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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地大物博,因此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建筑文化。建筑文化代表着这个民族独有的历史文化
和地理文化等,但是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建筑文化的落寞,特别是少数居民
建筑文化色彩的丢失。并且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每个国人都有继承和发扬的责
任。泰美镇东江岸边的乡村民居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以泰美镇水上村为对象进行展开研究,针对遭到破
坏的废弃民居与新乡村民居文化缺失等问题,选择水上村一栋废弃的民居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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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sign strategy of Renovation and Renewal of Rural Dwellings
-- A case study of Dongjiang Bank in Taimei Town, Hu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Zifang Wu
City College Of Huizhou,Huizhou city
[Abstract] China has vast territory and vast resources, so every region has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cultures.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presents the unique historical culture, geographical culture and so on of this nation.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rings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loss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color of a few
residents. And th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very Chines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it. The rural houses along the Dongjiang River in Taimei
Town have their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aking Shuishang Village in Taimei T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destroyed abandoned houses and lack of new rural houses culture, an
abandoned house in Shuishang Village was selected for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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