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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建造
九熹 ·大乐之野 ·胡陈粮仓酒店

Poetic Construction 
MIYA · LOSTVILLA Huchen Barn Resort

摘要    九熹 · 大乐之野 · 胡陈粮仓酒店是景会设计于

2017 年完成的酒店改造项目。文章从场地的应对、

建构及材料运用等方面叙述了项目设计概念的由来和

设计在建造过程中的完善。通过改造，建筑师最终将

一个废弃闲置的空间重新带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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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熹 · 大乐之野 · 胡陈粮仓酒店位于浙江省宁海

县胡陈乡西张村，地处气势磅礴的天台山脉，酒店

四周山形绵延起伏，项目占地约 5 400 m2，由 5 栋

1956 年建造的单层建筑和两栋后期加建的二层和三

层高的砖混结构建筑组成。在改革开放前，这里是胡

陈乡主要的粮食储藏和供应站，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自 2006 年后，粮站的功能渐渐弱化，长期处于闲置

状态。2015 年我们受宁海县胡陈旅游局的委托对粮

站进行了整体改造。 

胡陈粮仓虽然紧临交通繁忙的 S215 省道，然而

粮仓周围群山环绕，非常宁静，走进老粮站区域，仿

佛置身世外桃源一般。原来的建筑除了两栋为二、三

层，其余 5 栋都是单层，是典型的粮仓建筑，窗户极

小且平均距离地面 2.5 m 以上，开窗主要以通风为目

的，不考虑采光功能，甚至为了满足储存粮食的需要

而尽量限制光线的射入。从储物空间到对舒适度有很

高要求的酒店客房空间，如此两个极端的功能转换成

为本项目建筑与室内空间改造面临的一个挑战，其并

非只是功能或单一的空间的转变，而是由物质的本质、

形态、质感及颜色所组成的一个整体——“环境的

特性”的转换 [1]。如何使多栋新老建筑在一个非常

紧凑的场地中进行对话是我们在本次改造项目中思

考的重点。

1 场地的应对

起初的场地以 6 栋建筑的外墙为边界，西北面的

空地并不在项目范围内，项目场地与这块空地之间隔

着 3 m 高的围墙，这块三角形空地的北侧和西侧是山，

南侧是新建的泳池和作为餐厅的 A 栋建筑，东侧是

Ｃ栋客房和围墙，它们共同围合着这片空地，形成一

个仅供观赏的“内庭院”。在设计过程中，甲方将这

块三角地也纳入了项目范围内，3 m 高的围墙因此被

拆除，使之更为开放，新老建筑与场地和周围山体的

关系变得更为舒展通畅。我们保留了原来粮站的主通

道，这条 4.5 m 宽的通道随着老粮站建筑呈折线状，

主通道的东侧为仓库改成的酒店客房，西侧是在拆除

原先二层高的砖混结构的范围内新建的 B 栋建筑。原

有建筑与 A 栋餐厅建筑之间几乎没有间隙，我们将

新建的 B 栋建筑宽度在原基础上收窄了 2.8 m，在 A、

B 栋之间新增了一条次通道，一则是想将北侧的山景

和离入口最远的 C 栋建筑引入人们的视线，增加一

层对景关系；二则是在功能上使行走动线更加合理流

畅，使人在不同的尺度和视角体验或开敞或封闭的空

间感受。空间秩序通过入口庭院、B 栋建筑、主次通道、

较为封闭的内庭院、开敞的草坡有序组合；空间变化

上既有分隔又不失关联与渗透，这种关联与渗透有人

在动线上的连通，也有仅仅视觉上的关联。

在餐厅西面新增的泳池，既满足了酒店功能上的

需求，同时泳池水面映衬出天光山影和新老建筑，青

山绿水的倒影也给整个场地增添了一份灵动。　　

整个项目对于景观的预算极其有限，我们在施工

中期接到甲方的电话说乡政府有一棵树送给胡陈粮

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栽植，并特别关照位置不

能太隐蔽。我们就比较直接地将树种在了入口的小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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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栋（改造）与B栋（新建）建筑北面

2. 总平面图

3. 鸟瞰

4. 内庭院改造前

5. 改造前的主通道

6. A栋改造前及被拆除的B栋建筑

7. 室内原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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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terior condition before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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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复古建筑，这并非设计的初衷。当我们在现场看到

作为基层的浇筑完成的混凝土墙体，觉得再附加毛石

已是多余，并且体量上也会过于庞大，于是很快决定

去除毛石，在材料上也做到抽象简洁。B 栋建筑的形

式也在建造的过程中逐渐清晰，结构的改变及材料的

简化都影响着最终建筑呈现的形式，进一步完善了最

初的设计概念，抽象性也在此过程中愈发明朗。 

建筑的一层南端（东南）为酒店接待，北端（西北）

是会议室，二楼的北端（西北）为茶室，南端（东南）

近 2/3 的面积都为户外露台。这样一来，建筑南端的

高度可以降低至栏杆高度，屋面形成了一个斜面，新

建筑的高度由北向南从 7.1 m 逐渐降低至 4.85 m，最

高点的高度与西侧邻近的老建筑的屋脊一致。二楼的

茶室南北都采用大面积落地玻璃，两侧的山景一览无

余。坐在茶室内，通过框景眺望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

建筑，形成了视觉上的景观连续。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也曾考虑过用双坡或者单坡

的瓦顶，寻求新老建筑之间的相似感，但形体上都过

于具体，最终的方案将二楼的茶室内部空间缩小并设

置在北端，南部空间开放为户外露台，根据功能和空

间的需求，建筑南低北高并将屋顶面 2/3 的面积开敞，

屋顶的形式即刻变得模糊并带有不确定性，卒姆托

（Peter Zumthor）曾在其文章中借用意大利作家卡尔

维诺（Italo Calvino）的观点，“艺术的美存在于模糊、

开放和不确定性之中，因为这样的形式蕴藏着无限的

可能”[2]。处在 5 栋青瓦坡屋顶老建筑之中，B 栋建

筑抽象与不确定的形式似乎又像是园林中的假山。　

取消了外墙毛石后，混凝土墙体不再需要承载毛

石的重量，加之二层绝大部分为户外空间，因此我们

将一层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二层以上转换成了框架

结构，结构梁柱之间用砖砌填充，这样的结构形式恰

好与原本老粮仓建筑的结构形式相呼应。但之后对最

终完成面材料的选择我们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思

考，有想过以清水混凝土作为完成面，但由于原本施

工没有打算将其作为完成面，所以混凝土表面非常粗

糙，二层框架间的砖的砌法也很随意，虽然施工方做

了多次修整，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最后一次的尝试

是为整栋建筑刷了外墙涂料，二层框架内的填充砖墙

保留了砖的肌理。刷了涂料后的建筑增加了一份超脱

和抽象感，周围的老建筑除了毛石部分，框架部分也

是与外墙颜色相同的涂料，使新老建筑之间保持了连

续性。露出肌理的砖仍然留有施工中的粗糙和随意

性。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瑕疵”反而增加了新

老建筑对比中的呼应。清水混凝土往往让人联想起现

代、冷酷和工业感，新建的 B 栋建筑与周围相邻的老

粮仓建筑各自都具有较为强烈的个性，距离太近难免

场上，并且在树的周围铺上了小碎石，使原本的大面

积水泥地面显得柔和了一些，同时也比较委婉地阻止

酒店客人靠近树后被用作厨房及储藏的一栋建筑。

2 新老建筑，与山对话

B 栋建筑正对着大门入口，原本是粮站的办公用

房，现在承担接待、会议和茶室等功能。从大门入口

向内看，这栋 9 m 高的建筑阻挡了西北和北面的山景，

并且在高度上超过了相邻的老粮仓建筑，这栋建筑的

东西两侧都是以毛石材料为主的典型粮仓建筑，如何

建立新老建筑近距离的对话以及建筑与周围山景的对

话是我们思考的重点。新建筑在形式、体量和材料运

用上都尽可能地克制，用抽象简洁的几何体来回应场

地上的老建筑和远处的自然山景，这种抽象不仅表现

在建筑的形体和尺度上，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材料来

表达，并且在建造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起初 B 栋建筑的方案是用毛石作为外立面材料，

想与邻近的两栋老建筑材料一致以求统一，但在建造

上，直接用毛石垒砌 7 m 高度的难度较大，我们只能

将毛石作为外表皮材料。当初虽然这样画了设计图，

但总觉得不够纯粹。在多次到访现场后，我们觉得毛

石的存在感太过强烈，给人一种古老、粗犷的感觉，

虽然与周围老建筑的风格很统一，但却似乎是在建一

8. 从C栋阳台往南看酒店

9. 粮仓酒店西立面

10. 一层平面图

11. 二层平面图

8. View of the hotel from balcony at building C   

9. View from the west  

10. Ground � oor plan

11. Second � 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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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些生硬，而将清水混凝土和砖的表面刷上外墙涂

料，“混凝土材料本身那种固有的社会性就被消除了，

从而变成一种中性的东西”[3] ，同时也弱化了施工中

出现的令人不满意的效果。这种“中间化”“暧昧化”

的处理使邻近的新老建筑之间既达成一定的统一，又

保持了各自的个性。

正对着酒店大门的南墙以封闭式墙体为主，只留

出了一扇竖向窄条窗，弱化了南立面的存在感，并且

有节制地控制着内外空间的对话。这里是一个作为酒

店接待功能的空间，客人从室内透过窄条窗向外望，

窗外正对着刷白了的镂空砖墙和远处的山景，通过刷

白的镂空砖墙引导视线延伸向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

的山景恰似一幅山水画轴。这个空间里的材料运用相

对精致，地面是素色的水泥，顶面是原木色木板，冷

暖色调在反差中达到平衡。

外墙材料及结构的改动同时影响了室内，我们对

此做了相应的调整。一层北端会议室的西墙原本是铝

合金框的中空透明玻璃，在厚重的毛石外墙中透出轻

透感，但在外墙改为涂料后，这一整面的透明玻璃又

显得过分轻透，最终我们决定改用磨砂Ｕ型玻璃，这

种磨砂颗粒肌理在建筑外立面上与细腻的外墙涂料和

刷白的粗糙砖墙在对比中形成统一。从室内看，玻璃

表面的粗糙感在与室内东墙面的拉毛水泥墙呼应的同

时也增添了一些朦胧感。“材料所以被欣赏，是因为

它们所代表的品质……而不是因它们固有的物理性

能”[4]。会议室的东墙有节制地只留出一个窗，在西

墙由全透明玻璃改为磨砂Ｕ型玻璃后，人的视线更有

目的性地被引向了北面开阔的山景和山景衬托下的 C

栋客房，舒展的视野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二层茶室的层高较低，设计的意图是让这一空间

12. A、B栋建筑及次通道

13. 俯瞰B栋建筑

14. 主通道两侧的新老建筑关系

15. B栋建筑北立面

16. 东西向剖面图（由北向南）

17. 南北向剖面图（由东向西）

12. Alleyway between building A & B  

13. A bird's-eye view of building B

14. Old and new buildings along the main passageway

15. North view of building B

16. East-west section (looking south)

17. North-south section (looking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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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大，但同样具有一种仪式感，这些形状和材料都

不相同的盒子，有的直白，有的具有雕塑感，如同家

具或雕塑一样成为空间中小体量的“物件”，增加了

空间的丰富性。 

为了让原来的建筑屋顶的形式完全展现，我们最

初就确定了“任何新增的室内功能区墙体都不接触原

始建筑屋顶”这一原则，因此机电空调设备的安置也

成了设计面临的挑战之一，而“嵌套盒”的出现正好

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次的嵌套形式与之前完成的喜岳 · 云庐项目略

有不同，云庐改造前后在功能上没有本质的转变，只

是私密性与公开性的交互和延伸。在云庐项目中，我

们把现代功能性的区域以嵌套的方式植入空间里，让

它和建筑本身融为一体，墙体直接与顶部接触。 而

本次改造是由一个粮食储藏空间转换为人居空间，空

间尺度上从“宏大”转换为“叙事”与“亲切”， 我

们同样采用了嵌套的方式，但在嵌套的形式上作了不

同的尝试，将这些现代功能的空间以“盒子”的形式

独立嵌套在“宏大”的空间中，通过对尺度的调节来

引导空间的缩放，唤起人的身体在空间中的知觉性。

在胡陈粮仓的改造过程中，对设计概念的调整和

完善贯穿了整个建造过程，这是一个渐渐理解原有 

“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建筑没有什么不

同的“种类”，只有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

藉以满足人生在实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 [1] 。

（图片来源：文中图片、图纸均由景会设计提供，摄影：苏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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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物与人都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室内的家具尽可

能矮，茶几配上草编蒲团，人们席地而坐，在内庭院

和户外走动的人们可以视线不受阻挡地透过茶室的落

地玻璃窗看到更远处的山，遗憾的是这个有关家具的

设想最后没有实现。

建筑一层的接待入口设在主通道的西侧，建筑东

立面的外墙在接待与会议功能空间分隔处作了与主通

道转折成镜向的折线处理，在接待的入口处形成一个

抽象的围合空间，这种围合使建筑边界与场地间有了

一个可供人停留和聚集的场所，也减弱了接待入口的

方向性，无论是刚进入酒店还是将要离开的客人都没

有任何偏向性，暗示着一种包容。而建筑边际线上的

“折”与“坡”与周围高低错落的青瓦屋顶和远处绵

延起伏的山景又建立了一种对话。抽象的几何体通过

分别在立面和顶面上有节制地开设门、窗、露台、窗洞、

透光墙来建立室内外的互动与渗透。当你坐在二楼的

露台上，南面是绵延起伏的山峦，透过东面外墙上的

窗洞可以看到近处的客房老建筑层层叠叠的瓦顶，通

过北面的落地大玻璃可以看到在山景衬托下的Ｃ栋客

房建筑，视线由外至内，再由内至外，如同游走在江

南园林中。　

整个场地中最小的两间客房面对的却是最为开阔

的景色，我们在原建筑的西侧加建了阳光房和露台，

既满足了客房功能面积的需求，也为这两栋最小的建

筑增加了体量感和存在感，在西北面山体的衬托下，

它们成为主通道和次通道轴线上的“景点”。新加建

的阳光房和露台并非建筑主体，而是在老建筑上增加

的一个构筑物，将室内空间在水平方向上延展至室

外，阳光房的天窗从视觉上纵向延伸至天空和远处的

山景，从不同的角度将远处的山景引入视野。这个构

筑物的边际线以多段折线的形式呈现，它与背景的山

体岩石的刻凿痕迹展现出某种相似性，同时，人工的

建筑和自然的山体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关

联与反差仿佛建筑与自然在宁静中进行着一场诗意的

对话。 

对于老建筑的外立面，原来的窗户几乎都在距离

地面 2.5 m 高度以上，而且洞口非常小，无论是光照

还是室内的体验都不能满足酒店的需求，在保证建筑

结构稳固前提下，我们将 2.5 m 以上的窗洞尺寸扩大，

并按照客房平面的布置，有选择地将面向风景的建筑

立面上的部分高窗降低窗台的离地高度，将原来的内

外隔绝转变为内外框景对话。　

老建筑的毛石墙在几十年的岁月中被刷上了好几

层白色涂料，为了突出建筑的框架轮廓，我们决定只

保留框架部分的白色涂料，其余褪去白色的涂料层还

原毛石的自然色，使毛石的粗犷与周围的山体环境融

为一体。由于客房分布的原因，有些外墙不得不凿开

或填补，而新旧毛石无法做到统一，因此除了原有的

毛石和外墙涂料，必须介入第三种材料。我们选择了

人工化的塑木墙板，使其与古老天然的毛石形成对比，

在这里新与旧又一次近距离地展开对话。

3 室内空间尺度的调节——嵌套盒

粮仓室内本身是个不宜居住的空间，内部空间尺

度大而单一，仪式感比较强，但缺少了酒店所需的亲

切感，如何将其尺度调节为适宜居住并且较为舒适的

空间是一项颇具难度的挑战。 我们利用 “盒体”嵌套

的方式对室内空间在尺度上进行缩放，为不同房型的

客房和餐厅内的卫生间设计了不同造型的“盒子”嵌

套在高挑的空间中。盒子的高度从 2.2 m 至 2.7 m 不

等，设计故意压低这些盒子的高度使其更贴近人的尺

度，同时也不会遮挡建筑外墙上高处的窗户。这种形

式改变了通常用隔墙来区分空间的方式，盒子虽然体

18. 改造后的餐厅室内

19~21. 改造后的客房室内

22. B栋建筑酒店接待区室内

23. 改造后的客房室内

24. C栋阳光房

18. Restaurant interior after renovation

19~21. Interior of guest suite after renovation

22. Interior view of reception at building B

23. Interior of guest suite after renovation

24. Sun room at buildin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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