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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專一村  

2020 年，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了全國，很多地方都停産、停

課、停工，各種經濟活動都處於停滯階段。由於一專一村團

隊在鄉村工作的操作模式的不同，疫情期間部分村落的村民

自建農宅項目並沒有受到影響，就如米易縣白坡彝族鄉的項

目，村民在春節後仍然在建造自家的房屋。除了部分必須從

外界購買的材料外，其它部分都能就地取材、自給自足，按

照原定計劃完成夯土墻的建設，這也體現了“本地工匠、本

地材料、本地技術”的策略在特殊的環境下仍然具有極大的

靈活性和强大的抗逆力。 

六年的工作與成果 

 

 

一專一村通訊，第 5 期，2020 年 9 月

ONE UNIVERSITY ONE VILLAGE 一專一村 

# 雲南鄉村振興研究發展中心已完成落成，正在持續開展土樣分析、材料試

驗、工匠培訓等工作。更多的學術活動、鄉村建築師駐留、實習生駐留等

計劃將在疫情結束後陸續展開。 

其他:  

工匠培訓： 培訓超過 100 名工匠，其中 26 名為女性；5 支獨立施工隊，其中一支由女性主導的婦女施工隊 

獎項： 獲國內外獎項共 12 個 

一專一村獎學金： 1 個 

書籍：3 本 (即將出版) 

地方夯土建築指導手冊：1 本 (即將出版) 

抗震夯土農房 
23 戶 (已完成) 
75 戶 (籌建中) 

43 戶 (擬建) 

研究發展中心項目# 
1 個 (已完成) 

農村災後重建項目 
2 個 (已完成) 

村落社區發展項目 
1 個 (已完成) 

一心橋項目 
9 個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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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項目 

項目地點：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秋那桶村 

項目性質：農村可持續社區發展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昆明理工大學 

項目時間：2013年12月—2020年6月 

 
項目進入完結階段 

怒江秋那桶村項目主旨在於促進村落社區發展，須做到對當地長期穩定的溝通、陪伴、互信

和支持。主要工作從 2014 年初至 2019 年中展開，涉足當地社會生活許多面向（詳見下表）。

社區發展促進的服務，許多不是以可見的實物這種形式呈現，但從村落社區變遷的面向、村

民的生活面貌和社會交往上，可以反映出我們這幾年服務的成果和意義。 

在民生方面，團隊在村內進行了許多開放性調查、檢測和設計參與，目的為喚起村民及政府

對這些方面關注及認識，從而改善他們的健康及生活環境。在教育方面，三年的幼兒發展促

進服務更是當地村民和政府認為最誇讚的部分。在此服務的影響下，村委會向上級政府成功

申請開辦了當地縣域的第一所村級幼兒園，孩子們可以接受幼兒教育的範圍又擴大到周邊的

4、5 個村民小組。 

 

2014 
村落調查：社會經濟，環境建築，人文健康  

村莊測繪：傳統建築，聚落佈局，村落地形 

2015 

公共衛生：健康教育，基礎體檢，慢性病篩查 

建築環境：村莊廣場彩畫裝飾，公共廁所木門製作與安裝，民居室內空氣流通與

質量檢測，民居結構抗震性調查，村莊步道安全性調查 

人居環境：給排水系統調查，飲用水品質檢測，垃圾調查與處理方案設計 

社會文化：社區調查（涉及人口販賣、社區心理地圖等議題），民間故事收集 

經濟農業：手工業農產品調查，耕地土壤檢測，家庭農業朴門永續方案設計 

2016 

教育：第一次幼兒發展促進服務 

經濟：村莊生態旅遊遊覽線路調查與手工地圖繪製 

建築設計：生態農場設計（設計受當地肯定，因用地與後來發布的規劃衝突，建

設未能開展） 

2017 

教育：第二次幼兒發展促進服務 

建築： 圖書室改造設計（因用地用房存在產權糾紛遂於 2018 年 5 月擱置） 

步道路面安全提升（設計完成評估後因施工成本高昂而只擱置。當地政府

的扶貧攻堅項目建設在 2018 年底為全部村落重新修整步道。） 

2018 

教育： 第三次幼兒發展促進服務; 鎮中學班主任“正面管教”心理培訓  

經濟：手工藝技術調查與村民自熬酒包裝設計  

社會：田野調查：包括當地旅遊發展、經濟文化產業計劃、村莊治理、村莊規

劃、村辦民宿和特產商店設計建議等 

2019 

教育： 怒江 0-3 歲幼兒本土故事繪本（已完成故事篩選、編寫及出版事宜，但因

難以在香港或內地找到合適的插畫師進行合作，出版計劃擱置。） 

        ：為崇基學院學生提供服務學習體驗前訓練 

社會：和村民一同參與麗江“內生式社區發展與社區保護地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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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夕陽鄉高粱地村 

項目性質：生土農宅整村搬遷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昆明理工大學             

項目時間：2018年10月—2022年12月 

 

高粱地項目是一個整村新造的計劃，最新確實建造戶數為 68 棟，經過與鄉政府

的討論協商，項目預計分成三期建設，整個工程預計在 2022 年底全部完成。施

工場地的“三通一平”工作已經在今年 8 月啟動，預計在 10 月前完成。其後民

居的基礎??和混凝土框架由鄉政府招標後施工隊統一完成，鄉政府聘請專業人員

監督施工質量；一專一村團隊在夯土墻施工和主體建設時會提供專業的技術和設

備支持，並對施工隊和當地村民進行夯土建造技術培訓，共同參與完成房屋的建

造。 

 項目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夕陽鄉打黑新村 

項目性質：生土鄉村服務設施建築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昆明理工大學             

項目時間：2019 年 6 月—2021 年 2 月 

 

打黑新村項目是要把村內的一所多功能活動廳(公房)以抗震純生土建築進行改造。團隊今 8 月再到訪打黑新村，公房已經被

拆除，場地平整工作已經初步完成。經過團隊對現場調研後發現地基有沉降跡象，其原因需要經過地質勘探後才能確定。因

此待雨季結束後，團隊會進行相關的地勘工作，並待地基自然沉降一個月後進行基礎施工。 

此外，團隊經過實驗室土樣檢測發現，打黑新村當地的土質適合採用夯土的建造形式，但基於昆明市的八度地震設防要求，

土壤未添加任何粘結成分的情況下無法滿足八度設防所需要的 2Mpa 抗壓強度要求；因此，該項目會採用鋼結構承重、夯土

墻圍合的建造形式。根據目前的進度安排，項目的方案設計會在 9 月完成深化，10 月中旬開始基礎施工，期望在 2021 年 2

月之前完成，村民可以在新建公房中舉行新春慶祝活動。 

   

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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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點：四川攀枝花市米易縣白坡彝族鄉 

項目性質：生土農宅危房改造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 、昆明理工大學            

項目時間：2019年12月—2021年12月 

 

 

2019 年 9 月底，團隊順利為四川米易縣核桃坪村七戶民居改建生土農

房，此項目成功給米易縣建設局及當地村民做了一個良好的新建示

範。 其後，在同年 11 月中旬，米易縣建設局再次邀請團隊為白坡彝

族村 7 戶民居原址或易地新建農房，作為試點推廣項目。參與項目的

村民會自行安排拆除舊房，並在 12 月中旬完成現場的工匠培訓。今

年 5 月前已順利完成 4 戶的建房工程。其餘 3 戶計劃於 12 月前建成完

工。 

於前期建好的新農宅有效地展示出夯土房的好處，成功吸引周邊十幾

戶村民紛紛踴躍報名參加後續的建房計劃。白坡鄉政府與米易縣建設

局期望把後續項目規模化、系統化，不但能解决彝族群衆的基本居住

需求，同時還能培訓出一支當地的村民施工隊，能繼續在米易縣乃至

攀枝花和凉山州地區推廣和建造抗震夯土建築。該後續項目正處於村

民報名和與各級政府爭取資源的階段，預計今年 10 月前落實計劃，

雨季之後開始項目調研和初步設計等工作，並期望在 11 月開始建

設，2021 年 12 月之前完成施工。 

戶 1       戶 2 

戶 3       戶 4 

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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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點：雲南省昆明市富民縣大水井村 及 武定縣幹海子村 

項目性質：生土農宅危房改造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昆明理工大學、仁人家園                

項目時間：2019年10月—2021年4月 

 

大水井村項目原定爲三棟民居重建計劃 (兩戶新選址重建，一戶原址拆除重建)，最終只有一戶按如期參與，團隊花了約 3 個

多月時間在 2020 年初完成建設，而其餘兩戶因资金等原因决定閣置計劃。 

 

繼大水井項目的成功示範後，距離不遠的武定縣幹海子村有三戶村民確定了生土農房重建意願。目前團隊與仁人家園繼續

合作，已經為該三戶完成場地的平整工作，待雨季後正式進場施工，預計 2021 年 4 月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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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晉寧縣夕陽鄉新山村 

項目性質：生土農宅危房改造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昆明理工大學                

項目時間：2020年8月—2021年9月  

               
背景:  

自 2017 年與 2018 年兩次在雲南省夕陽彝族鄉順利開展的新型抗震夯土民居

改造項目以來，地方鄉政府以及村民對於新型抗震夯土民居的建造技術的認

可度急劇增高。新山村位於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夕陽彝族鄉山區，距離集鎮

約 11 公里。面積 16.09 平方公里，海拔 1,811 米，年平均氣溫 17℃，年降水

量 800mm。新山村為全彝族村落，民風簡單純樸；近些年因為外出務工的村

民漸漸增多，大部分村民家中僅剩老人和小孩。 

工作計劃: 

2020 年 8 月，團隊通過與村民及當地鄉政府協商溝通，初步決定協助三個自

然村五戶農戶新建農房，為他們以後落葉歸根、回村居住做準備。是次調

研， 團隊對從新山村委會所取得的土樣進行分析實驗，並計劃在 11 月前做好

初步方案設計，之後與村民進行方案溝通、繼以與鄉政府落實施工隊伍及承

包的協商工作等等。期望項目可在 2021 年 9 月雨季前完成所有施工及新建房

屋的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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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地點：重慶市酉陽縣麻旺鎮米旺村  

項目性質：人行便橋建造項目 

項目團隊：香港中文大學、重慶交通大學 

項目時間：2019年9月—2019年10月 

 

米旺村位於重慶市酉陽縣麻旺鎮東部，爲全

縣 130 個貧困村之一。全村建卡貧困人口 168

戶、739 人。平時村民靠著自建的簡易橋梁來

往河流兩岸，因自建橋梁缺乏安全設施幷且

橋梁過於簡單，村裏的老人和小孩過河非常

危險，特別是雨季，很多地方居民過河都是

靠臨時搭竹杆或木板通行，存在較大安全隱

患。團隊於 2019 年 9 月到訪村落展開調研工

作，發現夏季漲水時橋點處水深，水流急，建議建一座人行便橋，徹

底解决村民務農、訪友、上學等出行極爲不便的難題。團隊在 10 月為

村民成功搭建一道跨徑 12 米，橋面寬約 1 米的“一心橋”。修橋後，

又在村裏面開展了一些教育活動和慰問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等活動。 

(由於年初內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未完成的橋樑項目會在

疫情過後盡快完成。) 

在研究方面，團隊於 2019 年 7-8 月期間，完成了竹柱抗壓試驗及節膜

抗剪試驗，節膜抗剪試驗的目的是利用竹節節膜抗剪强度指標，指導

圓竹結構設計中，竹結構對接連接，竹構件與基礎之間的連接，採用

鋼件加注漿的連接方式時的抗拔承載力計算問題，確定爲了達到足够

的抗拔力，需要在多少節竹腔內注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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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計劃 
 

生土建造項目： 

與仁人家園及其他機構的合作 : 團隊與仁人家園在雲南省富民縣大水

井村合作的項目點，在組織方式和技術配合上是一個較好的嘗試，不同

機構之間發揮各自優勢，提高了項目的施工效率，更有利於技術的推廣

和促進農村的發展。接下來團隊會接觸不同的機構，嘗試更多的可能的

合作方式，期望在雲南、中國以至於東南亞國家開展更多的項目。 

 

雲南省抗震夯土建築規範 :  

 

經過團隊內部的商討以及請教相關業內專家組的意見，雲南省抗震夯土

建築規範的編制和推廣決定採用兩步走的方式：第一步先完善傳統生土

建築的資料、完成相關試驗工作和基本內容的編制，在專家評審通過後

作為雲南省住建廳科技處旗下的行業內部指導手冊；第二步，經過在雲

南省內部分縣市的試點和意見反饋後，再次組織專家和省內住建廳的領

導開會評審修訂稿，在有理論基礎和實際操作反饋的基礎上，升級成為

雲南省抗震夯土建築規範。由於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響，規範的編制

和相關主管部門審批工作稍有拖後，因此第一步計劃在 2021 年 6 月前

完成，第二步根據試點和意見反饋情況，爭取用一年的時間來完成。 

 

編寫有關一專一村農村建築理念和生土建造方法總結的學術書籍：  

 

經過與清華大學出版社編輯的溝通和討論，團隊決定將之前計劃把近幾年農村工作經驗及生土中心項目實踐的建造經驗的書

籍，變成兩本書籍來分別編寫。其中一本為旨在更系統化及理論化地把一專一村的科研和實踐工作經驗總匯，希望能對一些

從事相關農村工作的人員提供指導；第二本為抗震夯土建造手冊，包括土樣分析、施工方法、施工工具、建造設計方案等，

同時配合相關的操作步驟的視頻，讓使用者更直觀地學習到這種建造技術，更多地服務村民和基層建築從業者。該系列書籍

計劃於 2020 年年底完成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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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鄉村振興研究發展中心 

 

工匠培訓：團隊於 11 月中旬舉辦了工匠培訓(為期兩天)，來自雲南

富民、武定及四川米易的工匠在完成培訓後給予了良好的反饋，同

時有更多有興趣的村民或相關人士諮詢下一期培訓時間表。但因新

冠疫情的影響，今年上半年的培訓計劃暫停，待疫情受控後，團隊

預計會在10或11月重啟培訓工作，以後按報名人數每月舉辦1-2 

次。 

 

沙龍： 團隊分別在2019年11月和12月舉辦了“草墩兒沙龍”，每次

參與人數約有120人，同學和老師們烤著火盆聽著演講嘉賓分享鄉

村建設發展工作經驗，現場熱烈討論，氣氛活躍。待新冠疫情緩和

後，團隊計劃每月舉辦一次沙龍，讓來自各行各業的愛好者有機會

對鄉村發展和振興有更好的討論，有利於鄉村工作的良性發展。草

墩兒沙龍的活動預告和資訊會在“一專一村”微信公眾號持續發

佈。 

 

宣傳推廣 

 

獎項 : “一專一村”以光明村抗震農宅示範項目在環保建築大獎

2019 中獲頒「新建建築類別」大獎（已落成項目—住宅建築），亦

同時獲得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特別嘉獎，被認可為對可持續建築

環境的發展具積極貢獻。 

宣傳紀錄片 : “一專一村”米易核桃坪村危房改造項目將呈現在

《再造故鄉》中央電視臺紀錄片中，其剪輯工作已經接近尾聲，現

正處於後期製作和排播安排階段，預計於 2020 年底前播出。 

展覽 :  一專一村團隊受邀與藝術家曹明浩、陳建軍合作，將於 2021

年 4 月參加第 13 屆上海雙年展。目前正在進行參展作品的設計和前

期準備工作。 

公開演講： 

吳恩融教授分別在 2019 年 11 月及 2020 年 1 月在《公大講堂》及

《新亞書院文化講座》分享一專一村的理念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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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生土專利 ：  

 
在團隊研究夯土建築技術的同時，團隊還針對施工工具和施工技術申請了中國國家專利，有利於科研的推進和宣傳推廣。

發明名稱：一種雙向約束的夯土墻模板 (發明人：柏文峰，周來，遲辛安) 

發明名稱：一種圈梁和夯土墻可協同沉降的施工方法 (發明人：柏文峰，周來，遲辛安) 

四川省農村現代夯土建築技術標準： 

團隊於 2018 年接受米易縣建設局的邀請，對核桃坪村進行新建示範項目，項目乃是四川省住建廳的三個生土示範項目之一。

同時，四川省的農村現代夯土建築技術標準亦於 2019 年 4 月通過專家評審 (一專一村團隊的柏文峰教授乃是專家組成員之

一)，標準規範已經於 2019 年底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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