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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近幾年陸陸續續的民居考察

中，有一問題時常縈繞於心：民居的

外在形式雖因地理條件、自然條件的

不同而千差萬別，但為甚麼它們的形

態卻是一致的呢？皖南、江浙、中原

及北方甚或南方沿海一帶，普遍存在

h一種圍合形態的合院式民居，家族

成員的座落位置、居住空間和院內的

排列秩序亦完全一樣。另外，以家

族、宗族為核心的居住形態在中國亦

隨處可見。大到一座村落，小到一個

住宅，都能看到列祖列宗或祠堂牌位

在建築中的核心作用。城市的民居

雖然外觀各異，但也存在一些普遍

性原則，例如屬於市民階層、工薪

階層的住宅，在各個城市中的模

式何其相似。這令人想到，人類居

住模式並非單純關乎建築本身。倫理

價值系統，信仰或文化模式對民居的

選址、營建、發展，有h不可估量的

影響。

中國建築的演變和類型如同一個

類型譜系、指示出文化系統的類型和

它近代演變的軌Û。

一　以傳統儒學為基礎的
　　「禮制」型民居

儒家的世界觀，是一種入世的世

界觀，因而非常重視現實世界和現實

生活。儒家的學說，統治h現實生活

的方方面面，為人們制定了行為的準

則。特別是倫理道德觀念，對民居的

布局與發展，更有h深刻的影響。大

到國家，小到家庭，都深受儒家思想

的影響。如擇「中」立國，以中軸線對

稱的城市宮殿與住宅的布局，都具

有強烈的政治倫理色彩，可以說是

「土木寫就的政治倫理學」1。

在傳統的以體現禮制、尊卑、等

級為出發點的典型四合院建築中，清

晰地表達了儒家的中庸、平和、規

矩、有序的人生哲學。四合院是嚴格

依照中國家庭中的人倫關係而布局

的，坐北朝南，中軸線上依次是祖

輩、父輩、子輩、孫輩⋯⋯，兩側

的廂房及倒座，地位低微，供下人居

住。其橫向的擴展，也是根據家族之

間的輩份關係而依序發展，不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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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座大型的四合院，實際就是一

個家族的血脈關係及族譜關係示意

圖。四合院式的民居，除體現了封建

禮制的儒學傳統外，也表現了人們求

取住宅整體平衡的願望。採取前後左

右以中軸線為對稱的住宅平面布局形

式，以完善、完美為最高原則，追求

四平八穩，渴望安定平和的心理特徵。

不難發現，四合院對外封閉的形

態，與宮殿、城市以致國家的對外封

閉形態如出一轍。從戰國時代起便陸

續修築的旨在保�國家疆土的萬里長

城，最容易解釋中國人對於「國」字的

漢意理解。城牆，使一國之中的百姓

國民在其中規規矩矩，各司其職。而

中國城市的傳統布局，亦是橫平豎

直、整齊方正的，「左祖右社，面朝

後市」2。嚴格的等級規範不得逾越，

君臣、父子、夫婦、男女的儒家倫常

關係從中表露無遺。家庭小社會，社

會大家庭，家國同構。這就不難解

釋，合院式民居為何均以高高的圍牆

來封閉自己。無論住宅、宮殿、城

市、國家，均深受儒家的倫常規範及

宗法等級觀念的制約。

在合院式以及其他民居院落的內

部布局上，深宅大院一重又一重的

門，清晰表明了內外有別、尊卑有序

的原則，而客家土樓的每一單元由下

至上一層一層的居住秩序，皖南民居

由外及À的進進天井，所有這些，不

正體現了儒家所推行的人間秩序嗎？

二　宗族觀念為主導的
　　「聚族而居」式民居
　　和「圖騰式」民居

在四合院民居中，決定其形態的

有兩個因素，一是儒家倫理，另一個

是宗族。當影響民居的文化因素中儒

家倫理成分減弱時，傳統民居就表現

為兩種其他類型。一種是「聚族而居」

式民居，另一種是「圖騰式」民居。

一些偏離中原的農村，由於受傳

統儒學影響較少，聯繫百姓之間的紐

帶則是同祖同宗的血緣關係。在這樣

的農村，村落的布局往往以家廟、宗

祠為核心，同宗姓的大小住宅則環繞

h它而布置。最終，家廟、宗祠所在

的場所，成為全村最熱鬧的、舉行各

種活動的空間。一村之中，不同祖宗

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家廟、宗祠，由此

形成若干個公共性中心，相應的出現

以此為核心的一簇簇民居組團。組團

的中心為宗祠，即祭祀列祖列宗的祠

堂，也是族長召集族人商議族內事務

圖為唐代的四合院模

型，當時的住宅普遍

採用有明顯中軸線、

左右對稱的平面布

局，充分表達了儒家

嚴格的倫常規範傳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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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所，宗祠的周圍作環形放射狀的

散置h許許多多的住宅，具有明顯的

向心作用。也許，這種形式可上溯到

遠古的居住形態——那種環繞「公共

大房子」而自發形成的居住布局雛

形。我們除了可以在村鎮民居群落的

布局關係上看出這種以血緣關係、宗

族關係為主的聚族而居的傾向外，也

可以從一座座的住宅清晰地看出這種

觀念。客家土樓就是最好的說明。

客家土樓的存在，是由於百姓為

躲避戰亂而南遷到閩、粵、贛三省交

界地帶居住。這À群山連綿環繞，似

乎隔絕了北方的敵人。至於客家人為

何採取這種居住形態，眾說紛紜。土

樓先有方還是先有圓；是模自閩南的

形式還是中原帶來的⋯⋯，這些一直

都是研究的熱點。拋開土樓形式本身

的問題，也許「聚族而居」的宗族觀念

是考察上述問題的關鍵。為了家族的

安全、宗族的延續，為了防止外族的

侵略及山賊的騷擾，於是便產生了這

種土樓式的民居。如承啟樓所表明

的，土樓的完整形態是以祠堂為內

核，一環一環外推，形成五個環的、

對外封閉的造型。一座土樓，居住h

一個家族的成員；較大的土樓，甚至

就是一個完整的宗族聚落。這種聚族

而居的居住形態，常出現在偏僻的山

區及人Û罕至的遙遠山寨。這往往是

家族自我保護、自我延續和完善的一

種願望的體現。異域他鄉，每個家族

要頑強地生存下來，就必須團結一致

以抗禦可能來自外族的侵略。每一個

家族都深切體會到他們內部的關係是

同生死共命運的，因而也更增強了家

族的凝聚力，「聚族而居」的規模亦隨

之不斷擴大。建立在血緣宗族觀念之

上的居住模式，至今依然十分常見。

在偏遠的少數民族居住區，一族之長

仍有h無尚的尊嚴和不可動搖的威

力；同時，祠堂及族長之所在，也是

全族居住的核心。

在邊遠農村及少數民族地區，儒

家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減弱，其他民間

信仰和習俗對民居形態也就顯示出來

了。一些較落後原始的地方，如雲南

的某些民族、某些村莊有自己本民族

的圖騰信仰。有的以牛或某種動物作

為「圖騰」，有的則以植物作為「圖騰」

崇拜，例如很多村寨都以榕樹作為

「圖騰」，又如很多的民居之中皆懸掛

h葫蘆。

在這些民居、村落環境中，我們

經常可以看到當地居民悉心地保護

h、供奉h這些被視為圖騰的動植

物；而有的地方則建構起象徵性的石

龕、祭壇等。村民常在這些地方舉行

盛大的慶典和祭祀活動。漸漸地，在

這些被當作圖騰崇拜的自然物周圍衍

生出越來越多的人工構築，如小廣

場、戲臺、井臺等，使得這一空間成

為村民住宅的核心並被視為聖地。古

老的村寨，往往有很多類似的核心，

每個核心有h各自的崇拜物。而整個

村莊，就是由這些不同圖騰崇拜所帶

來的聚落形式所串聯起來。這種大家

默認的、約定俗成的自然物圖騰信

仰，具有很強的凝聚力。

三　文人雅士的「園林化」
　　民居

學術界在談論中國文化大傳統

時，常用「儒道互補」這樣的概念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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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文化上的「儒道互補」在民居形

態上也有表現，這就是文人雅士的

「園林化」民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

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

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

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

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

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À，復得返自然。」3這本是

晉代詩人陶淵明的詩作，它也是文人

雅士對住居環境所共有的追求和心靈

的寫照。

文人雅士選擇的居住形態，大多

為園林化的民居。居住部分依然按傳

統住宅的禮制樣式，布局得規整而拘

謹。此外，附加了一部分園林山水，

將刻板的住居環境變得勃勃富有生

機。文人雅士之所以選取園林化的居

住形態，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是官僚體

制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完全違背傳

統的禮制，住宅也依然嚴格遵照傳統

禮制布局；另一方面，他們又具有道

家文化及居士的心態，渴望自由，渴

望田園風光，因此營建了三分水、二

分竹、一分屋的居住環境，以抒發胸

中的書生意氣。「獨坐幽篁À，彈琴

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

照。」4文人雅士雖然有h儒家的入世

思想，然而更多是懷h老莊的出世情

懷。這種入世與出世的雙重思想，清

晰地體現在他們對生活方式與住居環

境的選擇上。這種理想主義的浪漫，

亦反映在他們的詩畫之中，有h鮮明

的、個性化的宣泄。

園林化的民居，在平面布局上突

破了僵化呆板的構圖，模仿田園風光

的小橋、流水、人家。平面構圖隨

意、自然，卻不失疏密與章法，創造

出建築之中流動自然、自然之中包融

建築的基本格調。園林的立意，源於

自然、高於自然，在意境的創造與表

達上，往往意會超過形傳。不難看

出，「園林化」居住形式背後所深藏

的，是文人雅士理想主義的積極進取

與清高孤傲的消極避世的矛盾世界

觀。

四　市民階層的「城市型」
　　民居和「中西合壁」式
　　民居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開始從

傳統到現代之轉型，這一過程在民居

形態上也表現得很明顯。隨h農村人

口大量湧入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城

市人口、工薪階層猛增，建築速度加

快，地價急漲，城市民居逐漸商品

化。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便成

了不能迴避的問題。上海的里弄（弄

堂）為「城市型」民居提供了一種模

式。這些「弄堂」是租界時代產生的、

具有獨特風格的集合住宅街。沿h縱

橫交錯的小弄，密集地群立h幾十個

連在一起的長條形房屋，或只有幾戶

為單位的住宅房屋或公寓，錯落成

群，顯示出在狹小土地上容納大量居

住者的智慧。其中最簡樸的是面闊只

有三米左右而縱深狹長、呈長條形的

房屋，一進門就是臥室，臥室後面是

一間小廚房和後門。在這樣的長條形

房間的同一個屋脊下連h幾戶甚至幾

十戶，而且不管哪家必有後門，並隔

h小弄堂，對h後一排長條形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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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門。比這種老式里弄稍為好些的長

條形住房——石庫門式住宅，依然是

長條房，有h堂堂的大門。磚牆，大

理石鑲邊的雙開大門，其中滿壁刻h

浮雕，進門就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式庭

院，經過庭院就是房間，之後布局與

老式里弄的住房布局一致。這種石庫

門式住宅，深受江南庭院式傳統住宅

的布局影響，同時，又適應城市市民

階層的需求及寸土寸金的經濟效益。

其獨特的小巷網絡的排列，成為城市

的住宅模式，並一直延續至今。隨h

城市中工人和職員的激增，使得這種

石庫門式住宅的房間和樓層數目不斷

增加，庭院面積不斷減少，底層有更

多的店鋪。同樣，北方的城市，諸如

天津、瀋陽等地，「城市型」民居也相

當普及。這種聯排式住宅的特色，既

注重基本的生活功能，亦強調了市民

階層所處的城市的經濟性、效益性和

功利性。

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人士中，存

在h一個特殊階層。這個階層的產生

及發展，始於上個世紀末、本世紀

初。新興的買辦、民族資產階級、華

僑實業家，手操不大不小的權力，身

兼中西兩個社會的職位，有h中西文

化的雙重熏陶和背景。他們所興建的

住宅——無論是城市中的公館，抑或

是鄉野外的別墅，都有h與眾不同的

地方。為了顯示他們的特殊地位和巨

大財富，他們選擇的地點多屬城市中

較為幽靜、舒適方便的地段。建造公

館以常住為主，亦在郊外風景絕佳

處，建造渡假別墅。在外觀上，這些

住宅或採西方風格，或是中西混合，

而內部的裝飾亦有不同的風格。對這

一階層的人士來說，「住宅便成為一

個適當的符號來象徵他們同處中西兩

個社會的特殊地位和文化品味」5。在

我國相當多的早期殖民地、半殖民地

城市或地區中，都存在h此種類型的

住宅。隨h這一階層的不斷發展、壯

大，這類住宅的量和質也在不斷變

化，規模漸大，形成了特殊的區域。

這些區域的總體文化氛圍，有西方格

調的，有中式傳統的，而更多是折衷

的。如廈門的鼓浪嶼區，幾乎80%的

住宅都具有中西折衷的建築風格6，

這反映了這一階層人士的特殊生活經

歷和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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