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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自
发式设计理论思考
张学忠，牛艳艳，
王宁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 730070

摘要：在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当下，艺术家和设计师纷纷参与其中，并提出各种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思路和方法，期待从中发
挥积极的干预作用。但是自发式设计的理论，或更适用于乡村人居环境设计。基于“自发艺术”
、艺术设计中的“反设计”，以及
“艺术乡建”背景下石节子村人居环境改造的实验案例，辨析论证乡村人居环境设计自发式设计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在丰富性和
多元化乡村文化构建中的价值。激活基于“内在需要”的
“个体自发性”设计，是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艺术设计的一种可能性理论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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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Is Important, Rain Is More Important: Spontaneous Design Theory
of Contemporary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Design
ZHANG Xuezhong, NIU Yanyan, WANG Ni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tists and design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it one after another, and
put forward various ideas and method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design, expecting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tervention. However, the spontaneous design theory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sign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pontaneous art", the "anti design" in art design, and the experimental cases of Shijiezi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 Village Constructi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pontaneous design theor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design and its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ich and diversified village culture were analyzed and
demonstrated. Activating "individual spontaneity" design based on "internal needs" is a possibl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rt design.
Key words: countrysid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rt design; spontaneous theory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实施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对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

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

有效、生活富裕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总要求 。2018

了全面部署，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及

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2]。乡村振兴离

202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

不开文化振兴，乡土文化兴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

[1]

收稿日期：2022-07-10
作者简介：张学忠（1971—），男，博士，
教授，主要从事研究方向为设计史论与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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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只有如此，才能使农村

罗斯农民）看重的不是法律的僵硬代码，而是一种特别

“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的自由和可塑的法律形式，依据的是朴素的人性原则，

才能营造乡村文化之“形”，守护乡村文化之“魂”；才能

其中隐含的“内在需要”
“个体自发性”等特征[3]。这种

守“乡土”、寄“乡愁”，才能恢复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文化

发现促发了康定斯基关于抽象艺术的理论，并在其抽

生态，
才能乐
“乡民”、淳
“乡风”，
真正实现
“生态宜居”
。

象艺术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中，
“ 内在需要”
“共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各地如火如荼践行和推进乡

鸣”
“自发性”
“精神性”
“综合性”等概念构成了他抽象

村振兴战略时，生活在城里的艺术设计家们也纷纷参

艺术理论体系的关键词。康定斯基认为抽象艺术正是

与其中，不同设计师提出不同的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

“通过超越时代企图囚禁它而设置的界限，指出未来的

思路和方法，并期待从中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这种趋

内容”[4]，抽象艺术的使命目的“不是为了作茧自缚而

势俨然酝酿着一场以乡村为目标的新的设计创新盛

是为了解放”[4]。

宴。但是，谙熟于城市环境设计的艺术设计家能否为

受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的委托，康定斯基从 1918

乡村提供有益的设计？什么样的设计理论适用于乡村

年到 1921 年间积极投身于苏维埃政府建设新社会的

人居环境设计？正是本文探究回答的问题。

革命运动中。1918 年塔特林（Vladimin Tatlin）邀请康

一、从康定斯基的艺术故事说起

定斯基加入人民教育委员会下属的“美术和艺术家协
会”，当时的委员会正着手研究讨论改造莫斯科城市的

现代抽象主义艺术先驱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问题，希望把莫斯科规划设计成一座未来城市的典

Kandinsky），是包豪斯学校里现代设计教育的主要教

范。关于莫斯科市新的规划设计，一种思想是强调修

员之一，也是提出自发式艺术理论的画家，还是参与了

饰美化的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的设计思想；另一种思

莫斯科花园城市规划的设计师，见图 1。

想是基于花园城市的设想——发展小型社区并通过新

康定斯基 1866 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1886 年进

的交通工具把郊区和市区连接起来。康定斯基创作的

入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学，由于他受到法律学和人种

系列“微型世界”作品（见图 1），是花园城市设计规划

学等其他学科的吸引，让他获得了一种能够将自身融

中莫斯科与卫星城的抽象方案，是康定斯基把抽象主

入事物本质中的抽象能力。其中包括他关于罗马法与

义绘画与未来城市的规划设计、理想社会的预期设想

俄罗斯农民法之间的对比分析。根据《康定斯基回忆

联系起来的一种实验。这个实验方案体现的正是康定

录》，他认为罗马法尽管清晰明确、精炼微妙的结构令

斯基“内在需要”
“个体自发性”抽象艺术理论。虽然这

他着迷，但它过于冷漠、太强调理性，以及毫无弹性的

个方案最终没能获得认可和付诸实施，但基于“内在需

逻辑秩序，让他失望。相较于罗马法，康定斯基认为

要”和“个体自发性”的艺术思想，通过他在包豪斯的设

“俄罗斯农民法中对于法律基本问题的解读及令人愉
悦的解决方法赢得了我深深的敬意和热爱”。他们（俄

计教育，
对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今面对乡村人居环境设计问题时，康定斯基“内

图 1 康定斯基创作的系列（微型世界）作品（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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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
“个体自发性”艺术理论仍然可以提供积极的

考量，但是在低成本、高效率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解决

启示意义。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大部分的历史时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选项中，标准化、批量化有其优

期是基于农耕文化、宗族伦理的一种自治体系（乡村血

势，也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初步满足了农民希望

亲宗族自治体系），其人居环境设计属于类似“内在需

拥有与城里人一样人居环境的需求。

要”和“个体自发性”的产物。在践行我国乡村振兴战

当然，艺术家的想象与期待，也提醒人们认清一个

略过程、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基本事实，那就是美丽乡村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或许存

的设计实践中，康定斯基自发式艺术理论或许也能为

在视觉审美质量评价方面的自相矛盾。

我国乡村人居环境设计提供令人愉悦的解决方法。

二、当代乡村人居环境面临的问题
（一）诗意乡村里的标准化、批量化设计

（二）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和乡村旅游项目的涌入
1. 出离乡村
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一系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也逐步加大，尤其在贫困

众所周知，画家写生对描绘对象的景致是有挑选

地区，政府不仅承担了扶贫重担也承担了项目投资风

的，尤其是国画艺术家往往都喜欢选择具有古旧蕴味

险，农民只需投入劳力即可获得基本收入的保障，这是

的乡村作为描绘对象。究其原因，一是缘于对中国古

我国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利好和优势背景。尽管如

代画家图式、趣味的依循，便于画出“国画”特有的意

此，乡村依然面临着许多导致人力资源流失的问题，如

境；二是画家天然地对乡村抱有诗意化的想象与期待，

年轻人前往城市打工，学生前往城市读书，毕业生前往

即建筑和设施古朴、道德民风淳朴，生活耕作一如田园

城市寻找工作，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依然存在。农业和

牧歌的古代。这种对乡村独特个性化和诗意化的想象

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农

与期待，对应的却可能是另一种现实：偏僻（交通不

业从业者（农民）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足，农民收入增

便）、贫穷（坚守传统耕作方式）、蒙昧未化“不知有

长缓慢且难度不断加大。此外，与大城市相比，乡村的

汉”。艺术家的这种想象与期待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从

人居环境无论是从公共设施、服务设施的建设还是生

农民的角度来说，乡村并不是用来抒发思古幽情的，更

产生活条件来看，都落后于城市，加之城市发达的产业

不是用来艺术化地观看的，生计使然和身不由己才是

体系带来的就业和收益的利好冲击，决定了出离乡村

真实。为此，
“按图索骥”的画家们每当碰到贫困地区

依然是年轻人主要的选择。

乡村人居环境被现代化的标准化、批量化地改造时，常

其次，乡村逐步兴起的标准化、大规模现代农业发

常会吐槽个性、诗意的乡村被标准化、批量化的新农村

展模式，不仅进一步促成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离开农

建设毁了。

村，而且对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挑战。大规

如果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标准化、批量化的现代化

模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化学化、机械化带来规模效

改造不可避免，那么乡村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避免标

益、集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诸如食品安全、资源环境

准化、批量化？深受标准化、批量化之利和弊的城里的

污染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当然，这种问题的出现不仅

艺术家，将乡村作为乡愿的寄托，以留住“乡愁”作为理

是中国乡村出现的问题，也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通病。

由的艺术家对乡村诗意化的想象和期待，其实蕴含了

农产品出口常年位居全球第二的荷兰，为了在 2030 年

艺术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差异带给艺术家的困惑。

之前达到气候目标，2022 年 6 月 10 日荷兰政府公布了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标准化、批量化设计现

大幅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的措施，宣布了一揽子减排措

象，其积极意义是有助于消除城市、乡村二元差异，推

施，却惹怒了农民，因为有关措施可能迫使许多畜牧业

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尤其是 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养殖户大幅缩减牲畜数量，甚至彻底停止经营。荷兰

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

农户多次开着拖拉机在全国各地堵路，造成高速公路

振兴战略，消除城市、乡村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经济社

和市中心的混乱[5]。

会发展一体化，是总体特征。其中就包括统一规划乡

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大规模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

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等人居环境的标准化、批

乡村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的危机，二者的共同作用，出离

量化，以及成功模式的进一步复制、推广。虽然这一过

乡村，到城里获得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成为年轻人的必

程可能会出现千村一面，缺少了个性，在美学上也有待

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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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驻农村
与乡村劳动力出离农村形成对流的，是乡村旅游
的兴起，越来越多城市居民选择到乡村旅游，也有学者
大力助推乡村旅游，原因是乡村拥有异于城市的独特
旅游资源，甚至在旅游创意方面，乡村蕴含了比城市更
大的潜力 。
[6]

2022 年 8 月

设并不总是单纯的郊区化，也可能是反城乡一体化进
程的一部分。

三、设计角度的解读
（一）设计与生计
乡村振兴，主要是产业振兴。当代乡村人居环境

为了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

设计，不仅是为了旅游业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关注如何

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越来越兴

创造农民的生计，以提高选择留在乡村居住的居民生

旺的产业，城里的旅游投资者、游客纷纷入驻乡村，开

活质量。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可以促进旅游，但旅

启了乡村旅游的新局面。乡村旅游的积极意义在于可

游是乡村业态之一，只能是乡村经济和农民增收的组

以解决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也可以充分发挥乡

成部分，
并非乡村的主业和长久、稳定之生计。

村自然、文化和历史资源优势，为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

当代设计所对应的当代文化，已然远离古典农耕

会和增加其经济活动机会，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成为贫

文明中文人雅士的“十大雅事”
（抚琴、望月、对弈、观

困地区乡村扶贫攻坚的有效方式，成为乡村居民增收

云、赏画、听雨、品茗、拾花、酌酒、探幽），追逐奇观、狂

的一种渠道。除了乡村旅游的利好之外，它也会带来

欢、快消费的当代文化，在旅游产业营销的加持下，自

新的问题。外来的旅游经营者和乡村人居环境设计

然引导乡村人居环境设计走向奇观、狂欢、快消费。对

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将农村变成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照之下，已完成工业化且步入后工业时代的当下，如果

乡村旅游让农村民居变身民宿酒店、农业变身观光景

乡村资源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农民与城市居民二者身

区、农民变身旅游服务者或经营者。问题是，农村民居

份不能互换，所有的设计还阈于进一步固化传统乡村

如何变成游客的民宿酒店，农业的价值能不能变成观

的农业职责和农民身份，那么乡村原住民的因循守旧

光价值，农民能否擅长旅游服务与经营？更深层的问

与平凡安逸将成为一种耻辱，自足自适的乡村诗意生

题是乡村文化的自信、修复，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活必将不复存在，乡村旅游也将导致农民的乡村生活

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农村

成为一种未完成、竞争落败的沮丧之地。

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宗祀文化、农耕文化、风水文化、

在设计史上出现过一种“反设计”的运动，揭示的

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现代旅游产业化之间的矛盾。例如

正是现代设计走向误区的可能性。为了促销和满足消

出于旅游规划的乡村人居环境文化基因修复，会不会

费者对奇观、狂欢的欲望，由此出现了过度设计的现

造成乡村现代化改造的逆流问题。

象，以及出现了设计师无所不能的自负或内卷的极端

对于游客来说，从城市来到乡村，旨在追求新的、

化趋势，并由此催生了“反设计”运动的产生。反设计

更个性化的、平静的田园生活方式，乡村旅游成为城市

（Anti-Design）是一种设计运动，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居民消遣的一种体验。为此，基于乡村旅游的新农村

的意大利兴起，是抗拒主流的设计模式，针对的是 20

建设必然是远离城市的劣势，充分接近其所有优势，即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期设计主流模式，扭曲了现代

城市、乡村的差异性与乡村旅游吸引力成正比。对于

运动或优质设计的宗旨，追求激进设计或短命的时尚，

农民来说，为了迎合游客的田园梦和假日心态，是否应

将设计沦为扩张廉价市场的策略及作为增加假性需求

该放弃乡村人居环境的现代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建

的工具。

设。此外，乡村旅游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但农民

（二）传教士与代理人

在旅游产业资本、技术、经验等方面都无法与进村发

游客希望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与城市生

展旅游产业的城里人竞争，会不会最终沦为城里人旅

活截然不同的生活，而农民希望乡村与城市一体化，过

游产业末端的打工仔而背离了农民的本分、尊严和体

上与城里人无差别的生活。设计师面对如此需求差

面等。

异 ，如果按照乡村农民的意愿，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

不难看出，城里人对农村的美好向往，是因为对城

中的“乡村”显然就不该存在了，如果满足游客的需求，

市的厌倦和抵触，而村里人对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向

那么必然违逆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和要求。乡村人居

往是对农村的厌倦和抵触。基于乡村旅游的新农村建

环境设计的对象或主体应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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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西蒙将设计称为人工科学，认为设计是一

《四千年农夫》中基于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的农

种有关非确定性的综合活动，而不是关乎自然法则中

业模式，是与西方现代农业不同的模式，其中蕴含着不

的无法确定性，更不是关于人工物的确定性。设计需

同于西方现代设计的一种新的设计模式——避免过多

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沟通、建构、战略规划或系统整合，

人为干预的设计模式，是一种东方农耕民族特有的设

以及对符号、事物、行为和环境等新的综合 。作为人

计智慧。

[7]

工科学及其研究对象，当代乡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并非

当然，并非只有富兰克林·H·金发现中国乡村文

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一场蓬勃兴盛的设计盛宴，而是一

化中蕴含的这种“脑矿”。早在 1923 年陶行知与晏阳

个复杂而特殊的设计问题，尤其是基于特殊的历史原

初和其他有志之士组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了

因和复杂的现实原因，致使当代乡村人居环境的设计

全国平民教育运动，并聚焦中国的乡村和农民。其中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导致设计问题具有“非确定

的晏阳初，因为在法国担任中国劳工翻译的经历，发现

性”
“抗解性”特征。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问题的“抗

这些劳工拥有智慧、经验，只是没有渠道去学习，劳工

解性”特征，不仅包含了设计对象、设计客户需求的“非

身上有巨大的潜力，并将这种潜力称为“脑矿”。陶行

确定性”、也包含设计师自身的
“非确定性”
。

知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晓庄师

设计师有“传教士”和“代理人”两种身份模式，
“传

范。在学校里除了教授农民识字、阅读，提高农民的文

教士”身份意指设计师作为独立的个体，包含构想和表

化科技水平和文明意识，也向农民学习，开掘中国农民

达自身独特设计智慧、艺术理念的冲动；
“代理人”身份

的“脑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

则意指设计师是设计委托者诉求的代理人，设计行为

室，开办农民学校，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编演

是履行职业本分、破解委托人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事

农民戏剧等，在乡村开展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四大

实是，设计活动大都是基于“传教士”和“代理人”身份

教育。时至今日，陶行知和晏阳初两位先生的平民教

在解决设计师自认为重要的问题，并非与村民或游客

育理念，
仍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的问题完全一致，甚至设计拟解决的问题有时是设计

因为“四千年农夫”蕴含的农业智慧，以及普通村

师自己构想的问题。
“设计是为了消费者”，这或许只是

民中潜伏的“脑矿”，或是消解现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

一种假象，设计活动主要是为了设计师，设计师希望说

中诸多问题的另类思考。我们没有理由无视村民自我

服甲方、消费者接受他们的设计方案，许多乡村人居环

改造的潜力，也没有权力剥夺村民对于美丽乡村人居

境设计项目中，
村民并没有与设计师一起参与。

环境设计的主导权。乡村人居环境艺术设计改造不能
脱离作为主体的农民，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评价话语

四、另类思考

权、设计操作权应该交还给村民。即排除单一的文旅
富农、设计扶贫、文化下乡等授人以鱼的模式，我们需

（一）
《四千年农夫》与村民的脑矿
乡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当我们追逐发达
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大肆发展非农的新产业以期
破解农村现代化困境的时候，富兰克林·H·金在 2011
年著书《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
业》却对中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大加赞赏。富兰克
林·H·金认为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东方
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如果向全人类推广东亚
的可持续农业经验，那么各国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富足。
例如富兰克林·H·金认为在远东地区，每一种可以食
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人类或者畜禽的食物。而不能吃

要做的是提供相应的公益培训和教育、医疗、文艺等设
施设备条件，展示、传习、推广平台，是扶持帮助传统艺
匠生活向当代设计生活融合过程中农民角色身份的转
换，由此滋生出与现行学院派设计相异的造物、造境模
式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从乡村
被动改造到农民主动创造的转变，从看起来很美到生
活很美的转变，理应是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之自发
式设计的目标。

（二）石节子村的案例

或者不能穿的东西则被用来做燃料。各种有机垃圾混

石节子村是甘肃省秦安县一个仅有 13 户村民的

合在一起和人类的或动物的粪便都被细致地保存下

偏僻山村，见图 2。石节子地处偏僻、干旱缺水、可生

来，在使用之前再将它们粉碎并烘干作为肥料。在这

存的农作物异常稀少，花椒、苹果、桃是仅能培育的农

里，
看不见一块闲置的土地，
见不到一点被浪费的资源 。

特产品。而这座闭塞贫瘠的小山村，因为石节子美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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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乡建项目中，艺术家和村民平等自觉参与，一道
为村里修建 60.8 m 的“公民之路”；由村民们将旧衣服
破布条和石节子的红胶泥，做出几十个“基因棒”
（见图
4）参加了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开馆展览；石节子为村民
靳红强于 2019 年 10 月在北京世纪坛举办画展等。自
2008 年以来，石节子美术馆举办了大小展览及艺术活
动 24 次，都是由村民参与的艺术试验。

图 2 石节子村，
2020 年

馆的建立与开展的系列艺术活动，成为国内艺术乡建
的一个典范。
石节子美术馆的创建者是靳勒，他既是学院派的
教授，也是出生于石节子并担任石节子村“荣誉村长”

图 4 村民制作
“基因棒”
（2020 年）

的石节子人（见图 3），他带领村民一道创作系列艺术
作品，并成为乡村里的一道道景观，其核心是强调全体

石节子村全民参与的当代艺术试验，引起了社会

村民参与，与文旅专家、设计师主导的乡村规划设计形

各界的关注，石节子美术馆也成为省内外十几所高校

成鲜明对比。石节子村是在艺术家与村民集体交流

的社会实践及创作基地，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和使用当地资源的基础上采取的自发式创造性艺术

2013 年政府出资 20 万为村里接通了自来水。之后，石
节子硬化了进村道路，安装了路灯；筹资兴建了饮水工

实践。

程；修建了公厕、浴室，改善了基础卫生条件；设立了售
货部，联通了互联网、绿化了村庄荒地，改善了村民生
活环境。艺术给石节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善
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基础条件。
石节子美术馆十几年的艺术乡建实践及创作活
动，不但改变着石节子村，同时也改变了村民。作为艺
术乡村，村民们也开始自觉维护村容村貌，干净的村
道、整齐的柴火堆、方正摆放的废弃砖块，村里没有人
乱丢垃圾，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石节子
美术馆的组成部分。此外，在村民参与的众多艺术创
作实践中，激发了村民的审美意识、表达意识及文化自
图 3 靳勒与石节子美术馆（2008 年）

觉意识和价值认知，村民们变得更自信、更有参与意
识，也更相信艺术，相信艺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艺术

石节子美术馆创建者靳勒，深受德国艺术家约瑟

也让村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石节子村民也在

夫·博伊斯名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影响，他将石节子

与众多艺术家的访谈接触中，不再怕生羞涩，他们为自

村 13 户村民的每户人家作为石节子美术馆的组成部

己参与艺术活动而高兴，为自己是石节子村民而感到

分，在靳勒看来，石节子人，不仅是农民，也可以是艺术

骄傲[9]。

家。题写石节子美术馆名字的不是书法名家，而是村

在石节子艺术乡建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艺

民何蠢蠢，见图 3 崖面上的美术馆题字；在北京 798 艺

术乡建模式，即“自发式”创新性艺术乡建模式，使石节

术区举办的名为“主人”的展览上，村民缝制“虫人”的

子村成为国内艺术乡建的典范样本。2019 年 3 月 23

衣服，村民的行为也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在“一起飞”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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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开展，展览从全国各地乡村

是实现美丽乡村、创造诗意生活的主角。

艺术中筛选三家，秦安石节子艺术作为当代乡村艺术

艺术作为自我确认的方式和自足系统，雨水作为

代表之一参加了会展。2021 年，由高名潞著的《中国

生态系统自发的涌现，并不依赖外来他者的设计或规

当代艺术史》将 40 年来他亲身见证的中国当代艺术的

划，激活乡村农民对自适、自足美好生活的创造力（内

发展放到了百年来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以及全球化语境

在需要），发挥农民在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的主导作

中进行梳理，其中第十五章“乡村托梦（异托邦）和介入

用，提升农民自发设计的能力，才能真正有益于传承、

艺术”第三节，探讨当代艺术史视野中乡村大美术的前

发展中国农耕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的生

景和疑虑，并将石节子作为典型样本之一 。

态宜居，
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

[10]

石节子村作为艺术乡建的样板，以及艺术介入乡
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范例，尽管算不上成熟，许多工作还
在探索推进阶段，加之艺术家村长靳勒于 2021 年底突
然逝世，暂停了石节子前进的步伐，后续的发展或许愈
发艰难，但从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将石节子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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