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觀

地偏海隅的潮州鄉村，至今依然

保持1古代世家大族聚族而居的傳

統，有很多聚居人數動輒過萬的巨大

村寨，這些村寨均為一兩個以大宗祠

為中心的封閉圍合、主次分明、秩序

井然的大型民居群落構成，這些群落

即是「源於古老的地主莊院，以後因

當地根深蒂固的宗族制，使其演變為

帶護厝與後包的形式」1的「從厝式」民

居。

聚族而居是漢唐時代北方士族的

主要居住方式。東漢以後，隨1宗族

宗法制度的完善，出現了一批有顯赫

地位和特權的門閥士族。在漢末魏晉

的動亂年代，這些士族紛紛建起「塢

壁」以自ª，胡三省對塢壁的註釋

是：「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

眾築塢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為塢

主。」後來，隨1戰亂加劇，這些士

族紛紛南奔，部分進入福建，唐代林

胥在《閩中記》言：「永嘉之亂，中原

士族林、黃、陳、鄭四姓入閩。」但

後來的安史之亂又使士族紛紛遷入僻

遠的潮州定居。到潮以後，惡劣的生

存環境和士族與士族之間、士族與土

著之間生存空間的爭奪，迫使他們不

得不沿用祖先的方法，重新建造「塢

壁」以聚族而居。

與此同時，由於唐代以後朝廷開

始採取打擊士族的措施，使北方士族

逐漸瓦解，加之政權更迭使士族南

遷，以至於入明以後，「中原北方雖

號甲族，無有過千丁者，戶口之寡，

族性之衰，與江南相去敻絕」2。原來

「比屋而居」大型聚落逐漸為單門獨戶

的「四廂式」民居所取代，其村落也多

由單門獨戶的個體建築組合而成。與

此相反，東南海隅的潮州卻「鄉無不

寨」，一個聚落即是由一個或幾個「從

厝式」民居群落組成的「塢壁」式圍

寨，是一個連成一片、抱成一團的建

築整體。這種外面封閉、T面抱成一

團的「從厝式」民居群落，留存1很多

漢唐時代「塢壁」和「府第」宮廟的遺

制，應是當時在中原地區流行的建築

體系在潮州的複製和遷延。

潮人過去常自稱「河老」，外地人

則稱潮人為「福老」，「河老」指自河南

來者，「福老」則指來自福建而間接徙

自晉豫的中原遺族3。「河老」和「福

老」的到來，使潮州「流風遺韻、衣冠

氣習，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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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中州」4。中原遺族在潮立足後，第

一件事就是造祠堂以祭祖宗。現存最

早的宗祠建於北宋，如象埔寨陳氏大

宗祠與潮陽趙厝祠，它們均以中庭為

中心，採取上下左右四廳相向組成

「亞」字形的空間結構。這種四屋相

對，中涵一庭或一室的四合院子，在

潮州被稱為「四點金」，它也是潮州民

宅最基本的構成單位。

「四點金」因其四角上各有一間其

形如「金」字的房間壓角得名。後面的

大廳是祭祖的地方，兩邊的「大房」是

長輩居住的臥室，門廳兩側的「下房」

是晚輩與僕人的居室，天井左右有回

廊和南北廳，其建築布局有意模仿葫

蘆的形狀，且不對外開窗，窗只開向

內庭，這是因為講究「財氣」通過各房

門窗「吸」進屋T，再對外開窗就是財

氣外泄。

「四點金」和北京四合院比較，可

看出二者的不同：同為四面閉合，但

北京四合院院落較大卻不一定在中

心，寬大的庭院是由一系列房屋和聯

廊「圍」合而成的；「四點金」則房房相

接，左右對稱、緊湊簡練，北方寬大

的庭院被縮小為天井，方正的天井位

於中庭，好像是「挖」出來的。北京四

合院的大門不在中軸線而開在東南角

或西北角上，因為京都之地皇權甚

重、制度嚴密，只有皇帝的宮殿和廟

宇能夠居中面南，一般「四合院」不能

和皇宮一樣在南面中央開門，而應依

先天八卦（即伏羲八卦）將大門開在西

北角（為艮，艮為山）或東南角（為兌，

兌為澤）上，這樣才能使「山澤通氣」。

由於先天八卦宋代以後才在北方開始

流行，故對潮州民居影響不大，「四

點金」基本上還是依照古制把門開在

中軸線上，居中而面南。

以「四點金」為基本單位，在縱向

上串聯一座或數座「四點金」，就成了

多進的祠堂，兩旁再分別並聯上兩座

規模小一點的「四點金」小宗祠，成為

中間大、兩邊小的三座「四點金」相

連，再在左右各加上二排的從厝，在

後面加上後包就成了潮州最著名的

「駟馬拖車」。「駟馬拖車」以中間祠堂

象徵「車」，左右兩邊象徵1拖車的

「馬」，「馬」的數量可以根據需要不斷

增加，這樣就形成一個既向中心凝聚

又可向外擴展的大型民居群落，子孫

門就按輩份的大小井然有序地分住在

相應的房子（本地稱房頭）T。

另一著名的大型群落是「百鳥朝

凰」，也以祠堂為中心發展而來，不

過要有一百間朝向宗祠連成一體才夠

規格，清代大吏丁日昌的光祿公祠，

即以中間一座二進祠堂為中心，組合

成一類於繁體的「興」字形建築格局，

「興」上半部主體建築有房九十六間，

下半部為東西四個齋房，共計一百

間，是名副其實的「百鳥朝凰」。

「駟馬拖車」和「百鳥朝凰」都屬於

「從厝式」大型居宅，將它們和以北京

故宮為代表的「帝王府」比較，可看出

其結構上相似之處：「從厝式」民居以

形體最為高大端嚴，裝飾最為豪華氣

派的大宗祠為主體和建築中心（如故

宮的太和殿），然後是圍饒1它按尊

卑順序依次在左右展開的小宗祠，以

及附帶的包屋或從厝（如故宮的東西

宮），有的還在四面設更樓（如故宮的

角樓），外有寨城池塘和環繞的溝渠

（如故宮的宮牆和護城河），前面有寬

闊的陽埕（如天安門廣場）。可見，潮

州大型「從厝式」那對外封閉、中軸對

稱、形體端莊、等級森嚴、向中心凝

聚的建築格局，確與故宮的布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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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相似性，也許正因如此，才使潮

州獲得了「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

和「潮州厝，皇宮起」之稱吧。

另外，「從厝式」民居「祠宅合一」

的建築形式還和古代大型寺院接近。

將「駟馬拖車」與當代建築史家傅熹年

據唐代《戒壇圖經》的描述而繪的律宗

寺院相比較，其格局如出一轍。因為

從魏晉開始，士族中風行「捨宅為

寺」，據《建康實錄》載，自東晉康帝至

簡文帝三十年間，共置寺十二所，其

中由王公士族捨宅為寺的就有七所，

其數竟然過半。潮州「忠順世家」的祖

宗之一，唐代的陳邕在謫居地漳州築

室逾制，因設有鐘鼓樓台而被誣為

「逆謀」，不得不「捨宅為寺」，今漳州

的南山寺即是。從這些事例可知，漢

唐時代的王公貴族的「府第」和寺廟是

可以互換的，其結構也應是相似的。

這就是「駟馬拖車」和唐代大型寺院相

似的原因。

潮州民居牆體一般用「版築」（潮

人稱為「舂牆」）的形式築成，這種築

牆方式十分古老，《詩．小雅．斯干》

就有「築室百堵」的詩句。宋代《營造

法式》對夯土版築有詳盡的記載，可

在宋元以後它逐漸被磚牆所取代，但

在潮州卻成為主要的築牆方式。潮州

築牆主要材料是用貝灰。貝灰是利用

海灘上貝殼，經碾碎、燒制、發酵後

製成的一種黏合材料。以它築成牆

體，再抹以灰泥，用石磨平，即可成

為一種光潔平整、晶瑩如玉的「堅如

金石」的牆壁，「即遇颶風推仆，烈火

焚餘，而牆垣卓立無崩塌者」5。貝灰

的發明和版築方式有效地保護了農田

的肥力，因燒磚要用大量沃土，這對

人多地少的潮人來說代價太高了。小

小的潮州平原能以全國千分之一的土

地養活百分之一的人口，應歸功貝灰

版築方式的發明。

然而，這種開始「晶瑩如玉」的牆

體，一經烈日暴曬和海風鹹雨侵蝕之

後即滿牆斑駁，古老滄桑，其外表和

徽州高大的馬頭牆和用紅色「雁火磚」

砌成的閩南民居相比，顯得極不起

眼。然而，這種粗糙質樸的外表所掩

蓋的，卻是內在的精彩絕艷和富麗堂

皇。潮州民居不以外表而以內飾的精

雕細琢和熱鬧濃烈取勝。《潮州府志》

曾言：「三陽及澄饒普惠七邑，閭閻饒

裕，雖市鎮也多鳥革翬飛，家有千

金，必構書齋，雕樑畫棟，綴以池台竹

樹。」6在這些裝飾中，最為世人所稱

道的是樑架上的「金漆木雕」。它那精緻

玲瓏、最多可達七層的多層通雕藝術，

可謂鬼斧神工；且常借鑑國畫與戲曲

虛擬空間的手法，善於把不同時空發

生的事件組織成在同一畫面中，其他

如在形象的刻畫、刀法的運用上也極

具特色，是世界聞名的工藝品種。

又因潮州近海，海風鹹濕，木材

濕損易腐，且颶風時至，至則毀瓦擗

屋，木材的選用有一定的局限；且長

期以潮為生的討海生活，使潮人更感

生命的叵測和人生的飄忽，他們對

「永恆」的渴望寄託在有生之年創造的

「器物」——建築的長存上，故與古希

臘、古羅馬相似，共同表現出對石頭

的偏愛，於是潮州山區豐富的花崗石

便以耐用的特性逐漸取代木材在民居

的樑柱、門框、門肚、牆裙、台階、

露台、牌坊等得到廣泛的應用。石材

在潮州一般以鑿榫卯的構架形式搭建，

構架形式易於做橫向連接，故潮州民

居多以千門萬戶的群體結構取勝。

「魚鱗鳥翼」曾是蘇東坡所描述的

宋代潮州民居屋面特點。宋代的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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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吳復古就以為潮州的瓦屋始於韓

愈，並請蘇東坡在《潮州韓文公廟碑》

中為韓愈寫上這一「功績」，蘇東坡回

信說：「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

不然。嘗見文惠公（即陳堯佐，後溢

文惠）與伯父（蘇渙）書云：嶺外瓦屋

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

甚，魚鱗鳥翼。」

「魚鱗鳥翼」指的是屋脊中間微

凹、兩端起翹如燕尾魚舟的人字披屋

頂和反宇起翹的屋角，宋《營造法式》

中就載有這種屋頂。它同樣在潮州民

居中得以保留下來。有的屋面還塑有

神仙瑞獸和戲曲人物，蒼穹之下聚集

1眾多神靈瑞獸，俯視1地下眾生，

祐護1一方子民。

山牆本地俗稱「厝角頭」。高聳挺

拔的「厝角頭」是潮州民居的顯眼之

處。一進入潮州，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那比屋連瓦、如群山疊起的山牆和牆

頭。長期的捕撈生活也造就出潮人重

追蹤、重捕捉的視覺習慣，這些高聳

衝出的山牆和牆頭，正好將這種視覺

習慣牽制在縱向位移之中，與西方哥

特式山牆一樣將視線引向蒼穹，因而

這些氣勢恢宏的「厝角頭」顯然又具有

海洋文化的特徵，故愈近海者山牆愈

大，內陸山區則往往小多了。

潮人既然將民居視為大自然的一

部分，山牆即為對山形的補充，故山

牆不但和山形一樣分金木水火土各

式，還有如「大幅水」、「龍頭楚花火

星」式（多用於祠廟）等變體。至於甚

麼房子要用甚麼樣的「山牆」也由堪輿

家決定，一般視環境而定，如周圍火

形山太多，就會考慮用「大幅水」式，

取水剋火或「水火既濟」之意，總之，

是一種相生相剋的五行關係。

為了突出門第和地位，重家族觀

念的潮人在門面上下足功夫，門的大

小、門檻的高低、裝飾的繁簡直接反

映家族的身份地位，故不惜資財，從

選料、工藝、式樣都盡力經營。門的

左右一般刻有書法或繪畫，門頂左右

各有一石刻方印，刻有「詩禮傳家」、

「富貴平安」之類等吉祥話語，且要抹

彩貼金，上還懸精緻可愛的小石獅一

對，這樣，小小的門面便「詩書畫印」

皆齊了。

考究的潮州民居，本身就是一座

民間藝術館。在這藝術館T，那裝金

貼銀的富貴氣和幽淡素雅的文人氣息

長期並存，又互相滲透，共同陶育了

潮人「外魯內慧」7的性格。潮人崇尚

「抑遏掩蔽，不使自露」的謙遜作風，

但內在卻不乏火熱奔放的激情。這些

都是孟子所說的「居移氣，養移體」的

絕好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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