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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世界上最会使用竹子的建筑师”，是贝聿铭推崇的东方
美学与自然建筑的先行者。

武重义，从越南的小山村走向世界的著名建筑师。 由湖南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图书《无限接近自然》，是他的全球首本建筑作品集，完整呈现
其在竹造建筑、绿色建筑、低成本住宅三个领域的经典实践。

房子不是家，自然才是。《无限接近自然》凸显了武重义的设计理念
与美学原点，湖湘出版人的眼光与匠心也尽显其中。 一个人，一本书是
如何炼成的？ 且听作者和编辑娓娓道来。

武重义

我的家在越南广平省的一个小山村中， 家里
有7个兄弟姐妹，经济困难。 我们居住的房子由全
家人搭建完成，使用的材料是随处可见、唾手可得
的竹子。 越南的夏天十分炎热，村子不通电，无法
使用电扇。我们的处理方式是种树，等待树木长大
后在树荫下偷得一点阴凉。在夏天的晚上，一家人
常在树下纳凉， 谈天说地。 我对竹子和植物的感
情， 对不被现代技术干扰的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
的喜爱，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它们后来成为贯
穿我建筑实践的重要情愫。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是寒门子弟的共同理想。
通过不懈的努力，我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然后
进入河内建筑大学，开始了与建筑20多年的缘分。
1996年，在20岁的时候，我拿到日本政府提供的
奖学金，到日本学习建筑。

之所以选择建筑这个专业， 我原先的想法很
单纯:如果成了建筑家，就能变成有钱人了吧?就可
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又舒适的生活了吧？ 实
际上读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建筑并不是一个能
“来钱”的专业，因为喜欢建筑而从事建筑工作只
会越来越穷， 而以建筑家的身份是不可能实现当
有钱人的梦想的。 但，有趣的是，虽然初衷是想成
为有钱人，在与建筑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对它产
生了热爱。 我意识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可以让
这些原本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怪物变成对环境
友好的事物。

从一个不通电的地方到了繁华的日本， 初来

乍到的我感到许多震撼。日本美丽精致、十分注意
细节的建筑，以及建筑对环境的维持和保护，深深
打动了我。 2002年，我从名古屋工业大学毕业，来
到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建筑师内藤广。内
藤广老师认真的活法和思考建筑的方式， 彻底改
变了我看待人生和建筑的观点。 他让我意识到:做
建筑时，要用最本质的、正确的方式去做。

我是一个勤奋的学生， 但不是循规蹈矩的那
种。 在日本学习时， 我保持着原先勤奋的学习习
惯，但日本大学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让我能够选
择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说起来可能像炫耀，在日
本读书时，我几乎不去上课。很多课的老师不过是
在照本宣科，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不自学呢?我
大部分时间在泳池边和图书馆里安静自学， 并以
优异的成绩宣告自己学习方式的胜利。

日本的建筑教育非常重视建筑与环境的关
系，在日本学习时，我不断思考不破坏环境、能与
环境和谐共处的建筑是什么样的。 来自炎热的地
方，自然而然也会思考做什么样的建筑，才能让人
们在炎热的天气下舒适地生活。 小时候经常经历
台风，台风一来屋子可能会被吹倒，我也因此思考
要如何做出能够与“风”等自然因素和谐相处的建
筑。 这些思考贯穿于我的学习生涯。

在博士课程期间， 我在越南的一个大型设计
比赛中拿了一等奖，于是以此为契机回国。留在日
本发展自己的建筑事业还是回国？ 我也曾有过挣
扎。在日本长达十年的学习生活，让我对这个国家
产生了感情。当时在越南，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建造
属于自己的房子， 举国上下也没有太多大型工程

项目，机会比日本少得多。 但我想，日本已经有如
此多优秀的建筑师，多一个武重义不算多，少一个
武重义不算少，而越南却切实需要好的建筑师；再
说，如果真的是优秀的建筑师，在越南难道无法成
功吗？ 想到这里，我决定回国。

2006年， 30岁的我在胡志明市创立了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建筑事务所。 我从喜欢的材料竹子
入手， 开始了“竹造建筑” 的实践。 但， 尽管研
发了新型的材料结构和施工工艺， 让竹造建筑在
性能上可以媲美钢筋水泥建筑， 这种做法对越南
来说还是太超前了。 不得已， 我只好从免费的项
目做起， 以“风与水咖啡馆” 为起点， 默默构建
心中的竹造建筑。

从2006年回国到2013年整整8年， 对我来说
都是艰苦的。 每个月要给员工发薪水的日子是我
最痛苦的时候。 所幸， 随着其中一些建筑慢慢在
世界上有了名气， 2015年开始， 事务所开始接到
很多活， 持之以恒的耕耘终于带来收获。 在这十
几年间， 除了竹造建筑， 我们也探索了其他形态
的绿色建筑， 以及为低收入者而建的低成本住
宅。

我的一生都在追随自然， 不管是以竹子为材
料的竹造建筑、在建筑中融入自然的绿色建筑，还
是在冥想中感受与超越自身的存在的联系。 接近
自然的旅程风光无限，慢慢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妙
不可言。希望这本记录我的建筑和心的历程的书，
能够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

（本文节选自《无限接近自然》 武重义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郭大泽

武重义是越南的国宝级建筑师， 专注于设计
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绿色建筑。 他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是具有优美曲线的竹造建筑。

2018年初，陈垦（中南传媒旗下浦睿文化创
始人） 偶然在网上看到武重义的一组竹造建筑作
品，感到非常震撼。

“这位建筑师对竹子的运用超出了我以前的
任何认知，而且具有很漂亮的轮廓感，非常东方。
在那组竹结构建筑中，‘风与水咖啡馆’ 的亲切，
‘印度支那咖啡厅’的美妙曲线空间感，都让人特
别喜欢。 ”

他立马起了为他策划书的念头。 几天之后他
飞往胡志明市，和武重义聊了一个下午，第二天用
完整的一天考察参观了武重义在胡志明市的五六
个“会呼吸的建筑”。 令陈垦尤为印象深刻的，是一
栋远郊的别墅。 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那是他见过
的容纳三代人的最美好的空间。“户外和室内树木、

花草的运用很舒服，每
个房间的光线感都很
好，每一层和每间房间
彼此呼应对望，都是从
没体验过的感受。 ”

在和武重义聊天
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武
重义的另一面：在商业
项目之外，他和他的同
事做了大量的低成本
建筑设计，为底层民众
解决住房问题。再回过
头来看，“他在所有的
项目中，都把设计与环
境和谐友善、 人性化、
绿色等结合在一起，这
也传达了他的本心。如
果用一个词形容他，我
觉得他有菩萨心肠。 ”

陈垦坚定了要为武重义策划书的想法。
为国外作者和艺术家策划独家的原创图书，

这个挑战刺激有趣。
2018年7月， 在厦门机场咖啡馆等武重义一

行人到来时，我的同事、采访过他的编辑唐诗提醒
我，等会帮他点咖啡的时候，要记得让店员不要用
一次性塑料杯。

她回忆起之前有一次采访他， 她和同事外带
了咖啡来到采访地点。 武重义并没有掩饰自己的
不快， 直言在自己公司， 使用塑料杯是不被允许
的：“塑料是很难被自然消化的‘垃圾’。”在那次采
访中，他谈到了对竹子的情结、对环境的担忧，以
及建筑实践中永恒的主题：对自然的热爱。“建筑
过了一定年限后会折旧、腐坏或被拆除，那它就渐
渐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但竹子不一样，它最后还
是会回归自然、回归土中。 ”这是他使用竹子的重
要原因。

“都市中植物很少，在这种环境下，人类的精
神压力会很大。所以在设计建筑时，我希望建筑能

成为一个‘公园’。”这是他在胡志明市与世界各地
设计绿色建筑的原因。对于单纯为了好看而设计，
他嗤之以鼻：“有些建筑师单纯为了建筑的美感，
为了能够让人拍出美丽的相片而做设计。 这样的
事，我绝对不会干。 ”

我想起之前在网上看武重义的建筑作品图，
一开始觉得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造型，也
如他所说，并不算“上镜”，但是看久了，有一种奇
异的放松的感觉，好像进入了某个原始的、具有旺
盛生命力的场域。他摒弃过多的自我表达和炫技，
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尊重。他希望居住、生活于
其建筑中的人，能重新思考和自然的关系。

采访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这是两年半中，在
中越两地与武重义五次对谈中的一次。 两年半的
时间， 经由一次又一次用日语和英语进行的选题
策划会、越洋电话、邮件沟通、当面采访，以及对采
访稿件的整理、翻译、打磨，我们让一个美好的策
划最终变成了一本美好的书。

《无限接近自然》，在一次策划会中，陈垦提出
这个书名，我们全都举手赞成。

在了解武重义的建筑思想后，我们越发确定，
这本书面向的不只是专业的读者， 而是所有和建
筑产生关联的人———居住、生活在建筑中的你我。
所以装帧设计一开始的方向就是： 能够传达武重
义建筑思想的自然、亲切、质朴的风格。

在封面设计的阶段， 我们首先选择了一座经
典的竹造建筑作为主视觉，原因很简单：竹造建筑
是武重义的标志， 建筑的线条感也具有一定的视
觉冲击力。但武重义希望将封面图换成另外一张。
“我了解武重义选择这幅图的原因。 ”在一次讨论
会上，陈垦说，“自然、建筑、人都在这幅图上，他追
求的就是这三者的和谐。 我们尊重作者的选择
吧！ ”

在内文设计上， 设计师延续武重义朴实无华
的建筑风格，不做炫目的版式，而是“搭建一个展
架，把建筑师的作品以一种有序的、令人舒适的方
式陈列出来。 就像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一样。 ”和
武重义“会呼吸的建筑”一样，书中有不少故意的
留白，让文字的阅读感更舒适。

在一次采访中， 武重义说了这样一段话：“有
时候我们只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设计建筑时，我们
可以将多少绿色区域，多少棵大树，还给我们的地
球？ ”

毕淑敏

我心颠簸。
乘小飞机欧洲游，始料未及。 还没将来自朋友的诚挚邀请在

手心焐热，即随队出发。 沿途能看到什么，会有怎样的观感回忆，
一概无预设。不由得想起一个词，信马由缰。不错，这次出发，是个
意外。

通常，我如果决定到某地去，行动中最困难的部分已然结束，
接下来的就是处置诸等杂务了。 却不想此次旅行最艰窘的部分，
是我提起笔来的此刻。

我想找出原因。是我熟悉的家，行走记录本还是打开的电脑？
身体健康亦一如往常。

我的书房，是我的家乡。 键盘是我的江湖，将来也是我的墓
冢。

一直喜欢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话———“没有任何快
艇像一本书，可以带我们到遥远的国度”，这是真理。 不过想起她
一辈子把自己关在家中不出门，终生只旅游过一次，这话似也可
理解为狄金森的自我安慰。

我觉得书自然是要读的，遥远的国度也要去。 在盘缠允许身
体尚可的情况下，我当走向我所能抵达的至远之地。

世上万物皆有种子。幸福会有种子，悲伤会有种子，甚至厄运
也会有种子。

旅游，也是有种子的。
选择目的地，大体先做计划，起码也有端倪。 至于同行的人，

可能完全不知道是谁，也可能了然于胸。我唯一确知的，是每一次
出发都如影随形或多或少存在风险，有时或许还涉及生死。当然，
更常见的是涉及碰撞与思考。

随着年龄增加，远行的概率会越来越低。有道是“父母在不远
游”，我的双亲已然仙逝，我出发后便不再频频回头。 从2008年乘
船环球航行开始，至今我已走过80多个国家……记忆中，藏着赤
道之热、南北极之寒，当然还有世界第三极，那就是我年轻时戍守
过的青藏高原。无数山峦无数废墟，无数风景无数旷野，如同细胞
一样组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细胞可能会凋零置换，但记忆如同
盛开的花，栩栩如生。

假若删去旅行，我会和现在不一样。 生命中没有什么比掌握
自己脚步这件事更让人惬意。 我看到地球仪不再觉得枯燥单调，
每一个地名下都生动地隆起一方山水。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常生
出时不我待之感。

年少守边，我亲见战友骤然离世，始感叹生命脆弱，畏惧大自
然伟力，身处世界一隅，一己多么微不足道。我确知这具躯壳不过
是租屋，终将灭失，于是从不惧怕年华老去。 唯顾忌年岁渐长，再
到远方有可能力不从心。所以，出名不必趁早，旅行倒是不敢耽搁
太久。

安徒生有一句名言，“旅行即是生活”， 我觉得于我并不很贴
切。 旅行从未单独成为正事，也不能说是闲事。 算是半工半读，半
休息半劳作吧。 旅行最大的好处是加速成长。

买物件，你可以永久拥有它，沾沾自喜。买经历，除了回忆，别
无遗存。记忆可以满足我们长久的心理需求，物件却是不能。你可
以携带珍贵记忆，一直走到生命尽头，却不能用黄金和钻石给死
亡镶个花边。多么奇特的物件，都会司空见惯并滋生忽略感，记忆
却像酵母，能让你的整个思维发酵，变得蓬松而散发谷物香气。

之前每次远行回到家中，顿感安全，宛若重生。 相关的写作，
也让我沉浸在愉悦之中。 唯这次不然，竟让我生出从未有过的焦
灼。真正的旅行不能靠着无知和勇气出门，这一次，两条短板我全
占了，所知甚少又缺乏勇气。

归来后写作，从赤日炎炎到寒风凄劲，始终有忐忑萦绕于心。
现在，我以文字作手指，在清冷的晚上敲敲你的窗，想和你聊聊与
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事。苏格拉底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人
类智慧最卓越的形式便是质疑自己和他人。我没办法保证我所写
下的见闻都正确，但可保证均出于真心。

我说的是我自己所见所闻并真切相信的东西。它最初可能让
你漫不经心，然后在某一瞬间你突感惊惧，唯愿最终转为饱含暖
意的希望。

(《小飞机 欧洲行》 毕淑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国新征程
———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张占斌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张占斌主编 。 紧紧围绕决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 、 打好三
大攻坚战这一重点 、 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一主线 、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这一任务 、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
一方向 ， 对中国经济发展做了总体布
局、 系统论述和深入分析。

《风筝不断线
———走进吴冠中的绘画世界》
湖南省博物馆、 浙江省美术馆 编 岳麓书社出版

吴冠中先生曾说：“想念我，
就去看我的画吧 ! ”本书精选了
吴冠中先生融汇中西文化、具有
强烈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
作品，引导读者真正走进吴冠中
的绘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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