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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凯雷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 ：
对比、批判与启示
Francis Kéré and Contemporary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Contrast, Critique and Revelation
何崴

HE Wei

摘要：作为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非洲建筑师，弗朗西斯·凯雷因其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及大部分实践都集中在非洲
乡村地区，
而与中国当前乡建产生了某种关联性。本文将从基于全球化的地域建筑师、
公共事件和村民参与、
社会设计、
返乡身份几个角度解读凯雷及其作品，并讨论凯雷的创作与中国乡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弗朗西斯·凯雷、普利茨克奖、乡建、中国乡村

Abstract：As the first African architect to win 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Francis Kéré has a certain relevance
with China’s current rural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his unique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and that most of his practice
is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of Africa. This article will interpret Kéré and h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architect based on globalization，public events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social design and home-returning identity，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éré’s creation work and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Francis Kéré；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Rural construction；Chinese countryside

2022 年 3 月 15 日，2022 年 普 利 茨 克 奖 颁
给了来自非洲、拥有布基纳法索和德国双重国

一方面是对其作品的认同和喜爱，另一方面是笔
者本身从事地域建筑研究和乡村建筑实践。

籍的建筑师迪埃贝多 · 弗朗西斯 · 凯雷（Diébédo

在笔者的印象中，凯雷是一个健谈而不失幽

。这是普利茨克奖历史上第一位非洲
Francis Kéré）

默的人，很有人格魅力。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

建筑师。

会性和叙事性，画面感十足，在西方受到广泛的

因其来自非洲小乡村、在德国求学工作定居，

关注。凯雷的获奖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代表作品又主要分布在自己家乡，也许我们可以
称凯雷为“非洲的乡村建筑师”
。实际上，2016
年凯雷被邀请在清华大学做过一个关于他在非洲
乡村实践的讲座，当时受邀作为对谈嘉宾的中国
作者：
何崴（通讯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建筑系主任。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项目、中央美术学院自主科研重
点 项 目“ 乡 村 振 兴 政 策 下 的 新 乡
村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20KYZD011）研究成果。
DOI：10.12285/jzs.20220331001

。
建筑师包括李晓东、徐甜甜和笔者本人（图 1）
对谈中，大家讨论的主要话题也的确围绕着中国
和非洲的乡村建筑实践和可持续主题展开。
也正是自那次对谈以后，笔者开始持续地关
注凯雷的作品，在研究生讨论课《地区建筑与全
球化研究》中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做的原因

图 1：2016 年，凯雷在清华大学参加论坛（左起：何崴、李晓东、
凯雷、徐甜甜、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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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的建筑是“地域主义”的 ：在非洲

计，如 2004 年的阿卡汗奖，2012 年的拉法

的土地上，使用地域的材料及低成本建造手

基豪瑞可持续建筑奖等，都反映了凯雷并不

段，回应地域气候，并和在地人群一起建造，

是一个“低头种地、不看天气的庄稼汉”c，

等等。但这些设计又是基于全球化语境的 ：

他清晰知道如何和西方主流评论界打交道，

年，他为故乡甘多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小学。

在建筑形式上凯雷没有简单地搬用布基纳法

如何将自己的地域建筑设计推向全球。

凯雷使用了当地可得的材料，在当地居民的

索本地的传统民居形式，所谓“修旧如旧”
，

帮助下完成了这个建筑——该建筑在 2004

而使用了现代建筑的建造逻辑。显然这样的

年代兴起的“批判的地域主义”
（Critical

年获得了阿卡汗奖。凯雷这样描述甘多小学

处理更符合新建筑的成本和功能诉求，是理

Regionalism）之列。他的设计在描绘地域

的设计 ：
“我希望能够运用自己在这几年的

性之选。
“我完成了一座现代建筑，它既不

文化之外，还特别强调可持续设计，如他

时间里探索发现的所有建筑元素，将之融合

是西方化的，也不是非洲传统建筑。
”凯雷

在甘多小学、Lycée Schorge 中学等项目中，

创造出一个无论是在材料方面还是设计本

进一步解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
“使用最可

运用双重屋面、遮阳设施、交叉通风等技

身都富有力量的作品，并能够适应当地的

行的材料，创建一座最大限度满足气候需求

术来解决非洲炎热的气候对室内环境的影

一、基于全球化的地域主义建
筑师
凯雷的建筑实践始于自己的家乡。2001

a

气候。
” 自此，凯雷开启了他的职业之路，
用几乎同样的设计逻辑和建筑语言完成了他
早期在非洲的多个建筑项目。

图 2：甘多小学

图 5：凯雷画的 Lycée Schorge 中学项目细部草图

b

和人民需求的建筑” 。
与很多第三世界的建筑师相比，凯雷
还善于使用西方主流的奖项来推广自己的设

图 3：歌剧村一期

凯雷的地域主义不能完全归于 1980

响，从中能清晰地看到其受德国生态建筑
。
和被动式节能技术的影响（图 2~ 图 6）
可贵的是，凯雷睿智地将这些西方技术与

图 4：Lycée Schorge 中学，屋顶和木棍形成的阴凉，冷空
气通过座椅下方的通风口进入室内，形成对流

图 6：凯雷关于气候对策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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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本土情况相结合，用叙事性的当地营
建技术方式实现了西方的可持续逻辑。这
种表达方式既符合非洲的实际情况，又使
西方主流社会可以轻松地理解并欣然接
受，从而创造了一种可被读取的非洲当代
建 筑。2017 年， 英 国 Architectural Review
杂志这样报道凯雷的作品 ：
“这位在德国
接受教育的非洲建筑师的作品体现了全球
性的南北（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
“在
话。
”d 普利茨克奖则评价凯雷的设计：
极度匮乏的土地上，开创可持续发展建筑。

图 7：奇峰村史馆通风分析

他既是建筑师也是服务者，通过美丽、谦
逊、大胆的创造力，清晰的建筑语言和成
熟的思想，改善了地球上一个时常被遗忘
的地区中无数居民的人生和经历。
”e
凯雷的建筑理论在中国当代乡建中并
不陌生，也有类似的代表。如清华大学的
宋晔皓教授团队就长期关注绿色技术，并
利用在地材料和传统营造手段实现了可持
续乡村建筑。他在安徽绩溪尚村设计完成

图 8：奇峰村史馆

图 9：尚村竹篷乡堂

图10：伦敦蛇形画廊

图11：Sarbalé Ke 艺术装置

的竹篷乡堂项目 f 以及池州奇峰村史馆项
。
目就是这一理念的代表（图 7~ 图 9）
作为建筑师，凯雷也注重个人建筑语
汇的塑造。笔者认为凯雷的建筑语汇呈现
出两面性。在非洲，凯雷使用本地材料和
地域性的绿色技术，朴实甚至略显粗糙外
观，加上诗意的光影……这些构成了符合
西方知识分子定位的新非洲建筑。在西方
（英国、美国）
，凯雷更多使用非洲符号性
的图像、色彩和纹饰，并给予象征性含义，
如树的象征，这些又构成了一个符合西方

会捐助，帮助非洲贫穷地区的一系列工作。

形成一种公共参与 ：将西方民众与非洲贫

民众希望看到的非洲意象。造成这一建筑

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解读凯

困地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乡村建设中

语汇差异的原因，也许是非洲项目大部分

雷的成功——从公共事件或公共艺术的视

也有类似的情况，如 2010 年前后，李晓

是建筑，而在西方国家的项目大多数是艺

角。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中心性、纪

东、城村架构、无止桥慈善基金会等在中

。但必
术装置，或是其他（图 10、图 11）

念性、永恒性的消解，公共参与、临时性

国大陆乡村的一系列建筑创作就和凯雷的

须说，凯雷在非洲的一系列教育建筑是成

和过程逐渐成为创作和叙事的重要手段。

模式类似，都是在外部基金会的支持下，

功的，也是有延续性的。

在艺术领域，随着博物馆的中心性式微，

对中国乡村欠发达地区进行帮扶，完成乡

作品的“在场性”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村建筑。其中也不乏非常优秀的作品，如

二、公共事件与村民参与
凯 雷 除 了 建 筑 师、 教 育 家 的 身 份
外，还是社会活动家。从相关材料看，这

凯雷的很多创作中体现了这种公共参

福建平和县的桥上书屋、湖南保靖县昂洞

与性、过程性和在场性，正如他在获奖采

卫生院、甘肃毛寺村的无止桥等（图 12、

访中所说 ：
“建筑关乎的是目标而非实物，

图 13）
。这些成功项目背后透视出由建筑

是过程而非产品。
”

师主导的独立项目，也许不大，但可以是

个头衔的由来是凯雷发起的基金会 Kéré

凯雷建筑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基金

Foundation e V，以及多年来他通过募集社

会。通过成立基金会筹集资金，这本身就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乡村建设之外的有益补
充和建筑师的有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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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凯雷强调本地人的参与、共

建筑师穆钧教授在乡村建造过程中，培训

环境，让人类可以发展自己，可以快乐，

同建造，他认为村民的参与有利于将建筑

当地人熟练掌握现代夯土技术，提升当地

可以拥有我所说的幸福。
”i 那中国的乡村

与社区联系在一起，让当地人更接受这个

人的生产技能，这也和凯雷在非洲的工作

建筑设计是否是社会设计呢？社会设计是

新建筑。从建设过程中的图像资料中可以

有共同的地方。

否应该只服务于社区和原住民？社会设计
是否不应该有“多余的矫饰”
，不应该是

清晰地显示这些行为，但这种公共参与更
多地限于建造过程，本地人充当了工匠和

三、社会设计与网红建筑

网红建筑？
还是从凯雷的作品说起。笔者并不认

工人的身份。凯雷并没有采用在东亚常用
的社区营造方法，建筑师作为主导者、创

纵观凯雷的作品，特别是在非洲的作

作者的身份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如他在很

品，不难发现它们和当地社区保持着高度

凯雷对形式风格是有追求的。如甘多小学

多采访中强调的“我是我的村子甚至整个

的融入。如甘多小学、医疗与社会福利中

图书馆项目中屋顶圆孔和室内光影的处

地区首位建筑师” 。这也使凯雷的建筑语

心、本加河畔学校等，都以解决当地人急

理，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合适采光和通

。
言保持了很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图 14）

需的日常诉求为目的，在形式上也没有多

风的需要，戏剧性的光影是建筑师希望获

在中国近年来的乡村建设中，有不少

余的装饰，朴素清晰。因此，普奖评审辞

得的效果 ；甘多小学的门窗缤纷的颜色也

建筑师、艺术家也强调与本地人的共建共

中如此评价 ：
“弗朗西斯 · 凯雷的全部作品

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行为。此外，凯雷在

创。如笔者 2013—2014 年在河南信阳新

向我们展示了植根于一个地方的材料的力

西方的装置作品，如美国加州的 Sarbalé Ke

县西河村的建筑实践，整个项目由本地农

量。他的建筑完全属于当地社区，是与社

艺术装置和伦敦蛇形画廊项目，非洲意象

民集资，建设过程中建筑师与本地工匠进

区一同实现的，并在它们使用的材料、建

的搬用和个人建筑语言的符号化使用就更

行了大量讨论，一起完成了项目的设计与

造方式与过程和所形成的独特的特色中，

。但这些略带甜美
为明显（图 17~ 图 19）

施工。完成后的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

实现了为社区服务。这些建筑与它们所在

的“装饰”现象并不能否定凯雷的设计对

动中心在多个维度上体现了本地人群的公

的土地和成长于其中的人联系在一起，它

于社区及服务人群的贡献，他的设计仍然

共参与，以及建筑师和工匠的共同创作

们优雅地存在着，没有多余的矫饰，影响

具有强烈社会性。

g

（图 15、图 16）
。又如艺术家靳勒也在自
己的家乡甘肃秦安县石节子村，组织了大

h

并塑造了社区。
”

显然，凯雷的设计可以归于社会设计

同没有
“多余的矫饰”
的定论。作为建筑师，

回到中国的乡村，我们面临的问题
和非洲不同。如果说凯雷面对的是一个

量的公共艺术活动，邀请外部艺术家来村

（Social design）的范畴，正如他本人所说 ：

资源极度缺乏但有人的非洲乡村，中国

庄创作，也引导本地村民一起创作。再如

“建筑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人类，创造一个

建筑师面对的则是一个产业凋敝，大量
人口，特别是青壮年离开而形成的留守
村、空心村。从笔者调研过的多地区乡
村看，大部分乡村的常驻人口是户籍人
口的 1/3，而且以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为
主。空心化又进一步造成乡村活力的消
失、产业的衰落、文化存续困难等一系
列问题。针对上面的问题，中国提出了
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放在首位的就是产

图12：李晓东设计的桥上书屋

图13：完成后的毛寺村无止桥

图14：社区民众参与凯雷在甘多图书馆的建设

图15：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留守妇女参
加劳动

业振兴。有了产业，收入提高了，才能

图16：改造后的西河粮油博物馆南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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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甘多图书馆室内

中性词，不带有任何的褒贬价值倾向 k。
如果依照这个逻辑，网红建筑也可以是一
个中性的表述，只要建筑师及其创作不陷
入法国人居伊 · 德波（Guy Debord）提出
的景观社会（La Societe du spectacle）l 陷
阱，不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
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 m。
建筑是否网红，其实与其社会性无关。
凯雷和中国很多优秀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为
相关人群服务——凯雷更关注原住民，中
国的情况更复杂，建筑师既要服务原住民，
又要考虑新乡民和外来人，解决此时、此

图 20：贝宁国民议会设计图

地的实际诉求。至于是否好看，是否网红，
触媒，即催化剂或者酵母，它具有触发

不应该成为评判社会设计的根本标准。建

连锁反应、拉动周边变化的作用。乡村

筑师不要因追求网红而牺牲使用者的利

触媒建筑的体量不一定大，但它可以引

益，也不应刻意为了社会设计而放弃对建

发 村 庄 的 内 在 改 变。 灯 塔 是 一 种 比 喻，

筑的美学追求。

指建筑可以作为榜样被学习，可以引领
方向，且被更多、更远的人看到。在当

四、同乡人与返乡创业者

下媒介高速传播时代，图像消费虽然被
很多知识分子批判，但图像对大众消费

凯雷在非洲的实践具有连续性，既是

的影响地位已经巨大，不可忽视。借助

个人的坚持，也可能是一种必然 n。笔者

好的建筑形成传播力并转化为资源，既

认为凯雷在其故乡早期的乡村建筑和后面

是城乡联动的重要形式，也是乡村获得

较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如贝宁国民议会、

j

关注、支持的重要手段。 其实，在凯

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在心态上是有区别

雷的建筑中，建筑性、社会性和叙事性

。他出生在甘多，是酋
的（图 20、图 21）

一直是并存的。

长的儿子，曾经村庄中赤脚跑闹的少年之

那网红建筑是否应该被批判呢？同济

一，虽然多年在外，但甘多是他的家乡。

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院长、建筑评论家李

在凯雷的前几个项目中，他既是设计者，

重新吸引农民回乡，才能重现乡村社区

翔宁在“三联人文城市论坛”上曾就网红

也是出资人和建造者，而且在心理上，他

的 生 产、 生 活 及 与 其 密 切 相 关 的 文 化。

建筑发表过如下观点，他说，
“网红建筑”

还是使用者群体中的一分子。这使凯雷及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新乡村建设中，建

现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网红”

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很自然地成为村庄的一

筑 需 要 担 负 更 多 的 责 任。 它 应 是 容 器、

这个词在中国英文译为 celebrity，其实西

部分。而当凯雷和他的建筑这一故事回到

触媒和灯塔。所谓容器是指建筑作为一

方 BBC 称 之 为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就

西方语境中时，也很自然地被主流知识分

个物理空间，具有功能，可以承载事件。

是社会公共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是一个

子接受，这就不难理解甘多小学的巨大成

图 21：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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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弗朗西斯·凯雷 访 谈 [J].世界 建 筑，2017（2）：138141.
b 引 自：India Block，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describes
village school that launched his career[EB/OL].dezeen，
2017-10-17[2022-3-28].https://www.dezeen.com.
c 注：这句话是台湾著名建筑评论家阮庆岳在评价中
国当代建筑师时的一个比喻。意为：不迎合外部媒介
的舆论，
专心进行自己的设计，坚持自己的风格和道路。
d 引自：A ND R ES L EP IK . Re trosp e c tive：the w ay
by Kéré[EB/OL]. Architectural Review，2017-05-18.
https：// w w w.architectural-review.com. 原文为：
The growing body of work by this German-trained
African architect represents a dialogue bet ween
global North and South.
e 引自： Christele Harrouk. 2022 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图 22：黄印武设计的沙溪茶马古道文化体验中心

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EB/
OL]. 韩双羽译 . ArchDaily，2022-03-15[2022-03-28].

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凯雷可以算是一个
“返乡创业”的模范。

样都是村长的儿子，是村里的自己人。陕

https：//www.archdaily.cn.

西的袁家村从经济角度比布基纳法索的甘

f 注：设计团队利用了本地可再生的材料——竹子，以
及场地中回收的建材进行建设，降低了项目的碳排放。

从历史上看，西方也曾经有大量的建

多要成功得多，但从审美角度、建筑学角

筑师关注、支持并身体力行地参与第三世

度却是失败的，是典型的迪士尼式地域主

h 同⑤。

界国家的建设，从柯布西耶在昌迪加尔，

义案例，但民众喜欢，村民喜欢。这到底

i 引 自：Tom Ravenscroft.“Architecture is primarily

到当代西方建筑师、规划师在亚洲、拉丁

算不算是一种成功？！

g 同①。

a service to humanity”says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EB/
OL]. deze en，2022- 03-16[2022- 03-28]. ht tps：//

美洲的工作。但他们都是异乡人，难免出

www.dezeen.com.

现“俯视”和“隔阂”
，因此他们很难像

j 何崴 .中国当代乡村建筑设计 流变初探 [J].中国艺

五、结语

凯雷一样成功。
中国建筑师的乡村实践也面临这样的
窘境 ：建筑师多为城市人（城市中长大，

术，2020（9）：12-21.
“网红建筑”
k 引自网络：三联人文城市奖 . 李翔宁：

凯雷获得普利茨克奖得益于他对建筑
的执着，睿智和敏锐的判断力，也得益于

里蕴含着未来建筑的一种走向 [EB/OL].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公众号，2021-04-13[2022-03-28].
“景观”的原文是 spectacle，意思是观看、
l 注：此处

在城市中受教育）
，所去的乡村也不是自

他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社区、可持续等

己的家乡。工作的阶段性、在场的周期性，

当下人类关注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的回应。

像遮蔽，甚至取代真实存在。

使中国建筑师很难将自己变为“新乡贤”
，

这是凯雷个人的成功，也是非洲建筑师的

m（法）居伊·德波 . 景观社会 [M]. 张新木译 . 南京：南

成为社区内的“自己人”
。此外，中国乡

成功。

土社会的封闭性，以及乡村项目在经济回

作为一位在柏林生活的非洲建筑师，

馈上的困难，
也使中国建筑师“望村却步”
，

凯雷在家乡的一系列建筑实践的确可以和

不敢深入。因此，像黄声远的宜兰实践以

中国当前的乡建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类比，

及黄印武的沙溪实践这样的长期扎根一个

如对地域传统的创新性转化，运用地方传

地区，将自己变为原住民，并身体力行改

统营建技艺的可持续设计，抑或社会设计，

变社区的案例是非常特殊，也极为可贵的

等等。但从本质上，非洲乡村与中国乡村

。
（图 22）
中国建筑师在乡村的另一个困境是 ：

具有很大的差异，两者面对的困境和急需
解决的问题不同，中国建筑师很难复制凯

被看。台湾学者将其翻译为“奇观”，指刻意制造的图

京大学出版社，2019：15.
n 注：笔者曾经在德国留学、工作多年，深知作为非欧
洲裔建筑师在欧洲取得项目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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