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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之观念：新芽体系的人本内涵与衍

生启示
The Standpoint of“Light-Weight”: Humanistic Connotation and 

Derivative Elicitation of New-Bud System

摘　要　论文试图综合性探讨新芽体系面向未来的“轻质”建筑观可能引发重型建构的传统建筑学怎样的审

思。在对“轻”技术的极致追求之上，朱竞翔及其团队对轻质建造的本质性观念日臻成熟。文章梳理新芽体

系的发展历程，探析“轻质”的人文内涵，比对日本建筑师坂茂在类似实践中体现出的异同——从而描绘新

芽作为一种立足于人本主义的新型建造观念及其“自治、进化、衍生”的系统性生命力。新芽体系“轻为重

用”的构想和追求，将为当下建筑学的边际拓展和建筑师的跨域转向提示出更多元的可能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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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New-Bud System, analyzes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light-weight”comparing with Japanese architect Shigeru’s 

similar practices, and interprets New-Bud’s construction concept based on humanism and its 

“autonomic, evolving, derivative”systematic vitality. The concept and pursuit of“light-weight 

for construction”will also indicate more pluralistic possibilities and follow-ups for the marginal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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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学往往关注于几何范式、永恒秩序和

纪念性的宏大叙事。正是在其凝重的缝隙中，不甘

固守的新枝时而萌芽。本文所聚焦的“新芽”即是

一种对轻质体系旁枝的命名，这一体系凝聚了香港

中文大学朱竞翔教授对轻质建造的长期思考和深入

探索①。新芽体系的核心是“轻质”的建筑观和价

值观，是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提出与解决设计问题

的求实观念。其表现是建筑师在不断迭代的建造实

验中，持续优化、改良轻质结构和物理性能；实质

却是对空间更细微深入的“轻”之叙事和灵活流动

的精细建造。围绕具体而微的人文关注核心，“新

芽”将结构的探索突破与形式的精巧适用合而为

一，整合建造的生产链条和全流程，赋予轻质体系

崭新的当代面貌，呈现为一种独特内涵的新建筑流

派。建筑史上不乏“轻”与“重”之碰撞而推动学

科发展的例子：例如伦敦水晶宫为砖石建筑打开了

一扇“轻质建造”的大门，密斯用钢和玻璃创造出

高层建筑轻盈的样本，卢浮宫晶莹的金字塔和大英

博物馆的大中庭（Great Court）……当轻质体系

介入、渗透、融合进重型建构时，或将在不意之间

改造和突破传统建筑学固守的疆域和价值边界。当

代轻质系统所面对的问题，在建造的现实性上更为

突出。以灾后重建为例，建材与构件等常因交通闭

塞难以运抵场地，故需短周期成品建构、低能耗、

少施工、低污染的绿色可持续体系。其构件的工业

化精确生产又要求适应现代制造业流程及形式的灵

活建造模式。新芽体系通过渐进的发展历程逐步实

现轻质建造的现实性课题。而考察那些技术为先的

2　达祖小学新芽学堂利用室内书架增加墙体视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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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逐步融入、影响和改造建筑学乃至社会的进程，

会发现仅仅对技术的考量难以描摹新体系更深远的价

值可能。因此，笔者试以价值理念和人文内涵的本质

角度去回溯新芽体系的衍生进化，探析轻质观念和全

程的建造体系对当代建筑学更微奥的启示。

一　“轻”之内涵——人本主义的建造

　　　观念

1　地域性与空间氛围

新芽人本主义的观念始于对地域性建造的关注

和探索。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场所深刻的精神本质应

由“区位、空间形态和具有特性的明晰性”[1]180-181

来鲜明地表达。区位决定了场所的地域特征：地质、

水文、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要素是建造的首要问题

和决定性要素。从地理文脉信息来看，新芽的初期作

品多为难以抵达、地震频发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和高

原气候交会的偏远山村（图1）。特殊的自然条件制

约着建造的介入方式，同时提出了“此时此地”具

体而独特的设计问题。新芽以融汇自然特色材料的

创新使用和快速便捷建造的地方参与性，谦和地回

应场所的地域设问。如下寺村小学的重建中，基础

部分积极地利用了拆除旧校舍的建筑废料，并分拣

碎瓦、山石及河中卵石，构造新建筑室内地坪的骨

料——使肌理与色彩同周遭山水融为一体。新芽以

人本的建造观念为指引，以特定场所精神为目标，

通过对地域材料的吸取和转化，围绕真实生动的生

活场景，在快速便捷建造的同时为空间注入原真性

的风土韵味。类似的案例还有达祖小学新芽学堂和

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新芽的地域性建造观念现实

地表述了肯尼斯·弗兰普顿抵抗普遍主义的建筑学

理论，其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强

调建筑植根于场所，尊重风土文化，注重现代主义

的形式和价值观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适应性呈现[2]。

以地理文脉信息为缘起，重唤归属性与场所感的建

造观念于当今依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新芽对建造的人文关怀从追求地域性的自然品

质出发，再深入到对人性化空间氛围的着力营造。

“人的认同感是场所认同性的先决条件”[1]180-181。

新芽初期作品主要服务于山区学龄儿童和面向自然

环境的基层工作者。如在达祖小学的新芽学堂，建

筑师意识到轻质材料的质感与灾后儿童所需要的厚

重安全的心理慰藉之间的矛盾，利用和扩大了深红

色木质立面窗洞四周的宽度，打造成书架，模糊了

墙体材料的实际厚度，增强建筑厚实感（图2）。

这种因借手法也在童趣园中变化运用，用纤薄板材

创造出厚重且温暖的感知效果。而在四川大熊猫监测

工作站的设计中，建筑师利用U形玻璃的半透明质感

弱化了外部广袤山川的存在感——使自然环境得以更

为柔和的方式观照建筑。工作人员能够在温暖的室内

氛围中与清冷的山林同在，感知被尺度亲切的人工

环境所“包被”和保护的场所感。有如彼得·卒姆

托在其作品和空间哲学中突出强调的“氛围”[3]：

主张建筑起始于情感，尤其注重运用地域性要素营

造空间氛围，从多种感官综合性地调动人的空间体

验，唤醒主体、空间与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交流互

动，产生深刻、动人的情感反应。新芽体系在观念

上与卒姆托有着共通的人本主义核心，方法上亦倾

向于以恰当的技艺营造空间氛围和情感质地，从而

尊重和强化了主体的知觉意识和场所的情感特性。

2　进化的建造体系

新芽体系不断进化，其历年作品从功能上由灾

后的校园重建逐步拓展到普适性的童趣园（慈善和

教育公益项目）、长途跋涉的援助项目（肯尼亚内

罗毕美塞达<MCEDO>学校）、宣教中心和自然

1. 甘肃会宁库去村芭莎阳光童趣园

2. 四川广元下寺小学校园重建

3. 四川白水河保护区山地宣教中心

4. 四川崇州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宣教中心

5. 四川栗子坪保护区大熊猫监测工作站

6. 四川盐源达祖小学新芽学堂

7. 云南大理陈碧霞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

8. 上海南汇东滩鸟类禁猎区移动工作站

1　新芽系列项目选址分布图（2009—2013）

3　新芽体系衍生多维度的适应性（高海拔、潮汐水位变化、运达距离、快速建造等）

1

2
3

4

5
6

7

8

4 000 m 5 m 9 000 km 60天

气候分界线
四川省边界线
三大阶梯地势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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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野外工作站。从讲究群体布局的广元下寺新

芽小学（系统的成型）到追求空间适应性的达祖小

学；从突破围护体系的美水小学到拓展高度的鞍子

河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再到探索山地住宅原型的白

水河自然保护区工作站[4]——建筑师将一次次差异

化的实践组织为不断进化的整体系统，不断推进新

芽体系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变性，以应对特殊气

候、地质、场所、功能、形式的复杂挑战（图3）。

新芽体系还蕴涵着整合建造全过程的全新观念。建

筑师认为材料和结构的轻型化不仅影响建筑的功能

与形态，而且对建筑的生产、使用和运作流程影响

至深。新芽团队逐步深入地研究、整合“资源—策

划—设计—采购—预制—物流—装配—评估—维

护”的建造全过程。他们将建成房屋视为难能可贵

的足尺模型，持续追踪它们承受自然力量与社会力

量挑战时的变化，进而评估其成果和效用。并在建

成后，进行基本气候与舒适性测试以及针对性修补

和局部改装。新芽独特的社会学价值在于以轻型建

造为依托，创新并整合信息时代中的产品和建造的

链条，适应不同场地限制、功能定位的空间对人文

服务品质和营建流程的差异化要求。这在内罗毕贫

民区的美塞达小学增建项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场

地距离新芽的深圳工厂超过9 000 km，建筑师设

计了一种可以折叠海运、现场张开的创新结构；并

在当地黑帮林立的动荡局势中，通过鼓励当地人参

与而迅速建成，巧妙应对了社会环境对建造的风险

（图4）。新芽体系一以贯之地精密组织物流和施

工，优雅地示范了轻质教育空间的品质与可能。这

是预想和整合建造过程带来的优势，更是建筑师人

文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实践。

新芽植根于地域化建造的同时，通过不断的

自我完善与进化迭代，提升轻质结构技术和物理性

能，并以整合性的建造流程来表达对建筑学未来的

思考和人文关怀。这令人自然地联想到日本建筑师

坂茂——同为轻质体系的实践，两者建造观念的差

异使得呈现出的形态和存在方式各具意趣。比较其

异同或能揭示出新芽独特的价值内涵。

二　“轻”之比较——与坂茂的差异性

　　 分析
坂茂用纸建筑为灾后人群及时搭建起温暖的

“精神庇护所”[5]。朱竞翔的新芽体系则起步于为

灾后山区迅速便捷地建造教育空间。二者都希望以

轻质建造来突破传统重型结构和材料运输的限制，

为灾区和偏远地区提升场所和空间品质。但同为秉

持可持续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两人却因对

轻质建造理解和追求的内在差异，在具体目标、方

法策略和衍生方式上有所不同、各有倾重。

1　目标与策略的差异

在形式目标上，极少主义风格、知识阶层审美

和价值观是构成坂茂设计思想的重要精神谱系[6]。

同时坂茂又有着日本建筑师惯有的谨严慎微和追求

形式纯净完美的特质。例如在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

奇纸教堂（Paper Dome）中，纸管材料的A字形

屋顶就强烈表现出他对结构所投入的匠心——坂茂

尤其注重营造精细的形式艺术品以及超越建构本身

的精神隐喻。他希望通过微妙的界定和组织空间仪

式感，用存续期短暂的纸建筑反差性地营造慰藉心

灵的长久震撼（图5）。与坂茂对纯粹形式和仪式

精神执着的艺匠情怀不同，新芽作品一贯是朴实的

“属人”[7]空间。朱竞翔倾向于运用质朴而灵巧的

形式语言，更加谦逊和真实地回应主体本身，解决

人对空间的实际需求，营造特定的归属感，其形式

结果只是建造目标与过程自然而然的呈现，追求质

朴的真实。舒尔茨在《建筑：存在、语言和场所》

中主张场所精神应向现象学学习，回归事实本身：

“‘场所’是具有确定特征的空间，是由具体现象

4　肯尼亚内罗毕美塞达小学增建项目

5　坂茂相关作品案例

a　成为克莱斯特彻奇地震灾民“精神庇护所”的纸教堂A字形屋顶

b　原鹰取纸教堂“重生”于台湾南投县

c　华林小学混凝土基础及T型钢固件

d　苗苗幼儿园混凝土箱垄基础及地坪木龙骨

6　白水河山地宣教中心室内外氛围营造及人与空间关系

5a

5c 5d 6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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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生活的世界’”[1]180-181。他将人的生动意

义置于空间构成的所有因素之上，并始终强调人文

精神是场所的本质追求。而彼得·卒姆托在《建筑

氛围》中提出的设想更加直截了当：“我想要看到

什么——对我或稍后使用此建筑的他人而言——我

什么时候会在室内？而我想要别人看到我的什么？

我想对外做出什么样的效果？”[8]这样紧扣场所的

本体核心——人而提出的建造问题，包括氛围感

知、物理性能、空间形式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新

芽的观念及实践呈现中找到真实的诠释（图6）。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芽体系的形式姿态显得更为低

调自然，对建造的人文关注却更加注重和全面。

在营造策略上，坂茂围绕钟爱的纸质材料，

常以一种普适性的手法处理大部分案例。以基础为

例，他的通常做法是用易得、易组装的成品材料拼

装箱体基础；而对于较大柱跨的公共空间和使用周

期较长的项目，他又能将适应性与特异性处理相结

合。例如华林小学的建造中，他在简单的箱体基础

上，以水泥砂浆抹平，再增加膨胀螺栓固定倒T型

钢固件，为纸管柱的木插件节点提供强固支撑[9]。

坂茂用普适性手法保持了纸建筑在材料与形式上的

一贯性和纯粹性。而对于不同场地、空间和结构的

差异性则以局部的特异性手法来应对突出矛盾。新

芽的策略则对具体条件整体性地辨析，以自身的灵

活演变来尊重不同场所的环境属性。同样针对基础

的建造，新芽团队则一贯探索和优化与上部功能、

空间紧密结合的形式。早期的三个慈善小学项目由

于地势平坦，均采用了环绕的条形基础，并根据各

自地质条件设计不同的墙身基座。而在地形复杂陡

峭的自然保护区，四个工作站则采用了点桩式独立

基础。随地形复杂程度的增加，在保持上部轻质结

构整体性的同时，下部桩基支座的抬升高度也逐渐

增加（图7）。由此可见新芽对基础的建造更注重

结合地方材料和工艺，尤其注重适用于特定场所和

上层主体的结构选型。因此相比于纸建筑执着于材

质和形式的纯粹，新芽在策略和方法论层面将“适

应性建造”作为决定性的核心标准，对自身的演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可能——从而以体系的

进化去适应场地，而不是反过来。

2　对场所精神“历时性”的回应

日本建筑师受传统哲学“一期一会”、转瞬即

逝的侘寂美学和伊东、妹岛为代表的轻质、短周期

更新再生的建筑观影响，在空间使用上往往追求朴

素极简、最小化和仪式化的形式和质地[5]。在此背

景下，坂茂突出地偏向于纸管等新型的自然材料，

并将“循环再生”作为建造的核心标准。但其纸建

筑多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过渡期一般仅二至三

年，之后最好的存续方式是运往其他场地重建。如

日本鹰取纸教堂于2005年拆卸捐赠给受“9·21”

大地震重创的台湾南投县，并在一年后重建。然而

并非所有纸建筑都能有纸教堂的良好契机。由于材

料的临时性、可改造性低、尺度和空间的特殊性等

原因，多数纸建筑会在不长的生命期后被拆除。与

存续期短暂的纸建筑和仪式化的精神空间相比，长

期使用的目标和公共教育等功能对新芽体系的物理

性能提出了更严格的挑战。在追求至轻至薄的同

时，新芽仍以满足民用建筑50—70年的年限为优

先目标，探索轻质实体更长久的效用和坚固程度。

朱竞翔将轻质建造视为消除了“脂肪”组织，只留

下“骨骼和肌肉”[10]的高效系统，并相信其实体也

能够具备媲美传统重型建构的耐用性。

新芽追求轻质而耐久的目标，源于对场所“历

时性”衍生进化的观念。新芽更加注重轻质体系长

周期运作的可能性，在概念初始就将自主演变作为

衡量建造的重要因素，并在模数尺度控制、物理性

能、空间氛围营造等后续方面全面贯彻了衍生性的

考量。四川栗子坪保护区的大熊猫监测工作站即为

体现其历时性观念的一个范例。除了同样可以整体

拆卸、异地重建，更重要的是新芽设想了山景中的

工作站存续衍生、发展演化的过程。对于未来用作

山地别墅酒店或其他空间类型的可能，团队在这个

项目中创新地实验了箱体结构的适用性，可以针对

不同的组合单元优化特属的性能，灵活地改换功用

和空间品质。新芽的多样化结构选型正是为了探寻

灵活而恰当的衍生方式。舒尔茨以“机能”的观点

来考虑建筑进化的问题，并追问：空间如何在新的

机能要求下保存场所精神?[1]180-181最根本的回答大

概是为建造注入真实的“历时性”。坂茂纸建筑的

临时性和极少主义倾向基本回避了历时性演变的问

题；新芽则试图以灵活的衍生策略对“历时性”作出

紧贴真实语境的阐释。新芽体系将后期运作与功能置

换的可能纳入初始预设，使得建造在时间观念上的表

达更为灵动从容，获得生动而完整的空间叙事能力。

三　“轻”为重用——衍生与启示
约格·施莱希（Schla ich）把“结构的自重

与其所能承受的荷载比值较小的结构”[11]都视为

轻型结构。这一观点明确揭示出“轻”的相对性：

若能使承重体系较其传统形式显著减重，我们都可

以称其为“轻量”化的建造。新芽在进化中寻求从

“轻型”结构向“轻量”建造的观念修正。这一定

位转向与其自主的衍生要求密不可分，同时证明了

轻质建造可以为传统的重型建构所用。“轻”如何

“重”用？或将启发建筑学传统对“轻”与“重”

关系的重新思考。

1　衍生方式

新芽所关注的核心一直是以人本主义的观念引

导，以适当的建造方法和流程作为介入方式，对人

心理和行为的空间需求作出最场所化的回应。这种

回应又是地域的、回归生活的、适应性的。新芽希

望每一个作品都能历时性地叙述自身的建造过程和

故事，并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每一次实践的进化。这

种进化或是高度的突破，或是空间的地域化表达，

抑或建造流程上的优化，还可能是结构上的更变

（图8）。由此，新芽早已超越一种静态的设计逻

7　新芽及其衍生项目基础措施随地形演化图（2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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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而系统地进化为一整套动态的可衍生体系。

新芽体系是以灾后重建为发展契机，获得使

用者和外界认可并逐步推广进化至今。从2012年

之后的研究来看，新芽团队除了一贯以秉持轻质建

造观念为核心，还更加注重系统在不同条件（地域

气候、地形、生活功能、心理需求）制约或挑战中

的适应性。新芽的建造实验已经从难以企及的场地

（气候环境复杂的山地丘陵）扩展到气候平缓、地

势低洼的东南沿海地区（2013年南汇东滩鸟类禁

猎区移动工作站建成）。而在采用C型轻钢骨架与

填充板材形成的复合结构的几所小学之后，朱竞翔

又在新芽家族中增添了箱体结构的新成员（大熊猫

监测工作站是采用结构保温木基板材构成的箱体房

屋系统）。在结构上，新芽建造体系也不断突破自

我，自2009年起已经历5次进化，目前形成了包

括轻钢复合体系（初代新芽）、箱式系统、板式系

统、框式系统和空间板式系统在内的一整个建造体

系（图9）[12]。同时新芽还在努力成为一种自治的

体系。这种“自治”能力依赖于团队始终秉持的人

本建造观念：从每次实践中主动收集各方反馈，对

建造的全方面（结构、材料、性能、技术等）和全

过程（采购、生产、运输、装配、维护等）不断迭

代优化、维优补缺；从而逐步实现从“原型设计”

到“规模定制”的进化。以“阳光童趣园”为例，

目前，在甘、渝、川、黔、滇、鲁等地已经以不同

方式建成了91座童趣园，覆盖13个省份[13]。能在

短时间内孕育出如此多样化的适应变体源于其高效

的自治衍生（图10）[14]。

对于新芽而言，结构形式的变更和自治繁衍

的能力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尝试和优化，而是在面

对不同场所和环境时，整体的轻质建造系统对不同

的空间和结构、构造体系提出灵活而恰当的预设。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芽的多次优化都以结构形式的

突破为重心，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以结构为主导的

建筑系统。恰恰相反，新芽正是希望通过整体建造

技术和系统的灵活更新来优化结构形式带来的限

制，进而更加人本地依托于地域环境，创造出能够

贴切地满足需求的温情场所。在作为整体系统的新

芽体系当中：结构形式是可变的，轻钢结构技术是

可以攻克和优化的，轻质新材料是地域性的和逐步

进化的，生产、运输、装配的全程是需要精密控制

的……不变的是一切都以建造为核心。体系衍生、

拓展与进化的实质仍然是以合理便捷的方式实现人

本主义的地域性建造。

2　“新芽”体系之观念与方法的启示意义

正如Great Court和卢浮宫金字塔曾令世人惊

诧地展示轻质结构在重型建构的改造和对比上的优

雅特质；新芽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丰富也初步证明了

轻质建造的几种优势特征。一是场所精神的兼容

性；二是快速便捷建造的社会性优势；三是空间性

能品质和功能演变的强大适应能力。新芽正以其建

造观念和方法系统模糊着轻与重泾渭分明的分野；

自然地激发着建筑学直面历史与未来的思索：从

“人本主义的适度建造”这一观念和态度出发，将

新芽体系作为一股清新的血液注入既有环境，会激

发怎样的当代可能？

若能从根本上理解新芽所围绕的核心——建造

观念及其发展出的一整套技术方法论研究系统，

建筑学新的大门仿佛正慢慢开启。笔者试举两例

不成熟的构想：其一，新芽一类的轻质体系可以跨

越形式边界、粘合不同建造体系的隔阂，以“小分

子”的置换方式介入历史遗存建筑或既有城市环

境。轻质体系人本主义的建造观念和方法与城市

微更新的理论宗旨天然契合。例如众建筑事务所

（People’s Architecture Office）的“盒院”项

目，将轻质建造应用于老四合院的更新，将预制的

功能模块轻巧地融合进旧存的空间体系。插件植入

的灵活方式，在保护原有结构完整性的同时，体现出

轻质建造在重型建构改造和接续更新上的优势。同时

也为新芽从地形险峻、气候极端的自然环境走进因素

复杂交织的城市提供了一条参考思路（图11）。此

外，我国的民用建筑多存在实际使用期限低于预期

寿命的倾向，还存在设计初衷与实际使用需求脱节

的问题。若将新芽与传统集合住宅结合，将居住空

间类型化、单元化，在传统的重型框板体系中置入

“屉式”的轻质模块；可通过单元的多种组合，使

得重构与轻质在建造中有机结合、灵活可控，从而

满足日益多元的空间使用和心理需求。利用技术集

成化、空间人性化的原型模块的衍生来弥补现有设

8　新芽及其衍生体系发展时间脉络

9　新芽及其主要衍生体系结构系统分类

8

9

10　新芽的高效衍生实例——童趣园的生产和建造

1. 轻钢复合体系（原新芽系统，New-bud） 3. 箱式系统（Box） 4. 框式系统（Frame） 5. 空间板式系统（Spatial Panel）2. 板式系统（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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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固化单一和重复低效的问题。

其二，新芽预示着建筑学面向未来的一种转

向：建筑产业链条整合和建筑师跨域转型的可能。

毋庸置疑，在当下以共享大数据为基础的知识经济

时代，整个设计领域都面临着“疆域拓展”和“范

式转型”。建筑行业也逐步地由设计师个人风格的

创造向以生产和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转换。建造产

业链正在向系统化、全流程转型[15]。建筑师的责

权范围也已远不止设计本身，所服务的对象也日趋

复杂和多样。在时代的激荡中，变化才是唯一的永

恒。新芽所秉持的核心建造观念，在组织上强调全

程的精密控制，在方法上注重深入研究原型再推广

至整体的设计生产，在策略上系统地探索“自治”

的衍生可能。与传统的建筑设计相比较，新芽体系

的拓展是全方位的：以设计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流

程覆盖前期策划、生产物流和建造技术、组织方

式、维护的全程。对建筑师而言，产业链的整合意

味着任务和身份多维度的拓展。新芽体系要多维地

统筹资金、客户、地方、工厂、施工方、志愿组织

和使用人群等全方位、差异化的需求[16]。建筑师

需要具备产品经理式的集成意识和综合的社会活动

能力，才能在迥异的空间和场所精神中提出具体细

致、真实可行的建造策略。甚至在未来的大数据、

3D打印和物联网语境下，轻质单元模块和体系的

生产建造可以精确地“私人定制”、多样组合。

再结合日益兴起的VR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时代新技

术，建筑师和服务对象的交流互动将会使设计转变

为主客一体、即时进化的整体。参与建造的各方

形成相互协调又相互督促的高效平衡关系。“童趣

园”的多样化实例已说明体系能够通过反馈与优化，

高效地衍生，并在批量生产和客户定制的矛盾之间建

立可控的平衡。建筑学将怎样紧跟时代而转向？这也

许是新芽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建造观念所提出的最具

启发性的问题。

四　结语
如果说不断优化结构和技术性能是新芽体系

的研究主题，那么“轻质”的建造观念才是引领它

的价值核心。新芽的衍生进化正是对轻质系统人文

价值的不断执着追寻。也正因如此，不变的人本主

义内核才能衍生出多变的结构、形式和建造流程，

以应对万变的环境与需求。建筑无疑是实践性的，

尤其对于一种新型建造的“流派”而言。新芽体系

正是在建造实践中一次次地迅速完成反馈、进化的

循环，不断地提升多元兼容性，更在更新迭代中发

展出自主的衍生能力。这种“自治”的进化得益于

建筑师团队持续审慎的反思与优化。新芽质朴的设

计姿态归根结底来源于执着的人文审度与关注；其 

“轻质”观念的核心始终意味着适当的建造方式。

新芽体系的启示意义即在于揭示“轻为重用”的可

能——以人本主义的“轻”之观念去探寻建筑学更

加“厚重”的未来。□

　　图片来源：图1，2，6，8由徐清清绘制；图3，4，

10由朱竞翔提供；图5由赵萍萍提供；图7，11由赵萍萍绘

制；图9由赵萍萍改绘。

注释

①  本文讨论的“新芽体系”缘起于朱竞翔教授的轻质建造

实践，是对一种轻质体系支脉的总括：包括其早期新芽

系列建构及其后续衍生系统，放眼于他对轻质建造的长

期整体性思考及不断发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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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芽理念及建造策略在社区更新中的运用（此为建造过程模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