持建筑师

的自我意识。由于很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乡村的建

成环境更新缺乏面对整体环境的自觉，因而我们看

到很多无视自身环境、毁坏生态和有价值的历史风

貌的无序更新。建筑师有责任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带到乡村的建筑实践中。从另一方面讲，乡村仍然

保留着很多幽美的景色、悠闲自在的生活态度、人

与自然之间的诗意的关系。这些和城市里不同的生

活方式蕴含着未来设计的无限可能性。建筑需要以

启发式的态度来主动发现乡村环境中的潜力，不仅

仅是将新的价值带到乡村建筑实践中来，也将基于

乡村的观察和思考贡献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去。

WA ：您如何看待建筑的现代性问题，以及中国建

筑的现代性问题？

赵扬：现代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建筑学和

社会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匹配的问题。中国

建筑现代化的前提是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现代化

（政治的现代化）， 然后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生活和文

化产生信心，然后在建筑上自信地表达我们的生活

方式和需要，才会有中国的现代主义。否则，我们

的建筑学不过是形式主义的鹦鹉学舌和自娱自乐而

已。

WA ：建筑如何服务于弱势群体，如农村居民、老

年人、妇女儿童、低收入人群、移民等？

李烨：我们提到“弱势群体”这个词，并非是意味

着将建筑服务的对象按照社会地位加以区别对待，

而是表达了建筑师对社会再分配的关注。从这个角

度上讲，建筑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体现在选取适当的

材料和技术来降低这一类建筑的造价。建筑作为社

会链条的一部分，其成本势必有很大一部分会转移

到使用者本身。应对这样的社会规则，降低造价并

不等于减低设计品质，而是对建筑成本的再分配用

更多的心思，放松对建筑形式的执着，更多去关注

建筑最本质的东西 ：对环境和气候的回应、对功能

和使用的考虑，以及对未来服务状态的设想。这些

是社会责任感和建筑职业素养的结合。

其次，建筑在服务弱势群体时，应该以谦逊的

姿态回到常识和对基础需求的考虑。我曾经涉足于

建筑与公益交叉的领域，不止一个人问过我设计是

否就是为了增加造价和表达审美。至今还有很多人

存在这样的误解，这个和建筑长期表现出的高傲姿

态不无关系。建筑师不断地设身处地思考对方的需

求，主动去了解对方的行为习惯、交往方式，以及

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这些原本是建筑设计最基本的

出发点，但是却常常在实践中被遗忘或者被形式所

凌驾。建筑师本身也应该主动跨领域交流，考虑与

非营利组织或者个人合作，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发

现更多的细节和设计的可能性。

WA：您最近最感兴趣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为什么？

李烨：我很感兴趣在建筑设计中使用自然景观材料

的可能性。树木、山水、岩石，等等，这些并不算

是严格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却往往带来很多生命力

和人情味，这一点甚至更接近建筑本身。在我非

常赞赏的斯里兰卡建筑师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的房子里，人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庭院中的

一棵树，或者突出于走廊地面的岩石，是可以对它

临近房间的光感、尺度、材料的设计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坎达拉马遗产酒店（Heritance Kandalama）

上盘绕的藤萝、大厅里嶙峋的山石，这些甚至是思

考一个建筑的出发点。这些自然材料将建筑的内外

联系起来，使建筑不是简单的人工环境，而是在空

间和材料上与自然直接相通，弥合建筑与景观的边

界，扩展建筑的想象空间。我认为研究自然材料的

可能性可以在现今大量工业化生产的建筑文化之外

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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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气仙沼市共有之家（摄影：Hisao Suzuki）
2 尼洋河游客接待站（摄影：陈溯）

3 纽约哈德孙河半岛公园景观设计

4 北京中国建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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