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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11
九米设 2014 年会

March
3.05
九米设计喜迎元宵节

May
5.30
九米设计六一儿童节 “Sun&Beach” 主题活动

June
6.03
庆祝九米荣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

July
7.08
浙大教授贺勇“在地建造”讲座

September
9.17
九米设计“2015，奔跑吧！九米”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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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常有，时间优先。

2、时间总会有的：每天只计划  4 ～ 5 小
时真正的工作。

3、当你在状态时，就多干点；不然就好
好休息：有时候会连着几天不是工作状态，
有时在工作状态时却又能天天忙活 12 小
时，这都很正常的。

4、重视你的时间，并使其值得重视：你的
时间值 1000 美元 / 小时，你得动起来。

10、工作时间越长，并不等于效率越高。

11、按重要性工作，提高效率。

5、不要多任务，这只会消耗注意力；保持
专注，一心一用。

6、养成工作习惯，并持之以恒，你的身
体会适应的。

7、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总是非常专注并
且有效率。

8、进入工作状态的最佳方式就是工作，从
小任务开始做起，让工作运转起来。

9、迭代工作，期待完美收工会令人窒息：“做
完事情，要胜于完美收工”  Facebook 办
公室墙壁上贴的箴言。动手做，胜过任何
完美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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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管理的那些小事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不用说一天 8 小时，

有时还要加班工作到更晚。但工作时间的延长并

不能保证工作效率的提高。有时候反其道而行之，

反而能达成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篇帖子提供了一

些值得深思的箴言。

      我们常说“ Work Smarter, Not Work 

Harder”。这组是来自 Facebook 的内部

PPT，看看 Facebook 的工作团队是怎么做的？

文章来源：ExpressionClub 官方微信
（微博号：ExpressionClub）



奔跑吧！九米

       2015 年 9 月 17 日 -19 日，九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2015, 奔

跑吧 ! 九米”主题活动在千岛湖希尔顿酒店进行。活动内容包括拓

展活动（乒乓球和沙滩排球），水上运动和骑行活动。这次活动将

九米员工分为天使队、凤凰队、胜利队和成功队四支队伍，最后胜

利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夺得冠军。

       中秋前夕，九米员工相聚于千岛湖，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相

聚和展望，时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也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2015 年的一大半已经悄悄从指缝间溜走，我们要满怀激情展望剩

下的时光，让接下来的时光更充实、更有意义！

无敌风火轮

1、拓展篇1

指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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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 60 秒

2   水上活动篇

3    骑行篇

挑战五分钟

乒乓球比赛

沙滩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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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与小
       当我还是一个建筑系学生的时候，总梦想着

有一天能设计建成个大房子；工作之后，不仅事

与愿违，而且设计建造的房子越来越小，一方面

当然是源于各种机缘巧合，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的

价值取向与主动选择。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渐渐感到房子越大，

建筑师的成就感却越小。对于一个大房子，先不

说领导、业主的干预，单是结构、机电工种的制

约，就得让建筑师不断的妥协，于是在一轮又一

轮的修改之下，建筑师的那份初心与企图也悄悄

的泯灭，最后沦落为完成任务而已的无可奈何。

可是换成小房子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与之相关

的功能、空间、形态、结构、室内、景观等几乎

都有可能在建筑师的主导之下，于是这些要素得

以配合起来，给建筑一个完美的呈现。建筑师巴

拉干 (Luis Barragan)、穆科特 (Glenn Murcutt)

的作品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安藤 (Tadao Ando)

好的作品也当属早期的那些小房子。

   “小”是一种体量的表征，也是一种工作方

式与生活状态。西班牙建筑师巴埃萨（Alberto 

Campo Baeza）的事务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始

终只有三个人，我问他为什么不做的更大，因为

以他如此高的声望，这将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

可是巴埃萨说，他不想把时间花在人的管理之上，

而更愿意专注于建筑本身。此外，不愿太多的出

差，每天下午六点的健身，巴埃萨如此的工作状

态与生活方式让他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完成了一件

又一件触及灵魂的作品。

     瑞士建筑的设计与建造水准之高，是全世界

公认的。在我有了越来越多的瑞士建筑师朋友之

后，发现他们的事物所多是三、五个人的极小规

模，所设计的也多是很小的房子，项目的地点也

大多在两、三小时车程的小范围之内。如此下来，

瑞士建筑师得以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建造知识与经

验，与建设的各个方面保持密集而有效的沟通，

并频繁地前往工地进行监督、指导，于是高品质

的设计与建造成为一件普遍、自然的事情。

     反观我们当下的设计大院与大师，其设计的

项目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足以令瑞士人目

瞪口呆，可是我们建筑品质却普遍低得可怜。 

“大”了不一定强，“小”了反而是精，只有

800 万人的瑞士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大”与“小”还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体验方式。

在机场、车站、商业综合体如此巨大的建筑里，

个体的存在与感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一

个小小的卧室里，你却可以成为它绝对的主人。

小的空间与环境不仅让人感到亲切、安全，也让

人的感官高度的敏感、发达。

     在鄣吴镇的公交站里，候车空间部分的竹子

是用铁丝悬挂于顶部钢梁之上的，下部可自由活

动，于是当一阵风侵袭过来的时候，候车人的耳

边响起的不再是嘈杂的噪音，而是悦耳的竹风铃。

你也可以走向那个外表干净的纯白小盒子，在推

开最为私密的厕所隔间的小门时，或粉红或钴蓝

的强烈色彩扑面而来。因为空间的狭小逼仄，你

的头会不由自主的望向顶部的蓝天与白云。那一

刻，你会发现，厕所原本可以不只有“味道”，

还可以有诗和远方。

二、图与物
     有的建筑存在于文字之中，有的建筑存在于

图面之上，可是真正的建筑却是以物的形式立在

场地之中，而且其意义非凡。有人说，正是有了

建筑，地平线才得以显现，一个新的生活世界也

才得以呈现出来，或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图

到物，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过程。图面上更多的

是几何形态的表现，而真实的物有着材料的质感、

气味，有时间沉淀下的印迹，更有其所承载的日

常生活与丰富故事。

     从图到物，是一个建筑获得生命的过程。从

最初材料的堆砌，到空间慢慢的得以围合与显现，

在最终粉刷、装饰之后，初始的材料或许会在视

觉上彻底消失，可是此刻，一个建筑的生命本体

却得以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工匠的手艺、模版

表面的肌理、甚至一个小小的施工上的错误都被

忠实的记录下来。或许这种记录的结果并不完美，

但是它真实，坦率，所以使得在建筑生命诞生的

那一刻，就赋予了它独有的历史与意义。

     无蚊村小卖部既是村里的商业设施，也是村

民在此纳凉小憩的亭子，总面积不到 30 个平方

米。建造的过程也颇特别，工匠将此地山上的毛

竹一分为二，钉在木工板上构成模板，按照墙的

位置把模板固定后，将拌好的混凝土注入其中，

待其凝固、硬化后，拆掉模板，建筑便完成了。

作者简介：贺勇，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建筑学博士。曾访问工
作于慕尼黑工业大学、马德里圣帕布罗 CEU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等多个学校。在教学、研究之余，带领研究生参与了大量乡村以
及地域性建筑的调研与规划设计实践。

建筑，是一抹月光——建筑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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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过来时，建筑表皮上

竹子的肌理便清晰的显现出来，建筑也仿佛在瞬

间从沉睡中清醒，变得光彩照人。日子一天天过

去，爬藤开始慢慢上了墙，村民们自己搬来了一

张桌子、一把躺椅、几条板凳，伴着一壶茶和孩

子们的笑声，在此静等着阴晴圆缺，花开花落。

三、城与乡
     传统的乡村营建是一个自发、自主的过程，

在漫长的时间作用下，从几栋村居逐渐演化成一

个个极为复杂的聚落系统。在看似随意、无序的

外表之下，其内部却隐藏着高度的秩序与关联，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血缘、地缘、族群等各种

纽带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空间赋予一副极具

活力的生活场景。

     再看今日的城市，却似乎正好是另外一种景

象：看起来井然有序的外表之下，却掩饰不住内

在的松散与单调。相比深受政治、经济、意识形

态等影响而“变异”的城市建筑，乡村的建筑更

与土地与生活方式相呼应，真实、自然，因而也

更接近建筑的本质。

     老百姓建房的时候，很少会考虑文化、传统

这样一些宏大的问题，他们只是在自家有限的资

金投入之下，自主参与设计，就地取材，简单加

工，然后按照结构、功能的逻辑以及审美的偏好

将其组合在一起。建造过程也是村民间互帮互助，

其乐融融。

     反观城市的建筑，不知从何时开始，设计、

建造、投资、使用这原本一体化的四者被剥离开

来，将一个自然、本真的居住需求异化成了一个

商品与投机。如今，尽管我们在短时间内可以建

造出大量的新城，可是再也营造不出老长安、老

北京那样壮丽的古都以及乌镇、宏村那般精致唯

美的村镇。

     对于城市而言，乡村除了可以体验与消费，

其实更应作为一种建筑生成的机制与方法，以此

来修正我们在城市里早已固化甚至有点异化的工

作方式与态度——那种过于强调自身逻辑、空间

与形态表现力的城市建筑的设计方法，将其重新

拉回到与场地环境、生活模式、文化观念、建造

方式等之间的关联之中，从而带来更加真实、合

理的设计与建造。

     位于玉华村口的公厕，其建造所用的红砖、

片岩、卵石都取自于当地，其具体的做法都是当

地村民所熟知的。工匠也是该村的村民 , 建造的

过程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中午还回家

吃午饭、小憩一番。在布局上，一片弧形的墙串

起三个三角形的功能单元（男厕、女厕、洗手），

形体简单、直接，无任何多余的装饰。就这样——

滨水边，阳光下，林荫间，建筑静静地立在那里，

建筑师却远远的躲在背后。

                                                   

结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建筑；一件件在过去看

似毫无关系的微小事件，决定了每一个人今天的

人生境遇。每天生活于城市，却有意无意与这里

的人和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为与城市生活的

平衡与参照，乡村作为一种与土地更为紧密的生

活方式，赋予了建筑更多率性、自然的品格，这

样的房子看似简简单单、明明白白，但是直击心

底的那一份恬淡与温暖，恰如头顶的那一抹月光，

尽管它从来不会带给你太阳那般的光彩与锋芒，

却总是令人心旷神怡、无穷想象。

                                                                                       

鄣吴镇公交站

鄣吴镇公交站

无蚊村小卖店

玉华村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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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十二楼建筑工作室官方微信
( 微信号：studio12f_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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