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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自建住宅的演变及现状思考
——以泰州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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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自建住宅不仅总量庞大,且分布广阔,是现存农民住宅的主体。文章以江苏
泰州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沿革,住宅现状,建筑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对泰州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自建住宅进行研究探讨,以期为新时期农村自建住宅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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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后,乡村组织治理的
变化使得集权主义下政治运动式的农村
住宅建造宣告结束,集体化时期被长期压
制的改善居住条件的家庭需求在此阶段
集中爆发,这一自下而上的需求逐渐成为
农村住宅建设热潮的主要动力并持续至
今。江苏农村自建住宅长期处于自由发展
的状态,虽暴露出建设粗犷、同质化严重、
利用率低等突出问题,但其自发性的特点
却颇具研究价值。自发建造意味着在建造
的过程中,包含了建造者对自家住宅最真
实的看法和需求。另一方面,其发生发展
过程亦反映出社会时代发展对于建筑的
影响,这大类建筑的产生过程也反过来影
响和改变了农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以
往的农村住宅是完全不同的。与此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这一背景下,针对农村自建
住宅在未来乡村建设中如何更新再利用
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长江沿岸,属经
济较发达地区,域内农村住宅多为改革

图 1 泰州农村自建住宅调研样本分布
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访并测绘了30余处较为典型的农村自建
住宅(图1、图2)。

(图3)。

开放以后所建。为做到真实客观地反映

1 泰州农村自建住宅的演变

泰州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住宅自发性

1.1演变概况

多取当地生产的红砖进行建造,造型以

1978年至1990年,此阶段初期村民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间,随着

坡屋顶平房为主。后期则开始逐步出现

经济、区位等多项因素筛选出了若干村

时代的发展,泰州地区作为全国经济较

双层建筑,外立面多清水砖墙,少做粉刷

落,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遵循随机、多

发达地区,其农村自建住宅的演变和发

装饰。1990年至2000年期间,单层改双层

样的原则选取不同数量的样本,实地走

展也走在全国前列,受政策及经济技术

增多,砖混结构开始推广开来,但整体仍

更新的全貌,笔者综合考虑地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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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制为主,墙面多粉刷或瓷砖装饰,此
时期经济性仍是农户建房的第一考虑因
素。2000年至2010年,现浇技术逐渐流行,
随之出现众多三层建筑,住宅追求规模
上的宏大,甚至不顾实用。这一阶段城乡
交流频繁,城市的强势文化对乡村产生
重要影响,各类不同风格的装饰元素大
量涌现。2010年至今,建筑造型逐渐多样
化,在追求规模的基础上更加追求建筑
整体的美观,且平面布局更为合理,动静
分区明确。但整体缺乏乡村特色,建筑形
式与周围旧建筑相比较为突兀。

图 2 泰州农村自建住宅调研实拍图

1.2居住行为及空间的演变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农具的存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住宅空间的变化。但随着农业机械化
程度的不断提升,生产方式出现转变,原
有的农业从业人口日益减少,逐步转向
其他产业,住宅空间也随之发生改变。一

图 3 改革开放以来泰州农村自建住宅演变概况

方面,农具存储的需求大幅降低,原有的

厕方式被摒弃,洗漱如厕一体的卫生间

法》,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建

农具存储空间被取缔抑或另作他用。另

取代了原本狭小的室外小棚屋,生活方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9

一方面,院落原本作为收获季节重要的

式更为城市化。

年江苏省实施“家电下乡”政策等。

粮食晾晒场地,其功能性被削弱,大面积

1.3演变因素分析

2 泰州农村自建住宅现状

的庭院面积显得过于浪费,部分开敞空

初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比较简

2.1外部形态

间开始被生活居住房屋所占据。

单,住宅形式也相对单一,但随着时代的

自建住宅主房一般高两层,面阔三开

生产活动之外,起居活动伴随生活

发展,原有的单一住宅形式逐渐不再满

间,双坡灰瓦屋面,外部墙体或粉刷或瓷

质量的提升也在发生改变。旧式“三开

足农民的日常需求,住宅的重建、改建便

砖装饰。南面底层为檐廊,二层多为大玻

间”基础上改扩建的住宅,堂屋原有八仙

广泛展开了。总体的演变因素可分为主

璃窗。部分农宅仍保留了传统建筑屋脊的

桌,条凳等被新式沙发等现代化家具所

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做法,屋脊呈柔和曲线,两端由镂空砖雕

取代,逐步向客厅过渡。卧室内,改革开

改革开放以来的泰州农村住宅基本

加以收尾。由于铝合金窗的普及,农村住

放初期的木床较为笨重,且四周有用于

未经专业建筑师设计,多数由农民根据各

宅的开敞式阳台逐渐被封闭式所取代,建

挂置蚊帐的木构架,整体空间相对而言

自需求建造,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住宅改

筑形态更趋整体化。调研发现,外部形态

较为封闭,床的位置多靠北侧布置,采光

扩建的全过程几乎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

的形成多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农民根据自

较差,舒适性一般。随着轻盈易搬动,无

响,而这也正是推动农村住宅差异性的内

身实际需求所做出的适当自主创新,二是

木构架新式木床的出现和电视机的普及,

在动力。这里的主观因素包括农民的生产

源于各自喜好,相互借鉴模仿。随着经济

卧室的内部空间布置出现了新形式。床

方式、生活习惯、个人喜好等。同时,具

的发展,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建住宅

的位置南移,靠北侧转而布置衣柜,与床

体负责实施的工匠其对决策者想法的理

外部形态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相对出现了电视柜或者组合柜,南侧布

解程度也影响着住宅的最终呈现。

2.2平面布局
泰州农村自建住宅大多带有庭院空

置台面亦或放置沙发,总体房间布局更

客观因素则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

合理化,且舒适性大为提升。燃料的变化

以及政策影响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体现在

同样也影响了厨房内的炊事活动,传统

建筑的布局及构造的处理上。经济上,相

的柴薪及煤炭逐步向燃气和电气过渡。

对低的经济水平,房屋建造的成本则会尽

这一基础上的改建或翻修,主要由正房、

过渡完全的农户,厨房空间更为紧凑了,

力压缩,材料、装饰、技术等的选择均有

辅房、庭院空间三部分构成(图4)。正房

而未过渡完全的,常常存在新旧厨房共

所区别。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深刻影响着农

多两层,辅房为一层。辅房多位于正房一

存的状态,空间较为宽大。如厕洗漱的习

民住宅的演变,包括1983年国家颁布的

侧,与正房形成“L”型布局。其中正房

惯亦在悄然改变,旧有的卧室内痰盂如

《城镇个人住宅建造住宅管理办

三间,底层明间为堂屋,左右做卧室,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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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体平面布局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在旧式“三开间”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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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翻建或新建的农村自建
住宅,面积多在150-300平方米,但调研
过程中发现常住人口非常有限,老年人
为主,实际使用房间很少。造成这一现象
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和农村自建住宅缺
乏科学指导有关,设计不甚合理,卧室单
间面积通常偏大,且房屋层高过高,毫无
居住空间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则是村民
受相互攀比心理的影响,盲目求高求大,
图 4 典型平面 1

不顾及实用,众多房间空置或沦为杂物
储藏间,造成了土地和资源的浪费。
3.3建造技术滞后
笔者调研中发现,农村自建住宅主
要依靠当地工匠的经验建造,并结合房
主需求做适当调整。由于主持建造的工
匠很多并未受过专业知识的培训,导致
出现房屋建造超出经验模式之外的范畴
时,建造往往会进展不顺。同时,这种模
式下的农村住宅普遍居住舒适性较差,

图 5 典型平面 2

表现在未做保温隔热处理,冬冷夏热,墙

称“一明两暗”,二楼布局与一层基本一

建筑风格总体比较素雅淳朴,装饰风

致。厨房、餐厅一般在辅助用房内。现

格日趋多样化。改革开放至2000年之间的

辅房餐厅的功能有逐渐向堂屋转移的趋

农村住宅多“阴阳面”,主立面采用面砖

4.结语

势。此类住宅受原有房屋结构限制,内部

或马赛克,次立面则稍作粉刷抑或水泥抹

当前,乡村振兴如火如荼,这一过程

可变性较差。

面以节约成本。进入21世纪后,自建住宅

中面临大量对农村自建住宅此类建筑如

面及地面在雨季常出现返潮现象,住宅
内部难以获得充足采光和舒适通风。

一类是新式重建平面,主要由一座

外立面贴砖不再局限于主立面,村民开始

何更新再利用的问题,此背景下,本文以

独栋住宅和庭院空间所组成(图5)。图纸

注重整体效果的呈现,大理石、玻璃瓦、

泰州地区为例针对改革开放后这一大批

多来源于当地工匠,可归结为乡村别墅,

铝合金、石膏、涂料等建筑材料逐渐被广

主体建筑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提出问题,

其平面布局告别了以往单一对齐的模式,

泛应用。受个人偏好及施工装饰便捷等影

不仅能够进一步分析此类建筑如何在现

根据需求设置,各类功能用房均融合于

响,一些东西方古典建筑的通用预制构件

状基础上改造升级,满足当下农民的发

一栋建筑中,户型布置在功能和面积使

如龙形脊瓦、罗马的科林斯柱、爱奥尼柱

展需求,提升农村自建住宅的实用性和

用上较旧式改建住宅更为合理。一层通

在乡村住宅装饰中均多有出现,整体效果

合理性,为农民自建住宅的建设提供科

常是堂屋、餐厅、厨房、卧室加洗手间,

略显堆砌而失去了传统意蕴。

学的指引,也有利于在新型城镇化及乡

二层为起居室、卧室、
洗手间,根据需求,

3 泰州农村自建住宅的现存问题

村振兴过程中更好地处理乡村面貌,延

亦有加设书房,总体舒适性较高。

3.1整体风貌混乱

续农村的特色传统文化,对新时期中国

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住宅的更新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建设美丽乡村等

2.3结构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的自建住宅从以砖

呈现出两个极端,一类人在获得丰富的

瓦、木材为主的砖木梁架结构,逐步过渡

财富积累后,告别农业生产移居城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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