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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讲师，专长于先锋设计理念在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致力于推动在高端

建筑设计及营造等方面的实践应用，致

数位技术平台下建筑话语、技术、理论

力推动新技术、新材料在建筑、景观和

的发展。过去10年，他参与了多个建筑

城市设计等多学科的运用。目前在深圳

设计竞赛和实际专案，并获得多个建筑

大学担任参数化设计-数字建构、建筑课

设计奖项，与此同时策动了建筑设计在

程设计等教学工作。教学研究方向是参

社会学、环境学、政策、建筑职业和技

数化设计方法和高级信息建模等技法。

术的多维交叉学科的探索和应用。

摘

要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一直以来都受到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9月20日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国家馆中
举办的大型特展“共谋·共生”是本届中国馆最大规模的展中展，特针对本次特展的展览空间设计、节
点设计及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解读。

关键词 中国传统“基本原则” 中国“现代性” 系统性设计 系统性构造设计 去形式化设计

总体设计概念
中国国家馆的理念是对应本届双年展“基本法则”和“吸收现代性：1914-2014”两大主题做出的回
应：运用基本构件在空间设计中实现多位一体的运用，基本构件在产品、服装、家具、建筑之间的概念转
换，从而由“基本构件”布局形成“根本秩序”可能产生的中国意向及其普世价值。本届特展的布展设计
理念以“不变的空间”与“变的内容”，延续国家馆“基本构件”这一概念，利用构件与构件的相互搭接
和重组，提升原本空间可承载的体验和内容，同时也将展览场地变为展览本身。 [1]
挑战与策略
本次国家馆内的重新布展有以下几大挑战需全面考虑。
（1）简单易行：展中展是对场馆的再利用，且整个重新布展的施工过程需要在展览开放的情况下完
成，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场已具备条件，避免进行大规模施工。
（2）快速组装：现场的组装时间约5天，除去准备和清场时间，实际的施工时间约3天，因此布展的策
略必须以保证现场快速装配成型为前提。
（3）灵活多变：本次展览从十年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精选了近20件作品进行重新评注和编
排，因此展览体系需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作品的特点。
（4）材料轻质：考虑到展板及构件的运输，所选材料需尽量轻质，以降低运输的难度和成本，这也是
保证顺利施工的一个必要因素。
（5）展示面小，展品量大：国家馆现场原以凳板台面上的水平展示为主，相比起展中展需要呈现的大
量作品，台面非常有限。因此需要通过布展方式的改变实现多维度的展示，保证展示空间及观展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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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举折

图1 平面图

图3 堆山

图4 堆山节点

（6）强调主题，提升氛围：国家馆的厅内有“自然生态”、

合作行动”、“广厦千万·居者之城”、“深港特殊材料”、

“衣食住行”、“禁忌边界”、“生老病死”、“城市更新”五大

“村·城”、“价值工厂”。“家、国、天下”三大院落植入“戏

板块及“家”、“国”、“天下”三大院落，应通过展示方式强调

中戏”、“笼摞笼”、“田种田”三大家具系统，以不同的展示方

主题，以提升整个展场的氛围（图1）。

式突出展览内容，以不同的空间效果回应“山外山”馆旨。

针对上述挑战，布展策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回应。
（1）展板布置：不增加任何新家具，延续现场模数系统，将局
部凳板进行重组，并结合凳板之间预留卡槽作为定位依据，提高布
展效率。
（2）节点构造：呼应“大木作微缩”概念，尽量简化节点的加
工及构造方式，构造体系明确清晰，交接清楚，施工简易。
（3）布展灵活：对节点进行充分推敲，挖掘多种连接可能性，
满足展板的多种交接方式，保证布展的灵活性。
（4）轻质材料：选择的材料为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自重轻，
硬度大，易加工，防水防潮。
（5）立体展示：三维立体的展示一方面充分利用空间，同时更
符合观展人体工学的要求。

“生、长、收、藏”四室节点构造系统设计过程
四大主厅的布展设计围绕着“立体展示”展开，国家馆现场以
水平放置的书本及资料展示为主。在二次布展中，如何利用现有的
凳板体系将展板立体化，充分利用空间，同时结合人体工学中对观
展舒适性的要求，让展示内容“容易看，有意思，不难做”，就成
了本次布展构件系统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最初的方案取义于清式建筑屋顶的举架意向，即利用凳板体系的
高低错落，将展板倾斜一个角度放置，在方便参观者观看的同时形成
类似屋檐的整体效果（图2，3）。由于该方案需要使用大量板凳，而
现场的板凳数量非常有限，因此难以实现。将系统简化后的方案二使
用泡沫板制作节点，将展板垂直固定在板凳上，这使得所需板凳的数

（6）布展空间呼应展示内容：中国馆的“生、长、收、藏”

量大大减少，是一个可行的备选方案。接着在制作全尺寸物理模型时

四室植入“城对城”、“院外院”、“街连街”、“屏障屏”的

发现，虽然此构造可行，但节点的加工用时过长，难以在规定时间内

四大布展主题以呼应作品“对应双城-香港与深圳的气候变迁及

完成，因此需尝试更简洁易行的方案（图4）。在方案二的基础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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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构件

图7 “生”：城对城

们进一步推敲节点制作方式，上一方案的耗时主要在节点的分步加工

及与主题相对应的作品，因此展示方式需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设计。

及拼接上，因此需要简化节点形式，一体成型。由此我们设计出基于

“生”：城对城

正方体的节点，通过对正方体的三维切割来连接展板，同时方形的节

“生”室主题为“自然生态”，展出作品为“对应双城-香港

点外露，构造简洁明确。节点本身也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呼应了中国

与深圳的气候变迁及合作行动”。该作品的展览内容有三组：总

馆“大木作微缩”的建构原则（图5）。

述、针对深圳的研究、针对香港的研究。基于这种内容上的分类，

经过进一步推敲，从方块节点衍生出两类四种节点，以适应各

我们将展区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陈列总述，由于总述的6张展板内

种不同高度展板的连接。方块构件A用来固定单独展板，利用凳子

容为平行关系且无先后顺序，布展将此部分设计为相互搭接的立体

预留的缝隙布置节点，位置卡紧后，在朝上一面旋转90°开槽以卡

堆山效果；两侧则以“档案”方式分别陈列深圳的3个项目和香港的

住展板，通过相互咬合形成稳定结构。构件B的B1为方块节点的原

3个项目，参观者可以从“档案”中自由抽取观看。两侧在位置上

型，适用于相同高度的展板T形、L形、十字形组合。构件B2适用于

遥相呼应，从地理上回应着一界之隔的深圳与香港，暗示着 “城对

不同高度的展板T形、L形、十字形组合。B3适用于双面高展板和中

城”的主题（图7）。

间低展板T形、L形、十字形组合（图6）。

“长”：院外院

同时，利用国家馆现有的模数和缝隙定位和加固，大大提高了

“长”室主题为“衣食住行”，展出作品为“广厦千万·居者

施工效率。国家馆内部现有的家具及地面均是以450mm×450mm

之城”，展览内容细分为九个主题，布展设计需让参观者能清晰区

（长×宽）为模数的板凳组合，板凳和板凳拼接预留了36mm缝

分每个细分主题所对应的展板，同时结合整体的展板构件系统的立

隙。展板的布局设计延续板凳的模数关系，宽度均为450mm的倍

体展览概念，强化“居者之城”这一命题。在此布展设计中，将九

数，因此就可以配合利用缝隙作为卡槽，起到很好的加固作用。

个主题设计形成一系列错落有致的院落式展板空间，外侧为主题的
标号“门牌”，内侧为对应该主题的展板和详细介绍，呼应着“居

“生、长、收、藏”四室布展设计
在“生、长、收、藏”四个室中，每个“室”都有着不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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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城”和“衣食住行”。为突出主题名称标号，主题部分统一使
用单模数的方形展板，向外阳面用于标示出编号及细分主题，向内

阴面有详细说明。此举能很好地与双模数的较高作品展板相互区

在进入主院落时会看到屏风展板的板边，及穿过展板侧面看到整个

别，互不遮挡，同时围合出富有层次的“内容院落”，使得“院外

室的背景，看不到展示内容。当绕到“藏”厅的内部转90°，整个

院”一目了然（图8）。

屏风所展示出的完整“村·城”全景意向图将无缝隙地映入眼帘，

“收”：街连街

呼应着本厅的“藏”所传达出的“遮而不遮”、“藏而不藏”的

“收”室主题为“禁忌边界”，展出作品为“深港特殊材料

“屏障屏”意向（图10）。

区”。该作品虚拟了在深港边界的“特殊材料区”，区内鼓励每个
店铺用环保生态的方式制作特殊材料，这些店铺组成的虚拟街面成

“家、国、天下”三大院落展示设计及构造系统

为了此次展览布置的切入点。布展设计为一个“街面”的空间效

三大院落的设计主要结合三个展示作品的主题来营造，设计延

果，用一系列的竖向展板暗示着街道的铺面，用进退凹凸形成丰富

续国家馆现场已有物品体系，以现场的凳板为基本单元，通过不同

的街道空间，相互连接的每一个店铺展板都代表着作品收集的一种

模数的凳板重组，在同样的空间中植入完全不同的空间效果，延续

特殊材料特定的制作方法和工艺，整体沿街立面层次丰富，可识别

“建筑·家具”间分形同构的逻辑思路。

度高。以布展设计“街连街”回应“禁忌边界”的主题（图9）。

“家”院落：戏中戏

“藏”：屏障屏

“家”字院落中展示的作品为2007年的“麻将启示”和2009

“藏”室主题为“生老病死”，展出作品为“村·城”。该作

年的“模型城市”，这两件作品的展示有别于其他静态展览，是通

品是对城中村的研究和构想，作品包含一个模型和一张大尺度效果

过静物加表演的方式将两个作品融于一体。现场有四名演员带着画

图。“藏”室正对“国”字院落，位于整个场地的中间。因此，展

有历届策展人头像的面具坐在院落中心的凳板方桌前，将“模型城

板位置和形式需要特别考虑。布展设计的元素取意于屏风。屏风作

市”的一栋栋楼房作为麻将子，用博弈过程中对麻将子的摆位和重

为汉族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与

整生动地阐释出由麻将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及生活内容这一作品理

传统家具相互辉映。屏风的气质也和国家馆的整体空间氛围相符，

念。方桌上是一台真正的“戏”，四周将凳板竖向立起，四周嵌入

能够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同时，展板的布置还需要考虑与本室的

模数统一的封板，表面刻着“东、西、南、北、中”牌号的麻将子

“藏”字主题呼应，因此设计一方面将大幅的效果图用屏扇的方式

又将整个院落变为了一个放大的麻将桌。麻将又俗称“垒长城”，

展出，另一方面将屏风整体方向扭转，令侧面朝向主院落，参观者

垒法多样，空间灵活，城外有城，戏中有戏（图11）。

图8 “长”：院外院

图9 “收”：街连街

图10 “藏”：屏障屏

图11 “家”院落：戏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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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院落：笼摞笼

断。于是尝试胶管，但是硬度远远不够，最终找到常见的塑料管及

“国”字院落中的展示作品是“私厨·私城”，是整个展场

分为两半的塑料管作为起绷子作用的固定件。将豆浆布盖在塑料管

中最主要的一个院落。“笼摞笼”取义于蒸笼，蒸笼是东方饮食文

框上之后，绷上半圆的塑料管，然后旋转调节豆浆布的松紧，确保

化的一朵奇葩，其以原汁原味，蒸汽水不倒流，色香味俱全饮誉全

种子能够铺撒均匀。整套制作过程在3min左右，可以很好地控制施

球。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

工时间（图14）。

现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其形正如蒸笼般层层叠叠般越摞越高。这两
种象征意义一个回应“私厨”，一个回应“私城”，展示作品同时

时间廊

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同时，“国”院落作为开幕式及论坛活动场

时间廊展示的是深圳、招商局、蛇口的发展历史，由于信息量

地，新植入的“笼摞笼”可在论坛中灵活演变成发言人座椅和电脑

大，此部分的展板设计尽量简洁明确。在不大改动现场的情况下，

台，适应主场地的各种功能用途（图12）。

主要通过图片展板的厚度来表达事件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数量巨

“笼摞笼”的构造设计过程也经历了一系列简化过程。最开始

大，如何简化加工过程成为一大要点。

考虑的“笼摞笼”顶部为一个新植入的笼屉，后来第二轮方案简化

材料仍然为高密度泡沫板，最开始的设计为在中间开槽，将现

为利用板凳本身框架制作可以开启的封板，但仍需要较多的木工加

场原始的挂钩嵌入槽内，但由于使用电热丝热熔切割刀无法从中间

工时间，很难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因此，再次简化为以凳子组合形

切割，也无法不切穿，因此要实现这种效果只能使用CNC（数控机

态为主，利用148mm、218mm、418mm三种尺寸凳子单元相互组

床）来加工，但此种方式造价高且耗时过长。接着尝试简化槽口为

合累加，仅将最顶端凳子反转放置，周围用条状泡沫板加固以防止

一条切痕，然后依靠泡沫本身的收缩能力将钢构卡进去，结果因材

顶端板凳旋转，同时上面加入一块透明亚克力板，使参观者能清晰

料密度较大，在挤压过程中会出现断裂。最后进过反复试验，尝试

看到笼内物品并方便取阅。最终层层叠叠，蒸笼形态呼之欲出，回

在一侧开一条穿透的窄槽，刚好可以将挂钩卡进槽内且非常稳定，

应及强化了“私厨·私城”的主题（图13）。

并可使用电热丝切割，效率和造价都大大优化。由于展板的薄厚区

“天下”院落：田种田

别，厚的展板挂钩会短于展板厚度，于是可以在表面直 接 粘 贴 案

“天下”院落主题为“耕作”。 展览设计取意于纵横交错的

例卡。薄展板的挂钩会凸出于表面，这就需要在案例卡上钻洞和

田地及田地的微缩版——“五谷餐盒”，结合现场的梯田式地形，

切一条横向的线，以便可以在不取下挂钩的前提下很好地嵌进挂

用红豆、绿豆、黄豆、黑豆成梯田布置，象征着传统中国耕种之本

钩，粘贴后除了两个挂钩圆洞外不会留下其他缝隙（图15）。

“五谷”。“餐盒”的设计需要能够存放各种谷物种子，同时在能
够达到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用量，另外由于展场位于室外，需
要同时能够兼顾排水问题。

该展览中主要使用了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简称挤塑板，又名

构造方面，“田种田”基本不改变和增加原本场地板凳的

XPS板。挤塑板是经由特殊工艺连续挤出发泡成型的材料，其表面

数量，将所需要布置种子的板凳翻转，形成放置种子的框架。

形成的硬膜均匀平整，内部为独立的密闭式气泡结构，因此具有高

承 托种子的构件概念取自中国传统刺绣中常用于绷紧布帛的绷子，

抗压、轻质、不吸水、不透气耐磨、不降解、导热系数低等优异性

绷子的制作最初尝试使用高密度泡沫板，但由于尺寸过窄极易折

能的环保型材料，非常适合用于需长途运输、工期时间短的展览。

图12 “国”院落：笼摞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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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笼摞笼图解

图14 “天下”院落：田种田

图15 时间廊

本次的展览体系共包含75个节点，针对该材料最理想的加工工具是

图片来源

电热丝热熔切割刀，因此以手工加工的方式为主。为了能够提高加

现场照片版权所有：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织委员会

工效率，我们针对节点的特点制作一套模板，很好地控制三维切口
的准确度，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图16）。

图16 加工制造过程

现场照片摄影师：Marco Cappelletti
图1来源于参考文献[1]，其余图片为作者及设计团队共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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