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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侗族的建筑文化可谓是璀璨至极,不仅仅停留于外在建筑风格的多样性,而且在结构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古老

“巢居”遗留的干栏式,依山傍水的风雨桥,都是侗族人民极具智慧的文化结晶。随着侗族建筑的被发现,侗族建筑的外在营建
模式被存留和发展,而忽视了对侗族原有的建造技艺的保护传承——而这构建侗族建筑文化的基石。经济的限制,地域的隔离
使得这一切变得渺茫。基于这一认识和现状,在本文中主要讨论对侗族建造技艺流程的记录和保护,以侗族湖南省通道县坪坦
乡高步村为实例来展开,以寨门和如意斗拱为主要对象。
[关键词] 侗族；结构；保护；寨门；如意斗拱
1 寨门

座和金柱相对简单,而对于重檐顶而言,每个重檐的的构成

1.1 寨门的简介

和层层递进有着极其规律的变化,首先在东西两侧的三角

寨门,是侗族村寨的边界和起点,是一个侗族特点化形

形而言都是相似三角形,在每层顶的坡度夹角上是一致的,

成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早期的抵御外来入侵(湘桂黔三角地

对整个构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整个屋面举折和出

区,广泛分布着其他部落或民族)到现今的迎来送往和装饰

挑都完美展示了侗族传统木构建筑的美与和和谐。其次,

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其不同的作用。在形式上,寨门有

每层屋檐的斗拱层数又不尽相同,层数在 2～4 层之间变化,

着许多不同的样式,广泛的分布由于各个侗寨。

使得整个立面都富有变化和节奏感,本就因为多层重檐而

1.2 寨门测绘和分析

显得“威压甚重”在此时却异常活泼。其三,在最顶层屋顶

首先通过对坪坦寨门的测绘,收集数据,进行绘制,了解

上,侗族建筑师更是别出心裁的加高瓜柱,同时将叉手这一

其基本结构。在我们整个考察测绘中,五层的重檐顶使得整

结构的角度变小,使得整个屋顶从上至下由缓到急,再而结

个结构的变得相对复杂。其整个建筑以花岗岩石为基地,三

合“倒三角”的结构形式,使得整个建筑更加添加一种异样

开四榀构架平地而起,内侧为四组金柱(每组三根),外侧为

的情怀。

四组金柱(每组四根),同时,外侧附着“美人靠”(座椅)以便

2 侗族如意斗拱

行人休憩和避雨,其上则是层层上升的重檐屋顶。而这则使

2.1 侗族如意斗拱的简介

得整个寨门气度恢弘,磅礴大气,在整个侗族寨门之中也是

斗拱是传统木构建筑中以榫卯的方式结合形成的特有

独树一帜。而独特的门内“美人靠”设置更是体现了侗族人

结构,下启金柱,上承梁枋,作为勾连上下的特殊承力结构,

们热情好客,互帮互助的人文关怀。

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装饰结构。而在侗族的如意斗拱中,其
结构作用和形式特点都与传统斗拱大不相同。
在结构上,不同与传统的榫卯形式,其“斗”的部分变换
成为长直的木枋,形成层层递进的状态,就整体看来,形成莲
花外形和蜂窝面状,相较于传统而言更加粗犷统一,在整体
上,比传统斗拱更加整齐有规律,形成大面积的组合和网状
结构,“倒三角”的逐层收紧更是传播出一种无与伦比的严
肃感。
在功能上,侗族如意斗拱主要承担的责任是装饰作用,
几乎是不做承力结构。于是在侗族屋檐或顶檐中,在满足建
筑结构中力的平衡之后,外部的装饰随即就变得愈发的精细,
在“掩饰”内部复杂构造的同时,也能对内部起到一定的保
护作用。

图

1

由此可知,寨门分为三个部分,及基座、金柱和屋顶。基

2.2 侗族如意斗拱的传统制作
首先是对于材料的选择,主要是以杉木为主,其他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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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这实际上是由于侗族的地域情况所导致的,因为侗寨
主要位于湘桂贵交界地带,云贵高原和东部丘陵的过渡地带,
其后温和多雨,杉树生长周期短,容易获取。
事实上,在侗族斗拱的制作过程中是不分柱头科、补
间科和转角科,因此,在建造如意斗拱时就必须整体考虑,
然后进行实施及制作。事实上,而在整个侗族建筑营建过
程中,墨师(侗族建筑师的称呼)全程不使用尺子,而是用
一种有一片有竹篾做成的长条形施工图——杖杆,即建筑
所用竹,梁,枋,斗拱等木制结构的尺寸都刻画在这根杖杆
上。虽然侗族斗拱与传统斗拱相比,不分科目,但是其在每
图4

个构筑单元(即构成全部斗拱的基本构建)上是有两种形

如意斗拱重现图

态,及在转角上的“四叉五头拱”与不在转角上的“三叉

3 结束语

三斗拱”。

通过对于侗寨村落的考察调研,测绘分析,主要从其中
能代表侗族建筑特色的寨门和能代表侗族建筑结构形式的
如意斗拱出发,发现侗族的营建模式与我们传统的古建筑相
比,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在材料的因地制宜和建筑结构和形
式的多样化上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在文化多样性的今天,
许多优秀的建筑文化被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所同化和消化,固
然是文化的融合,但是融合的基础是建立在已有的保护上。
所以,基于这一现状和发展要求,本文也是从此出发,希望能
够在保护侗族建筑外表特色的情况下,也对侗族建筑的结构
和形式有所保留,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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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房屋建筑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不仅需要按照合同按时完工,还需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增加整体

经济效益。对此,房屋建筑工程在施工中需要依据工程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措施,控制工程造价,提高工程效益。
[关键词] 房屋建筑工程；工程造价；适当措施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如何加强建筑工程造价管控,成

在以往房屋建筑工程中,质量的提高会加大成本的 损

为企业研究的重点。本文从造价管理内涵和特征开始讲起,

耗,为建筑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多不利的影响。而造成这种现

对造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措

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过于注重自身经济效益的增加,无

施,以提高造价管理水平,为房屋建筑工程实现预期的经济

法有效协调质量与成本之间的关系,虽然工程质量有所提升

和社会效益贡献力量。

但却消耗了较多的成本；或者成本降低导致施工质量不合标

1 工程造价

准等情况的出现,进而影响房屋建筑的整体效果。另外,企业

工程造价是房屋工程建设中涉及的相关费用总和,包含

在施工期间,为了追赶工期,忽略了验收工作的重要性,很多

了投资估算、整体概算、图纸预算、竣工决算等多方面内容。

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加大了后期维修成本的投入,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工程造价管理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最后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为此,企业需加强质量和造价管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降低了资金损耗,为企业创造了更

理之间的有机结合,采用合理方式,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

高的经济效益。

上,降低资金损耗,增大工程的安全系数。

2 房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特征

3.3 造价管理人员能力不足

复杂化、专业化、广泛化是房屋工程造价具有的主要特

造价管理人员能力不足是建筑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专

征。房屋建筑工程的规模相对较大、施工周期长,且涉及的

业人员缺失、管理部门构建不完善、资质挂靠等情况的出现,

施工工艺相对较多,由于地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施工

使得造价管理工作的开展存在诸多问题,管理混乱现象频繁

中存在较多的变动,如价格变动、设计变更等,故而管理起来

发生,严重影响了资金调配的合理性。另外,在工程量清单编

较为复杂。另外造价管理贯穿在整个工程建设环节,且随着

制过程中,由于未做好前期调研工作,使得编制内容与实际

工作事项的调整,造价管理内容也在发生改变。为此,造价管

情况不符,无法为造价管理提供有效帮助,导致造价管理功

理人员需结合工程各阶段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管理内容,

效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加强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另外,房屋建筑工程中费用的支出

3.4 管理体制完善性较差

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结合工程情况分段支付的,相关费用很

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造价管理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的波动,如不采取合理

并逐渐向着人性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不过由于造价管理

措施,将会导致支付金额的增加,影响企业最终的经济效益。

体制的不完善,管理制度、权责划分的不合理,导致造价管理

3 房屋建筑造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工作的开展存在较多制约,再加上管理部门的多样化,导致

结合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

管理标准无法进行有效统一,影响了工程造价管控效果。再

造价管理体系,并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是在造价管理中仍存

者,在房屋建筑工程造价中,一些项目内容的造价成本会随

在较多问题,具体概括为：

着市场经济调整而出现不同变化,造价管理具有一定的动态

3.1 全局观念以及思想意识的缺失

性,但我国在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上未作出明确规范,使得

管理人员思想意识较为落后,无法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制

管理存在较多不科学、不合理的情况,再加上奖惩制度的不

定管理体系,这使得造价管理工作的开展无据可依,管理流

完善,这就造成了工程造价的数据人为地根据需要上下调整,

程较为混乱,降低了整体管理效率,进而为企业带来较大损

失去了科学性的严肃性,弄虚作假、不正当竞争等现象在建

失；另外,由于思想观念的守旧,全局意识的缺失,使得造价

筑市场上时有发生,这一情况亟待解决,如果解决不好将严

管理在落实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

重影响到我国建筑企业的正常发展。

优势和作用,导致成本控制存在偏差,而且三超现象频繁出

3.5 缺少全过程造价管理内容

现,阻碍了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房屋建筑工程中,很多企业在工程造价预算中均出现

3.2 质量管理和造价管理的结合性较差

了不科学、不准确等情况,导致相关人员无法准确的估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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