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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牛年春节前夕，外公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
念章补发了下来。老人捧
着纪念章认真端详了许
久，仿佛闻到了上面的硝
烟气味，眼泪忍不住流过
脸颊。
　　看着视频中年迈的外
公，记忆的画卷徐徐展开。
外公名叫肖涛，是安徽省
宿州市萧县市场监管局的
离休干部。儿时，我和外公
一起生活在一个叫萧场的
村子里，我总会在洒满晚
霞的乡间小路上陪着他蹒
跚前行，在月夜下揣着一
把锈迹斑斑的军刺倚坐在
桃树下，看他凝神沉思。我
的童年也在他充满硝烟的战争故事中呈现
出一幅幅难以忘怀的画卷：有在浩荡的长
江沿线射向“紫石英”号军舰的隆隆炮声，
有解放军万帆怒发、横扫千军的壮烈场景，
还有朝鲜丁字山中炮火连天的烽火岁
月……
　　外公一生保持着初心，为祖国的和平
和民族的复兴付出了自己的一切。1948
年，19 岁的外公正在教室读书，听到部队
来村里征兵的消息，他瞒着家人跑去报了
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 23
军 67 师的一名测绘员，先后参加了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舟山群岛战役、抗
美援朝等几十场战争。在恶劣环境中外公
得过肺炎，差点丢了性命；在激烈的战斗中
多次负伤，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保持乐观的
心态。
　　有一次，在朝鲜战场上担任作战室参
谋的外公和战友们一道在山沟里勘测地
形。休息时，突然遇到敌机投掷炸弹，战友
们被弹片击伤，外公一边包扎伤口一边指
着落满弹片的饭盒说，美帝国主义知道咱
们 生 活 苦 ，在 咱 们 的 伙 食 里 加 了 点

“稠”的。
　　凭借着乐观的精神，外公作战勇敢，多
次立功，而最令他难忘的是，他被选为代表
受到了毛主席接见。他告诉我，我们从朝鲜
战场回来的第一年去北京开会，毛主席到
会场向我们招手，我当时坐在前 20 排的座
位上……说起这些过往的荣誉，外公思路
清晰，神采飞扬，历历如昨。
　　外公秉直善良、常怀感恩之心的生活
态度也一直影响着我们晚辈。抗美援朝胜
利后，外公来到四川绵阳担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保密办主任。1959
年，他在一次回家探亲的途中发现有些干
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虚报粮食产量的问
题。外公很生气，经过认真调查后写了一篇
抨击“大跃进”中“浮夸风”的信，在当时的
历史背景下，他被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在劳教所里待了一年多后，回
到家乡务农。
　　回到农村后，外公当时上有老下有小，
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在那段挨饿的岁月
里，他和村里人一起开荒种田，自力更生，
用自己的双手养活家里 5 口人。农活之余，
外公会来到生产队和村里的电磨坊里帮
忙，他不管是上交国家的公粮余粮，还是按
照工分值每家每户分配口粮，他都做到公
平公正，从不缺斤少两给自家人谋私利。有
时，为了照顾家中劳动力少、孩子多的困难
户，外公会瞒着家人偷偷把自家的粮食拿
给他们。
　　 1979 年，外公被平反了，来到县工商
局工作。离休后，老人经常走进学校讲保家
卫国的战争故事，启迪和激发孩子们的爱
国意识和报国情怀。由于信息闭塞，工作后
外公未能及时补齐档案资料，导致去年未
能及时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他劝慰大家，我们
干革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只要人民生活
越来越美好，国家越来越富强，比给我啥都
好。话虽如此，但我知道外公心里或多或少
肯定会有遗憾。
　　 2019 年，单位组织了“伟大历程 辉
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参观活动。回到家中，我
把在北京展览馆中看到的中华大地 40 年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的累累硕果
和中国人民生活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
康的伟大成就告诉了外公，他激动得像个
孩子，“我要把身体养好，等到咱们新中国
成立 80 周年，你带我去北京，去东交民巷
和天安门。”
　　英雄无畏，岁月有痕。岁月让穿行于
炮火硝烟中，浴血杀敌的孔武勇士变成了
鲐背老人，但却永远无法褪去外公的革命
本色、英雄本色。感谢外公让我有幸在英
雄情怀中成长，潜移默化地养成了自立自
强、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品格。家人也都
秉承着一种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情怀认
真生活。
　　感谢我的外公，也感恩那些为了新中
国的和平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所有英雄。因
为有了你们，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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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荒、完颜文豪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与土地的感
情是天然的。跟土房子打了 10 多年交道的穆
钧，终于揭开了它们“土生土长”的秘密。
　　过去，人们祖祖辈辈以土为材，建房造屋。
中国的传统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砖石竹草等，
而用土的历史最为悠久。
　　进入钢筋混凝土时代，这种土房子往往被
视为贫困落后的象征。
　　近年来，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穆钧和他的团
队，为土房子注入现代元素，赋予它们全新的生
命力，重新唤起人们与土地的情感，创造出更多
元的空间选项。

土夯的房子原来“会呼吸”

　　在北京建筑大学校园里，有一栋不太起眼
的土房子，外墙用生土夯成。室内展台上摆满了
玻璃瓶，里面装着 200 多种颜色各异的生土
样本。
　　穆钧笑称自己是北京的“大地主”——— 这个
由小超市改造的现代生土营造科研设计中心，
连院子加起来近千平方米，地处西二环附近估
值起码上亿元。
　　 17 年前，还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
研究生的穆钧，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到土房子的
生态环保、冬暖夏凉等优点，便对土房子产生深
厚的兴趣。
　　直到有一次，穆钧跟老师到黄土高原调
研，却发现很多村民并不愿意住土房子，都盼
着将来赚钱盖砖瓦房。这让他心里又多了一个
谜团。
　　穆钧所说的“土房子”，即生土建筑的俗称，
指就近从地里取土出来，经过简单的机械加工，
直接作为建筑材料盖成房屋。
　　我国生土建筑的主要形式，有夯土、泥砖、
草泥和干打垒等，最早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时期，
到汉代遍及黄河流域，之后逐渐被木柱和石灰
砖取代。
　　也许人们想不到，包括嘉峪关在内的长城
西段墙身主体，大部分都是由生土夯成的，后来
为了加固才包上砖和石头。
　　 2004 年，穆钧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
院申读博士面试，导师吴恩融教授问及研究
方向时，他就保护土房子说出自己的一些
想法。
　　吴恩融笑着说：“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明白，
光靠你自己一百年都做不完。”
　　当时，吴教授正在负责一个慈善项目———
为黄土高原上的毛寺村援建小学校舍，他建议
穆钧带着课题，参与到这个生态试验项目
中来。
　　毛寺村位于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显胜乡，当
地校舍大多采用砖混凝土结构。村民们反映说：

“外面看着光鲜，可里面冬冷夏热，夏天经常超
过 30 ℃，冬天零下十几度，就算烧煤取暖，娃
儿们手上都生冻疮。”
　　穆钧与导师整理出当地多项节能技术，对
比试验发现土房子性价比最高，还有蓄热调温
功能，冬暖夏凉。他们决定就地取材，采用当地
传统建造技术，设计经济实用、节能环保的新型
生土建筑小学校舍。
　　与已烧制成陶或砖的熟土不同，生土属于
多孔重型材料，土夯的房子“会呼吸”——— 白天
吸热降温，晚上散热增温，可以有效平衡室内的
温湿度。
　　德国专家曾拿夯土房子与混凝土房子做实
验，把室内相对湿度从 50% 提高到 80%，结果
夯土房子吸收的水分是后者的 50 倍，墙体表
面竟还是干的。
　　穆钧还详细解释说，在夯过的 1 克土里
面，颗粒的表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而颗粒就
是黏力，面积越大，吸收湿气等物质的能力越
强。专治拉肚子的药物蒙脱石散，每克蒙脱石表

面积高达 800 平方米，它的止泄药理主要就是
吸水。
　　为了这个“一百年都做不完”的课题，在毛
寺村住了一年的博士生穆钧，带领村民用生土
建成了小学校舍。
　　事后证明，新校舍夏天室内温度 20 ℃至
25 ℃之间，冬天平均 5 ℃上下，加上人体散热
以及夯土墙的保温性能，冬天不烧煤也很
暖和。
　　这个毛寺村生态试验小学项目，还拿到了
国内外多个建筑奖项，并与水立方、鸟巢等知名
建筑一起，荣获“2009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
际建筑奖”。
　　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后，毛寺村小学因地处
偏远被撤销。闲置下来的校舍，被村民们刷了白
墙，盖上琉璃瓦，办起了农家乐。

“这房子啥时候开始贴瓷砖？”

　　长期以来，由于可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我
国农村地区一直延续建造土房子的传统。2010
年，住建部农村住房普查显示，全国至少还有
6000 万人居住在土房子里，包括黄土高原的
窑洞、福建的土楼、西南地区的蘑菇房与土掌
房等。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城市生活充满向
往的农民，纷纷建造起漂亮的砖瓦房或混凝土
楼房。农村大批土房子逐渐消亡，传统生土建造
技术也面临失传。
　　“连我们建筑学专业的人，提起中国传统建
筑的特征，首先会说木结构，而土经常被忽视。”
穆钧感慨道。
　　当年还在毛寺村时，穆钧曾组织 60 名香
港大学生志愿者，重修了被洪水冲垮的毛寺桥。
在一位香港实业家资助下，他和导师与住建部
合作创立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支持内地与香
港建筑师、大学生的乡村建设实践。
　　“‘无止’与粤语中的‘毛寺’谐音，我们都是
搞生态的，桥无止境，生无止境。”穆钧向记者解
释这个名称的由来。
　　过去 10 多年，在住建部村镇司和无止桥
慈善基金支持下，他们共建造了近 200 座夯土
农宅，遍布甘肃定西、江西赣州、贵州威宁、湖北
十堰等地。
　　这些农宅的夯土墙耐雨水，本来不用做任
何装饰。但有很多次，穆钧前脚刚走，村民后脚
就贴上瓷砖、刷了白墙，“生怕别人知道自己住
的是土房子”。
　　 2011 年，毕业回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任
教的穆钧，在甘肃会宁搞示范推广项目时，把全
县的夯土工匠都组织起来，一起为马岔村建造
夯土农宅。
　　为了让村民重拾对土房子的信心，他们
还特意捐建了一个村民活动中心——— 尝试
利用很多新技术，使土房子更有现代感。比
如设计了透明小圆窗，阳光穿入会形成星空
效果。
　　活动中心落成前，村里几个常坐在工地外
聊天的大妈，隔三差五就打听“这房子啥时候开
始贴瓷砖？”
　　一些团队成员这才意识到，土房子代表贫
困的观念，早已在村民心中根深蒂固。穆钧则坦
言，不能怪村民认为只有贴上瓷砖才现代，关键
是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人，并没给他们提供更多
的选项。
　　后来，这个颇具实验性的村民活动中心，荣
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等国际大奖。国内外建
筑界的认可，证明穆钧他们建造的土房子并不

“土”。
　　从世界生土建筑史来看，土房子也不是贫
困的象征。我国著名的新疆喀什古城，整体都是
拿土来建造的；国外不乏上百年历史的生土古
城堡，还有奥地利的中心医院、斯坦福大学冥想
中心等现代生土建筑。也门的希巴姆古城，是全
世界有名的土坯、泥砖建筑群，被誉为“沙漠中

的曼哈顿”……

土房子离不开“土生土长”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攀枝花地区
发生 6.1 级地震，靠近震中的会理县马鞍桥村
严重受灾。同年 10 月，穆钧组织多所高校的志
愿者，以马鞍桥村为基地，开展震后村落重建研
究与示范项目。
　　穆钧在灾区看到，近 30 年内建造的土房
子大量倒塌或损坏，当地建材价格不断上涨，灾
后重建成了新问题。
　　为了解决夯土建筑的抗震难题，他找到国
内工程结构抗震领域专家———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周铁钢教授一起实地调研，希望复原造价低
廉的土房子。
　　他们发现，灾区一些更老的房子却鲜有倒
塌，还从中找到传统建造技术的抗震秘密———
夯土墙体里都含有竹筋等结构材料。
　　最近几十年，村民们进城打工，没跟祖辈
学过建房，盖房时照猫画虎，不懂其中的秘
密：房屋层高、进深以及门窗大小无节制地增
大，导致抗震性能越来越差。援引周铁钢教授
的话说，“错”不全怪传统夯土，而是传承出了
问题。
　　他们改良当地传统技术，指导村民利用废
墟和竹木做材料，每户只需买两袋水泥做防水，
雇一两位木匠做屋架。马鞍桥 33 户村民重建
的土房子，造价只有邻村新建砖混房的五分
之一。
　　如何看待建筑技术的新与旧，再次成为萦
绕在穆钧脑海中的新课题。
　　无止桥慈善基金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常竹
青，刚到会宁马岔村时很纳闷：这个时尚现代的
活动中心，在村民眼里竟成了摆设，他们甚至压
根不会进去。
　　团队成员反思中发现，村里人际关系复杂
紧张，更没有像样的集体活动。“盖村民活动中
心，只是建了一个硬件，没有考虑软件的问题。”
有人遗憾地说。
　　一次，常竹青无意间看到村里的庙宇，开始
思考乡村的文化系统。原来，当地村民有敬神的
习俗，流传着民间戏曲，还有一个解散多年的皮
影戏班。
　　他们请皮影戏班的老人来活动中心演出，
村民们都赶庙会一样跑过来听。同时挖掘村里
的剪纸技艺，把传统习俗的文化活力，注入这个
现代生土建筑空间里。
　　一年后，原本空荡荡的马岔村活动中心，逐
渐变得热闹起来：中断 10 多年的舞狮子恢复
了，皮影戏班被县里立为非遗传承人，外出商演
也开始赚钱了。
　　“现代夯土技术承载的文化价值，将整个村
庄重新连接起来。”常竹青说。
　　可见，土房子也是“土生土长”的。即使设计
时尚的土房子，如果离开本土文化的滋养，也会
失去自身的生命力，无法真正融入到乡土社会
之中。
　　曾有记者问及如何在全国推广生土建筑？
穆钧并不以为然：“我们不是要取代什么，而是
希望更多人和我们一样，创造多元的建筑解决
方案，在适宜的地区推广，传承当地的文化和智
慧。”
　　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他却不建议恢复当
地的生土农宅。原来，那里人地关系紧张，能挖
生土的地方几乎都是农田，“去其他地方挖土很
不划算，不能脱离实际，只图一个传统民居保护
的虚名。”
　　穆钧认为，土房子能否“落地生根”，关键在
于当地的资源条件。比如，有的地方用地紧张生
土成本过高；有的地方建造技艺失传，短期内很
难培训工匠。
　　“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哪种建筑方式合适
就用哪种。但不要走到哪儿都是混凝土，过于一
元化是当前最大的挑战。”穆钧说。

“生土”如何才能变“纯棉”

　　土房子为何在国外那么“潮”，在国内却
给人一种“土”的印象？
　　“要让土房子变得现代，必须满足当今人
们的审美和需要。”穆钧坦言，如果始终给最
贫困的人建土房子，它就会被人为贴上标签，
这种建筑不会是未来。
　　在混凝土时代夹缝中，这位屡获国际专
业奖项的建筑师，几年前就开始重新审视土
房子的价值，思考将“盆景变风景”的产业
路径。
　　现代生土建筑进入市场，首先要突破传
统生土材料的致命缺点——— 力学性能和耐水
性差。
　　早在多年前，法国国际生土建筑中心经
大量实验发现，在生土里掺入一定比例的砂
石，让其中的石子儿、砂子、粉粒和黏粒达到
科学配比，再经过高强度夯击，就可以解决生
土的力学性能和耐水性问题。
　　依据这个理论，国外建筑界做了大量现
代建筑实践，已有人开始做预制夯土墙，晾干
后运到建筑现场安装。
　　 2011 年，在国际生土建筑节上，穆钧以
实践成果作主旨发言。一位年迈的法国建筑
师激动地说：“原以为中国都在建高楼大厦，
没想到也有人建造土房子。”
　　听说穆钧团队缺少材料专家，他们主动
派专家来中国提供技术支持。
　　之前，穆钧参加过一个奥地利的工作营，
多次向现代生土建筑大师马丁·劳奇请教，生
土材料配比的具体数值。对方总让他抓一把
土自己感受，似乎不愿说出含水率的百分比。
　　多年实践后，穆钧终于明白马丁·劳奇并
非故弄玄虚。原来，最优含水率是一个数值区
间，并非某个具体的数值，干久了用手也能感
知个八九不离十。
　　 2014 年，穆钧团队出版一本介绍新型
建筑的书。连过去常问穆钧“为什么要做土房
子”的熟人在内，不断有人来讨要生土材料

“配方”，他也让对方去抓把土自己感受。
　　近几年，生土建筑逐渐有了市场，成为旅
游业的一种潮流。据穆钧统计，仅近 3 年来，
国内新建了 40 多座生土材料的民宿和乡野
酒店。
　　随着穆钧团队名气渐响，开始有人盗用
他们的项目打广告。由于建造门槛不高，行业
乱象渐生，有人甚至做起会把生土变熟土的
固化剂生意，导致建造的土房子模样依旧，但
功能尽失。
　　 2016 年底，穆钧调入北京建筑大学工
作。他将生土建筑的产学研结合起来，逐渐从
农村向城市进军，由公益性向市场化转变。
　　在他看来，传统的夯土建筑就像过去的
土布衣裳，虽然用棉花纺织但工艺落后，远不
及化纤等面料表面光洁、裁缝方便。如今，随
着纺织、漂染等工艺的改进，人们又喜欢穿健
康的纯棉衣服了。
　　“把传统的生土做成今天的纯棉，还要做
出漂亮的衣裳。”成了穆钧对乡村魅力栖居的
新追求。
　　近年来，穆钧团队将现代夯土工艺引入
河南戏剧城、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及有望
成为全世界最大生土建筑的二里头遗址国家
博物馆。甘肃会宁的工匠们成立了夯土合作
社，承建他们团队的项目，人均年收入增长了
三五成。
　　去年，穆钧团队的合同额超过 300 万
元。但团队成员和工匠人手均不足，还无法满
足发展需要，而现代生土建筑刚刚起步，远未
达到纯棉的市场成熟度。
　　“建造土房子需要很多工匠，还要有晾晒场
地。”穆钧透露，他们在迈向市场过程中，开始研
制生土制砖机，探索标准化和工业化的可能性。

“ 土 生 土 长 ”的 秘 密
一位建筑学教授和他的土房子

马鞍桥村村民在建造土房子。  （受访者供图） 用生土材料建造的毛寺村生态小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