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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建筑技术的生态建筑实践——毛寺生态实验小学与无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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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经济与技术水平的落后是当地生态建筑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尤

其在黄土高原地区，如何在改善当地生活条件的同时，发展适合当地现状条件的生态建筑已成为目前被广

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生态可持续理念的指导下，发掘当地传统建筑技术，吸取其中有益的生态要素和经

验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在这一背景下，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和无止桥项目的实施作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

探索和尝试。同时，也诠释了两种各具特色、切实可行的扶助贫困之路。 

[Abstract] In vast poor rural region of China, the low levels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is the main challenge to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Especially in the Loess Plateau region, it has involved wide attention 
to develop a suitable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for local conditions.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explore local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and to involve beneficial ecological elements and experiences. In this context, the two 
projects of “Maosi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Primary School” and “Bridge Too Far” contribute a significant study. 
Meanwhile, they demonstrate two different feasible ways to charitableness for the poor rural region. 

[关键词] 生态建筑，生土建筑，步行桥，黄土高原 

[Keyword]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Earth Architecture, Foot bridge, Loess Plateau 

1传统建造技术的发掘和生态再认识 

地处西北的黄土高原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尤其在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资源匮乏，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这一艰苦的条件下，千百年来，当地居民学会了如何利用自然和顺

应自然，创造了以窑洞为代表与自然相和谐的传统建造模式和技术。但近年来，随着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

变，这些当地传统的建造技术已逐渐被人们所遗弃。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以粘土砖、混凝土为主要材料的常

规建筑形式的出现。但受制于当地有限的资源、经济和建造技术水平，这些自行建造的建筑无法适应当地

严酷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不仅难以提供一个真正舒适的居住环境，而且建筑运行过程中和建筑材料本身所

带来的大量能耗和污染，反而还加剧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经济与技术水平的落后是黄土高原农村地区生态建筑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在改善当地生活

条件的同时，促进当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已成为目前被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反观当地的传统建筑技

术，我们会发现，历经千年的不断演化，其中蕴含着大量基于当地自然条件并具有借鉴潜力的生态设计元

素。在现代生态建筑设计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发掘和改进当地有价值的传统建筑技术，是可以探索出一条

适合于当地发展现状的生态建筑之路。 

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6 年落成的无止桥和毛寺生态实验小学，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一次有

益的研究和实践尝试。毛寺村是甘肃省东部地区一座典型的贫困村落，当地村民生活与教育水平均十分落

后。为改善现有落后的教育条件，2003 年当地政府邀请我们为当地捐助、设计并兴建一座小学校。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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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建筑学系周若祁教授的协助下，我们对当地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了新

学校的设计和建设目标。新学校的设计和建设将不仅仅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愉悦的学习环境，更关键

的是要以此为契机，诠释一个符合于当地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技术条件，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生态建筑

模式。因此，新学校被命名为“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基于当地传统的建筑技术和材料，经过为期三年的试

验和多方案对比研究，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资助下，新学校的头两期工程，共八间教室，已于 2006

年夏季顺利竣工。 

在学校项目的设计和筹划过程中我们发现，贯穿全村的蒲河将毛寺村划分为二，河面上只有一座季节

性的临时独木桥。即使新学校落成，为了上学，孩子们也只能每日趟水过河，而且时刻面临着溺水的危险。

尤其在雨季，两岸交通随时会因为涨水而中断，孩子和村民们只能隔岸兴叹。受当地村民手工互助的传统

建造模式的启发，我们发起了名为“无止桥”（Bridge Too Far）的手工建桥计划，希望能给孩子和村民们创

造一个安全便利的跨河交通条件。该项目获得了香港各界广泛的支持和捐助。经过为期一年的勘测、设计

和筹划，2005 年 7 月，60 多位来自香港各界和西安交通大学建筑学系的志愿者在吴教授的率领下奔赴毛寺

村，为村民们亲手架设桥梁。历经六天的艰苦劳作，无止桥顺利建成。“无止桥”项目的组织和成功实施赢

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肯定，在 2005‐2006 年间先后获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建筑评论”（AR），

“美国建筑师协会”（AIA），“香港建筑师协会”（HKIA）等机构所颁发的多项奖励。 

 

 

2  “适宜性”生态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原则 

在全球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实践，生态建筑的设计理念已取

得了长足的完善和发展。根据国际上现有的理论共识[1][2][3]，生态建筑所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可以被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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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节约能源、利用自然能源，尊重使用者的需求和尽可能地减小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于生态

建筑技术策略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一种误解的是强调追求高科技技术和材料的所谓高技术（High‐tech）倾

向。这势必会导致建筑造价的大幅度提升，而缺乏一定的地域适应性和可持续性。针对现代建筑技术不断

高技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选择性”（Alternative）或“适宜

性”（Appropriate）技术运动的建筑思潮。其强调将现有的技术系统转化为一种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同时可

以根据实际条件更加灵活地被选用的技术形式。[4]  由此而产生了“选择性建筑”（Selective Architecture）[5]

的生态建筑设计理论，其提倡选取基于当地社会、经济、资源等条件和本土传统建筑技术的适宜性技术路

线，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限度的生态可持续效能。这一技术策略恰好符合黄土高原目前有限的经济、资

源和技术水平现状。 

尽管项目类型不同，但“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和“无止桥”的设计与建设具有同样的目标，旨在在当

地有限的经济与资源条件下，探索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生态建筑模式，并对与当

地村民日常的建设活动起到积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而基于当地的发展现状和对现有生态建筑理论的研究，

两个项目所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点： 

減少能源消耗 

尽可能地避免高耗能、高污染材料的使用，诸如：粘土砖、水泥等。并减少建造过程中所产生的能耗

和污染。对于学校教室而言，应在达到令人满意的室内舒适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减小建筑在四季中的

运行能耗，包括采暖和制冷。 

自然能源的利用 

为进一步减少石化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的消耗，学校建筑应尽可能的利用自然能源（如太阳

能和风能）来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度。 

就地取材，减小对周边环境的破坏 

一方面，建筑应顺应地形，避免过多的开挖和对原有场地的破坏；另一方面，在保证耐用性的前提下，

要尽可能的运用当地可再生和可降解的自然材料。 

低造价、易操作 

为使项目建设对于当地居民具有广泛的借鉴和推广意义，应通过发掘、利用和改进当地传统建造技术

与运用本土材料，最大限度地降低工程造价，达到当地居民建设可接受的水平。并且，所运用的建造技术

应尽可能地简单易行，以便于当地村民的操作和自行建造。 

3基于传统建筑技术的生态建筑设计 

3.1 当地传统建筑技术与材料 

黄土高原地区是全球黄土沉积层最厚的地区之一。由于其具有优良的热学特性、低廉的价格和随处可

得的简单易行等优点，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黄土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被广泛地运用到黄土高原地区

的传统建筑之中。这就形成了该地区所特有的传统乡土建筑形式——生土建筑。根据建造方式和形式的不

同，黄土高原地区生土建筑可以被归纳为众所熟知的窑居和生土房。窑居是指在黄土塬、黄土地表挖掘出

的或由生土材料砌筑而成的拱顶形的民居形式，具体有靠山窑、地坑窑和箍窑等形式；生土房是以生土材

料作为主要的围护结构材料，以中国传统开间式民居的结构体系为基础的生土建筑形式。 

黄土高原地区的生土建筑具有施工简易、造价低廉等优点。至今，当地村民依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房

屋建造传统：主人通过收集积攒的形式预备好建房所需的基本材料，然后邀请本村亲友帮忙打土坯或挖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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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建造自己的农宅。这些主要归根于传统生土建造技术和材料所具有的突出特点。除靠山窑和地坑窑是

直接挖掘黄土建造以外，生土建筑的围护结构主要依赖于由黄土直接加工而成的生土材料，如：土坯、夯

土、草泥等。除此之外，麦草、芦苇、木材、毛石等其他自然材料也被广泛的运用。经过当地村民长期的

经验积累，每种材料均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相应的建造技术。例如：将潮湿的黄土在模具中夯实成块，经过

约 40 天的晾干，便成为围护结构的主要材料——土坯砖。根据混入麦草杆长度的不同，麦草泥可被用于砌

块粘结和面层涂抹，其中的麦草杆可以有效地抵御材料本身的开裂。鉴于其良好的抗压和防潮特点，毛石

被用于基础的建造。所有这些材料均可以就地取材，造价极其低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基于自然材料的传统建造技术蕴含中着丰富的生态潜能。首先，以土坯砖、夯土

和麦草泥为主要形式的自然材料具有突出的热工特性。以土坯砖为例与粘土砖和混凝土等常规的建筑材料

对比，其具有良好的蓄热和隔热性能[6]，而造价仅为混凝土的 1/15，粘土砖的 1/3。这一性能使得生土建筑

无论是在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可以有效地抵御室外恶劣气候的变化，仅需要少量的能源消耗便可获得

稳定而舒适的室内环境。其次，由于其制作过程无需煅烧和化学加工，生土材料具有极低的材料耗能

（Embodied Energy），和极少的由材料加工所导致诸如 CO2 等的环境污染。另外，这些自然材料具有良好的

可再生和可降解性，即使在建筑拆除之后仍可投入到新建筑的建造中，有些已使用较长时间的生土材料甚

至可以作为肥料投入农田。这些正符合生态建筑材料“低耗能”、“可再生”和“可降解”的理想标准。 

-15

-10

-5

0

5

10

15

4-Feb 5-Feb 6-Feb 7-Feb 8-Feb 9-Feb 10-Feb 11-Feb 12-Feb 13-Feb 14-Feb 15-Feb

Date

Te
m

pe
ra

tu
re

 (*
C

)

Outdoor Temp School Indoor Temp House3 Indoor Temp Cave2 Indoor Temp

 

总体而言，与基于钢筋混凝土的常规建筑技术相比，以生土和其他自然材料为基础的建造技术具有低

造价、无污染、低能耗、施工简易、可就地取材等优势，是生态建筑选择性技术路线下的一种理想的建筑

材料技术，值得在黄土高原地区生态建筑的研究中加以提炼和运用。而之所以导致生土建筑日趋落寞的技

术性原因在于这些材料自身的一些缺陷，诸如：防水性、防蛀性、结构抗剪性较差等。这需要我们在具体

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利用现代的建筑技术和施工方法将其加以改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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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统生土建造方式与现代生态设计的结合 

根据黄土高原的现状特点，生态建筑设计所关注的主要焦点是，如何减小建筑自身的蕴涵能耗

（Embodied  Energy）和建筑在运行过程中的矿物能源消耗。前者可以通过尽可能多的使用当地以生土为主

的自然材料和传统建造技术来实现。鉴于该地区冬季寒冷、夏季温和且日气温温差较大的气候特点和学校

建筑的功能特点，使教室冬季采暖的能耗最小化是减少建筑运行耗能的主要途径。其基本策略可以被概括

为：减小建筑围护结构在冬季的热损失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如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能源。 

   

根据选择性建筑设计的指导思想，场地规划和建筑形体设计便成为具体实施的第一步。经过实地勘测，

基地选址最终确定在毛寺村中心的一片面南台地之上，三面黄土丘陵环抱，南面向蒲河敞开，具有良好的

微气候和景观条件。可以说是传统风水学中的理想营造之地。在总体规划中，由于学校功能构成较简单，

所需的 10 间教室两间一组被划分成 5 个单元，沿着东西方向面南布置在两个不同的台地之上。这不仅有助

于每间教室可以最大限度地引入自然采光和用于冬季采暖的太阳能，而且利用地形可以加大夏季南风对于

教室自然通风的积极作用，并减小冬季北风所造成的冲击。室外场地被教室自然围合成两个不同标高的开

放空间。其中，被教室环绕的场地作为内向休憩花园，配以大量的树木和花草，以及有组织的花架和石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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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可供孩子们课间休息和玩耍。下一标高的场地北靠教室组群，面南开放，作为孩子们室外活动和锻炼

的操场。整个学校的主要通路和休憩空间，由毛石网状铺地与花坛贯穿于绿树阵列之中，使得即便在夏季

整个校园都能拥有一个凉爽的室外微气候。 

 

     

在每个单元中，两个教室并肩而置。每间教室的面积为 54m2（6×9m），可向 50 名学生提供宽敞的使

用空间。为顺应地形，教室单元嵌入所在台地中，北侧为半地下墙体，前墙面南开敞，这不仅可以减小对

原有地形的破坏，而且能极大的提升总体结构的保温绝热性能。为减小教室冬季的热损失和充分利用自然

能源，具体的措施应包括：增强建筑如墙体、屋面、门窗等外围护结构的绝热性能；引入蓄热材料以减小

室外温差对室内热环境的影响；增强门窗等结合部的气密性；根据条件引入适宜的被动式太阳能系统；为

室内自然通风创造条件。[7]如何根据材料的特性，最大限度地选取当地的自然材料和建造技术来实现这些

措施成为设计的关键。为此我们利用热学模拟软件 TAS，针对教室单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计算机热学模拟研

究[8]。该模拟研究，以提高生态可持续性和可行性为目标，筛选和优化了一系列当地现有的自然材料和传

统技术。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建筑个部分的构造做法的多项对比研究，归纳出一系列基于当地自然材料，可

以有效提升教室热特性、行之有效的生态建筑技术。通过多方案对比模拟发现，引入基于生土和其他自然

材料的绝热和蓄热体（如：土坯墙、屋顶保温层、木框双层玻璃等），是在该地区改善建筑热性能的最为有



时代建筑  2007.07    Time Architecture 2007.07 

  7 / 14 
 

效和经济的途径，可以在保证热舒适度的同时极大的减少建筑能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而由于被动式太阳能

系统的太阳能转化率与其造价的性价比相对较小，在有限的预算条件下，并不推荐使用。这一模拟结果将

直接用于指导随后的教室细部设计。 

   

教室单体的设计最终选用当地传统的单坡屋顶民居形式，以便取得较好的空间和建造灵活性。针对生

土墙体抗剪力较差的缺点，整体结构采用传统的梁柱木框架结构体系。墙体由厚达 1m 的土坯砖砌体构成，

使其具有良好的蓄热作用和自身结构稳定性。墙体内外表面由常用的麦草泥粉饰，为弥补生土材料防水性

和防蛀性较差的缺点，自然的毛石材料被用来砌筑墙体基础，可有效的除湿阻潮。并且墙面的麦草泥中加

入了少量的生石灰，可以极大地减小雨水的侵蚀。而墙面局部嵌入的小青瓦也可起到保护草泥墙面免受雨

水侵蚀的作用。作为对当地传统单坡屋顶的改进，屋面在原有芦苇、麦草泥和小青瓦的基础上加入了聚苯

乙烯保温层，使其更为有效的阻隔夏季的太阳辐射热和减小冬季的屋面热损失。对于在常规建筑中最大的

热损失构件——门窗，采用木制骨架，双层玻璃，使得在保证自然采光的前提下使门窗的热损失减到最小。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教室的总体环境效果和顺应孩子们的活动特点，设计中还加入了许多细部处理。例如，

根据位置的不同，部分窗洞采用切角处理，可以使自然光的入射量最大化，保证室内具有充足的自然采光，

以减少电力照明的使用时间。在厚达 1m 的土坯墙体上加入了局部凹陷处理，被附以书架、座椅等功能，不

仅满足了功能需要，而且为室内空间添加了许多趣味性。另外，南侧柱廊预留出未来加设太阳间的充足进

深，使得在夏季发挥遮阳作用同时，在冬季可以充分地引入太阳能，减少取暖燃料的消耗。 

   

3.3 传统建造技术的生态诠释 

毛寺生态实验小学的建设施工引用当地传统的建造组织模式，施工人员全部是本村和周边地区的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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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匠。在施工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专门驻守在村里。对于每一个建造细节的推敲都来自于我们和这些匠人

的共同探讨和反复实验，同时根据实际条件对原有设计进行不断改进。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掘值得继

承的传统建造技术，而且有助于利用现代的生态理念和技术将其加以改进和发扬。 

由于该方案所使用的建筑技术本身的简单易行性，施工过程中无需引入常规建造必须的大型机械。除

平整土方所必须的挖掘机以外，所有工具均为农村常用的手工工具，如铁铲、泥摸、手锯、木椽支架等。

因此，整个施工所产生的能耗和污染远远低于常规的建造模式。与此同时，除少量的钢构架、玻璃、聚苯

乙烯保温板和来自于附近的可持续林场用于门窗屋架的松木以外，所有生土制品和自然材料均为就地取材。

比如，麦草、芦苇等均产自周边农田和土丘。并且，由于这些材料所具有的“可再生性”，所有的边角废料

均可通过简易处理，立即投入再利用。例如，墙体所需的土坯砖是由挖掘基础所产生的黄土手工压制而成，

而在砌筑过程中所产生的边角料块，可被碾碎掺拌在麦草泥中，再用于粘结剂和墙体粉饰。屋面所需的小

青瓦虽属烧铸材料，但是从周边被废弃和拆除的传统建筑中回收而得。由于其本身的耐用性（寿命可超过

200 年），这些再利用的小青瓦，仍能发挥长期的作用。 

除去雨天无法施工以外，整个第一、二期工程（8 间教室）的施工持续了两个多月。在此过程中，可以

见得，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这种源于当地的传统建造形式和适应性技术，使施工过程所产生的能耗

和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得以最小化，充分地贯彻了生态建筑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根据对使用过程中的观测结

果发现，与当地常规的砖瓦房相比新建教室室内气温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于日间进入教室的太

阳辐射热和学生散发出的生物热被大量生土蓄热体和绝热体储存在室内，在整个冬季无需任何燃料采暖，

教室仍可达到较为舒适的室内环境，极大地节省了建筑运行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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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止桥 

4.1 定位：手工修建步行桥 

无止桥项目的实施理念和定位在运作初期便已确定。与毛寺生态实验小学有所不同，作为一个扶贫慈

善项目，其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毛寺村自发组织修建独木桥的传统已持续百年，因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每年都要重新维修一次。

受当地这一人力修桥传统的启发，新桥被定位为手工修建的步行桥，主要满足村民、学生以及摩托车日常

通过的需要。并发动和组织香港及内地的志愿者亲自动手架设。这使得一方面，在生态可持续理念的指导

下，通过利用人力所及的适应性技术和当地的材料，可对当地村民的桥梁建设起到一个有益的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志愿者的亲自参与，可以使香港及内地的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一代能够有机会利用自己的双

手亲自扶助贫困，更多地了解内地贫困农村地区的现状，进而关注与帮助农村地区的发展。 

另外，从专业技术层面而言，贯穿毛寺村全境的蒲河，河床平均宽度为 70m，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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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维持在 30m 左右，仅在夏季上游大雨过后会有几天的洪水期，最高可达 3m。但 50 年一遇的洪水最大

流速可达 5m/s，其冲击力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要考虑一年只有几天的 3m 以上洪水，以及极少量的机动车

辆的穿行，常规而言只有至少 6m 以上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才能满足要求。这一高投入和高能耗的建造方式，

无疑会导致成本的浪费，对于当地贫困村民的自建桥活动，不具有任何借鉴意义。 

   

4.2 设计：人力所及，修建简便 

基于以上定位，无止桥的设计主要针对人力架设所及的步行桥展开。设计组成员全部为志愿者，在吴

教授的率领下，由来自香港建筑界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组成。同时，英国著名的

结构大师 Tony Hunt 也直接参与了结构设计论证。 

 

                         

设计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桥体如何抵御最高达 5m/s的河水冲力，这主要取决于桥墩与桥梁的材

料、形式和连接方式。为确保桥墩抵御河水冲力的能力，常规的做法是通过桩基础将墩体固定在河床之中。

但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对河床的大量开挖。为解决这一难题并尽量减少水泥的使用，当地村民所建的独

木桥桥墩给设计者提供的有益的启示：村民先用玉米秆编成框放在河床上，然后将石头装入其中，依赖自

重抵御河水冲力。但玉米秆的耐久性毕竟有限。为改进这一“容器”，常用于堤岸加固的镀锌网箱成为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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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石（开采于附近山丘）的理想选择，这也是已知网箱第一次用于桥梁建造。为保证足够的桥墩重力并减

小迎水面所受的冲力，桥墩采用船体形式，面宽 1m，顺水纵深 5m。为加大桥墩对河床的“抓”力，在放

置网箱时，用小型电钻在河床钻孔，插入钢筋挂住毛石砌体。为便于手工作业，桥梁板采用重量相对较轻，

但强度较大的工字钢框架，单跨 6m。但根据专家计算，如果是用固接的方式，面对 5m/s 的泥沙洪水，桥

梁板也会被掀翻损毁。因此，再次借鉴当地独木桥在汛期收起原木的做法，采用类似于“溃散”的原理，

将钢框架放在桥墩之上，仅通过桥墩上的固定构建加以水平限定，防止侧滑。因桥墩面宽较窄，为增大承

载面积，各桥梁板之间采用“Z”字形的交错布局。如此非固接的方式，使得即便洪水将桥梁板掀翻而沉于

附近河床，大水过后，仅 6 个村民便可以完好地将其放回原位，而不至于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鉴于竹子

良好的耐水性和抗剪强度，桥面板采用当地施工中常用的竹夹板形式，经过改造铺设在钢框架之上。 

该设计所涉及的材料，均为可在当地获得的可持续材料，其成本和环境效益远优于常规的桥梁工程。     

4.3 筹划：作为社会公益项目的运作组织 

在设计推敲的过程中，资金的募集与建桥的后勤统筹也在紧张地进行。在吴教授的指导下，香港理工

大学的志愿者专门设计了无止桥的网站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以加大对香港各界的宣传力度。在钟逸杰爵士

的支持和带动下，香港 TVB 电视台的热点节目“星期日档案”对项目组的实地调研和毛寺村概况进行了首

次跟踪拍摄。随后香港的各大媒体开展了大量的报道宣传。在媒体的宣传之下，香港社会各界的爱心与热

情被充分地凝结起来，汇集了来自许多公司与个人的大量实物与资金捐助。与此同时，报名参加志愿建桥

的人数也大大地超出了预想。其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而且还有包括集团总裁、科技人员、教师、司机等

各界的热心人士。与此同时，西安交通大学建筑学系也派出了师生来配合建桥的组织工作。经过筛选，参

与建桥的志愿者达到 60多人。 

但如何带领这么多不具施工经验的志愿者在河中进行安全并高效的施工作业，成为后勤统筹任务中的

关键。为此，项目组通过对工作内容和施工程序的设计，将所有人员划分为若干小组，专门负责建桥、后

勤、记录、医疗等工作，并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并且，在志愿队伍抵达毛寺村之前，后勤组在村

里已妥善安排了包括材料准备、基地布置、住宿、饮食、交通运输等所有前期工作。 

4.4 建造：志愿者建造并传授建造方法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2005 年 7月 10日来自香港的 40 多位志愿者和 17 位西安交通大学建筑学系的师

生，自负差旅和食宿费，在吴教授的率领下奔赴毛寺村。所有人员分组居住在村民的家里。村委书记家的

大院成为大家开会与吃饭的大本营，并雇用村民专门做饭和送水。建桥基地的岸边，搭建了用于后勤服务

和工具储备的临时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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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工作，从大家聚集在岸边做早操开始。为避免中暑，工作时间安排在 7‐12 点和 15‐20 点。施工

从最中间的桥墩开始，同时向两岸展开。志愿者先在岸边将定制的网箱分块组装起来，抬至河中相应位置

进行拼接，做基础固定。然后在村民农用车的帮助下将毛石运至桥墩，由志愿者逐块摆放进网箱之中，装

满后收顶。由于毛石需要量较大，一个桥墩需要志愿者往返多次进行搬运。更辛苦的工作是将桥梁钢框架

搬至河中台放在桥墩上在，6 个村民便可搬动的钢框架，却需要十几个志愿者小伙子一同协作搬运。建桥组

的分工细致而明确，包括岸边裁剪连接网丝、网箱组装、毛石搬运和装载、装配桥梁板等所有工作有组织

的同时进行。在此过程中，志愿者向村民们展示了整个建桥流程，并专门向他们传授了各种建造方法，使

村民懂得如何对桥梁进行维护和修缮，甚至于将来他们可以自行建造桥梁。 

所有志愿者顶着炎炎的烈日，睡者不太习惯的土炕，经过六天的辛苦劳作，终于将无止桥顺利建成。

其间，晒伤、擦伤与碰伤已成为家常便饭。但所有人员，甚至是那些从小娇生惯养的香港学生都抱以极大

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项工作当中。在竣工典礼前一天的夜晚，所有志愿者自发地来到小河河畔，

坐在自己亲自为村民建造的小桥上，头顶满天繁星，脚下潺潺流水，纯净而惬意。短短的几天尽管充满了

辛苦和汗水，但这已成为每一个志愿者永生难忘、引以为荣的美好回忆。如今，无止桥不仅是村民和孩子

们日常过河的必经之路，而且已成为他们农闲时分的一处休憩和闲话家常的理想场所。 

5希望:  追求乡村建造的生态意义 

生态建筑设计并不是简单意味着一些高新生态技术和材料的引用，而是应该作为一种理念重新定位和

调整常规的建筑设计方法。尽管生态设计的原则基本不变，但具体的策略和措施的选择取决于当地的经济、

资源、自然和现有的技术条件现状。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生态建筑设计应本着以最低的投入换取最大

的生态可持续效能的目标，如此才能达到切实可行的可推广意义。其中，最为有效的方法是重新审视当地

传统的建筑和技术。通常而言，本土的传统建筑是历经多年与当地各种客观条件相适应的产物，其中蕴含

着大量潜在的生态设计元素。通过发掘和改进这些传统建筑技术和材料，在现代生态设计理念的指导下，

完全可以创造出适合当地现状、行之有效的生态建筑模式。尽管在专业技术方面仍存在一些可改进之处，

但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和无止桥的建设在农村地区建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跨出了尤为重要的第

一步。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两个项目诠释一种扶助贫困的希望之路，激励和带动着更多的人们关

注和帮助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在帮助当地村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通过亲身示范让他们逐渐理解什么才

是一所“好”的乡村建筑，如何才能在改善自身生活的同时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实现人与建筑、

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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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毛寺生态实验小学的尾期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预计在 2007 年夏季便可全面投入使用。而

应四川省稻城县邓坡乡村民的邀请，第二座无止桥也正在进入最后的筹备和设计阶段，将于 2007 年夏季再

次由志愿者修建完成。与此同时，在香港各界有识之士的帮助和国家建设部的大力支持之下，以无止桥命

名的“无止桥慈善基金会”（www.bridge2china.orge/）已在香港正式成立，届时将有更多来自香港和内地的

个人和团体，投入到以志愿建桥为中心的各项慈善活动当中，在为贫困地区亲手建设扶贫桥梁的同时，架

起人与人之间相互扶助和关爱的心灵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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