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

专题序言
伴随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技术异化、景观趋同、乡村边缘等问题相继涌现，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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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的模式。大疫止于野，后疫情时代，传统村落特有的应对外部挑战的自我保障机制亦是探索理想
栖居的巨大宝藏，通过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设计、建设、材料、器物、艺术等各方面研究，呈现较为全
面的面貌，为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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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陆巷古村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生命栖居
卢晴，
江牧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传统村落是人居环境活态、立体的宝库，是可堪栖居理想家园的设计源泉。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全面建设美丽乡村
的关键阶段，希望通过对陆巷古村人居环境的相关探讨，管中窥豹分析中国传统人居文化的生命观及中华民族的存续智慧，以
期为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家园营建，赓续民族血脉提供探索及思考。以陆巷古村为锚点，尝试探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生命栖
居模式，分析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地缘适应的显性脉络及人伦秩序的隐形脉络，解析村落人居环境的生长形式；继而从人居环境
的择址与营建两大方面认知村落人居环境对生命的守护。对村落人居环境与人之间的双元互动进行剖析，读取人的生命指向
在人居环境上的投射表达，以及人居环境反作用于人的生命指向的交互影响，最终得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居住者相辅相成、
共生共荣的生命栖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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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Habitat of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rough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LU Qing, JIANG Mu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 is a liv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treasure hous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and it is the design
source of ideal homes.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ritical stag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village in an allround way, we hop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bout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of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to analyze the lif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he living wisdom of the Chinese ancient nation, provide
exploration methods and thinking ways for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ng homestead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ing the
cultural vein of our nation. Taking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life inhabitation model for
living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development due to geographical adaptatio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and describe the growth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After description the basic histor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living intelligent from two aspects, that is, si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o recogn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on their life.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and
people, and describes the ideal human life as the projection expression and interactiv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Finally, this paper comes to a life habitat model of co-prosperity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and
the occupan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Key words: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s; living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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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如何寻找民族认同、树立文

而陆巷古村位于湖中半岛，又处山坞之中，地形水势之

化自信、建构生命栖居的理想家园，应当以历史的眼光

作用均不可忽视。古村静卧太湖湖畔，村民依凭造物

回望过去，从传统的精粹中寻求答案。中国文化的根

者之无尽藏，以打鱼捕虾为生，于是建渡口、修船埠，村

脉在乡村，乡村的精粹在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既是人

居沿湖岸线呈扇形展开。为防水患，村落近湖而不临

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政治、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是

湖，村中有山溪流向太湖，村人即借原有山溪改造拓

从事生产劳动的场所，其分布、形态和内部结构等反映

宽，通过三港联通太湖。村落中现有的蒋湾港（见图

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间的综合关系，具有较高的多

1）、陆巷港及寒山港均是天然山溪，前两港皆为王、叶

元价值 。

二族在营建住宅过程中为便于原材料的运送往来而开

[1]

陆巷古村地处苏州湖中半岛东山，背倚厘峰，面临

拓成港，后者亦是明中期村人挖掘拓宽成港，三港至今

太湖，自然资源丰富多样，人居环境得天独厚，历史文

都发挥着排洪泄涝、交通运输的功能。沿三港又形成

化积淀深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又是第一批“中

水巷，成为村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余溪流亦极

国传统村落”。陆巷古村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营建的

大地便利了村中的排水灌溉系统，如紫石街的排水沟

典范，是乡愁乡思、家国情怀所系，亦是生命得以栖居

渠，就位于街道石板之下，是山中的天然溪流，免去村

的安乐之地。对于陆巷古村人居环境的探析，能够帮

民凿挖之苦，每每雨落，淙淙有声，似跃动的琴键穿村

助我们进一步解读先人生存智慧及传统人居文化，对

而过，
注入太湖。

于以陆巷为代表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当代人居环

陆巷所处东山岛屿山脉为东北——西南走向，东

境的设计实践，以及民族根脉的延续传承，都具有一定

北高而西南低，村落住宅主要分布在山坞中少量的缓

的积极意义。

坡之上，沿村落街巷而行，道路高低不一，街巷及民居

一、陆巷古村人居环境的生长脉络

建筑随地势较小幅度地起伏。对于不可抗的高差，居

村落人居环境的生长形式受到多重元素影响，长
久累积形成共时性空间，其中地缘适应与人伦秩序是
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地缘适应直观作用于人居环
境的营建，尤其伊始是村落生长的显性脉络，而人伦秩
序是无形的集体潜意识规则，更多地体现在营建活动
的发展阶段，
是村落生长的隐性脉络。

民在营建住宅时会尽量利用以获取丰富的日照及加强
通风；同时，一些街巷中有时会筑台阶以便行走，亦有
许多人家在巷边门前筑起台阶来缓解地势影响，高筑
的台阶可以防潮排雨，又能够彰显屋主身份地位，通过
台阶形成的门前小空间即可作为入户的缓冲过渡带，
又可作为住户休闲场所，起到家庭内部及邻里之间感
情沟通凝聚的作用，见图 2。又因山坞平地的宝贵，每

（一）地缘适应脉络

一寸土地都被竭力最优化利用。

地缘适应是传统村落生长延展的一种主要脉络，

村落街巷通常较为狭窄，而屋宇立面却高而陡峭，

村落往往依据地貌随形就势，因地制宜地择址建村，最

在院落中，庭院面积被压缩，大多直接以天井来实现通

大程度地占有利用更多资源，以求村落的长久兴旺，陆

风采光与建筑面积的两相平衡，见图 3。山势地形在

巷村也不例外。在江南地区，水元素的影响至关重要，

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陆巷居民的谋生手段及日常的轨迹

图 1 蒋湾港

图 2 台阶

图 3 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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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线。村民于村后坡地种植果树茶树，改革开放前陆
巷村的经济支柱即为茶果收入。相应地不断开辟从村
中通往山坞的道路，由村落内部向后蛛网状延伸，不仅
为日常生产活动所需，也是作为与渡船相辅的外出途
径，嵩峰山道、白沙岭山路等至今仍存且发挥作用。地
形水势无疑是影响村落人居环境生长的显性脉络，村
落人居环境结构的生长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适
应、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和合共生。

（二）人伦秩序脉络
村落中社会结构的生长时常促进村落人居环境结
构的“生长”，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若陆巷是一颗
尚在休眠的种子，第一批将其唤醒擢芽的人即是南迁
的宋人。据村志记载，陆巷村的奠基人为衣冠南渡时
随行战将的家属们，后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将士们大
多解甲归田，定居陆巷。其中，王氏奉王千七将军为
祖，另有叶、韩、姜、李、夏等武将一同定居陆巷，以姓氏
血缘为隐形脉络，村中筑起六条巷子，
“ 六”与“陆”同
音，故村落得名陆巷。又有王氏族谱记载，陆巷原名王
巷，王氏后人王彦祥入赘陆氏，育五子后携子归宗。血
脉的联系是根植于天性中的，尽管阔别已久，村落仍包
容地接纳了他们。王彦祥父子于村口选择空地，除去
杂草秽物，辛苦营筑房屋，于是村落得名陆王村，后演
变为陆巷。虽然村名由来难以考证确切，但不管是最
初的六姓六巷，还是后来的归宗筑宅，陆巷古村的生长
脉络是无法脱离血缘人伦之秩序原则的。
在陆巷古村中，王、叶为两大主姓，族人各达 500
人以上，此外，张、朱、严等姓氏族人也较为繁盛。在村
落的平面布局图中，能明显看到村落以“一街三港六

图 4 陆巷村平面布局

持于这种自由状态，即把每件事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
居住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保护，它贯通了居住的整个
范围[3]。农耕生产方式及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
中国人偏于内倾、保守向的性格特征，因而也更注重
居住环境的心理安全性即其对于生命的有效保护，将
背山面水、有所围护的自然环境视为可以安居的洞天
福地。

（一）人居环境择址
人与环境、人与居住活动之间所应有的统一关系，

巷”为骨架的主体结构，其中以紫石街为主轴，王氏占

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里的自然既包括

据了村落核心位置，以王氏祖祠怀古堂为中心，向四周

自然景观，更是指由其所构成的整体环境 [4]。古人择

延散。叶氏则大致处于村落中第二住宅圈，住宅规模

址讲究“相土尝水”，需观其草木是否繁茂，溪泉是否甘

与王氏平分秋色，其余周氏、张氏等相对较小的姓氏多

冽，土壤是否香腻，石头是否明润等，只有如此，才是充

分散于古村较边缘位置营宅而居，见图 4。由此可以

盈了万物蓬勃之生气，人才可以在此安居。由草丰泉

看出，村落结构的生长是以人伦关系为隐性脉络的，多

甘而知气候宜人，由水足土腻而知稼穑事易，朴素的理

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由族群中心位置发散而去，

念指导蕴含丰厚的经验积累，对于局地小气候与生态

其中祠堂作为宗族聚落空间结构中的核心节点，在聚

环境的把握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达到了适生

落形态的生演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宗祠由于其

宜居的要求。

[2]

特殊的象征性，对于族群居住活动具有较强的辐射影
响和塑造作用。

二、陆巷古村人居环境的生命守护
居住的意思，被围护以保持在自由之中，也就是保

理想的人居环境“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
以烟云为神采”[5]。陆巷的生态环境就十分优越。陆
巷风景优美，环境宜人。村落处于平岭、白沙岭、寒谷
山等诸岭怀抱中，面向烟波浩渺的太湖水，上可登高望
远、游山植林，下可泛舟湖上、渔歌唱晚，坐拥“太湖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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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6]的海内奇观。村

谱中更记载说六族以姓氏为分而筑巷安家，较委婉地

内又有蒋巷港、寒山港、陆巷港三条河港由村后山坞流

划定了每个姓氏的族群疆界。又有王氏家族以紫石街

向太湖，既可泄洪灌溉，又可交通运输，滋润蕴养了村

为轴线，怀古堂为核心，怀古堂邻近有王氏家族谢庭兰

落的芸芸众生。而闻名遐迩的寒山落照、厘峰积雪、化

玉王鏊、王铨两兄弟的宅第惠和堂、遂高堂，四周有王

龙飞泉、白沙卢桔、沙岭春晓、五湖帆影等均为陆巷之

氏后人所建的三德堂、怀德堂、仁和堂等，以伦理关系

景，村落之山明水秀、风月无边可见一斑。

为纽带营建住宅，即可凝聚宗族，又可屏护四周、稳定

不仅如此，村落地处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四

秩序。王氏、叶氏、张氏、席氏等均建祠堂，村周建寒谷

季分明，降水充沛，平均年降水量一千多毫米，平均年

山庙、关帝庙、猛将堂等，以求祖先庇佑，神仙泽被。村

日照时长两千多小时，相对有利于作物生长。陆巷物

中又有城隍会、猛将会、出台阁、陪观音等民俗活动，其

华天宝，有“一年十八熟，四季果香”的美誉。春季可采

中刘猛将是流行于江南一带尤以太湖周边为盛的一种

摘茶中名品洞庭碧螺春，夏季可采收夏茶、枇杷、杨梅、

村社信仰，其源流可追溯至宋元，至清中期作为“驱蝗

葡萄、桃、李、杏、梅，秋季可采收秋桃、柑橘、枣子、银

神”进入朝廷官方祀典，东山各村大多建有猛将堂，陆

杏、石榴、板栗、桂花等。当地有民谚曰：
“三春茶叶四

巷可考就有五处。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三，各村猛将轮

月梅，红枣、蜜桃喜相连……雪柿红时蟹橙黄，洞庭橘

流被抬出巡游半日，六月二十四开始又要走水路行船

红霜降边。”[7] 除农作物外，野生动植物资源亦极为丰

抬猛将至龙头山葑山寺，民俗信仰在村落空间中铺陈

富，山肴野蔌水中有茭白、芡实、莼菜等“水中八仙”，银

与转化，人们在此空间中完成“出巡”
“ 冲湖嘴”
“ 漫山

鱼、白虾等“太湖三白”，湖蟹、青虾、甲鱼等不胜枚举，

转”等活动，期望猛将们发挥其对湖、山等的超验作用，

见表 1。群坞围抱给人以有所依靠的踏实感，面临太

保护祂所坐镇、巡经的空间范围及其居住于此的信众。

湖给人以可堪眺望的自由感，气候适宜给人以心旷神

相应地，具体到屋宅的营建时，陆巷村人为求对生

怡的满足感，物产富饶给人以生计无忧的稳定感。综

命的守护，必要按照一定的规矩与要求，完成镇石、平

上所述，均给生命以最全面安稳的庇护。

磉、上梁、涂黑墙等程序，这是村人心目中辅助屋宅平
安的传统方法。此种方法不仅能在心理上给居住者以

表 1 陆巷自然资源

安慰，也具有后验的逻辑，如陆巷潮湿多风雨，墙面极

景观

寒山落照、
厘峰积雪、
化龙飞泉、
白沙卢桔、沙岭春晓、
五湖帆影、
仙人石等

易遭到破坏，以轻煤涂黑墙就有利于阻挡风雨的侵蚀，

农林作物

茶、枇杷、
杨梅、
葡萄、
桃、
李、
杏、
梅、
柑橘、枣子、
银杏、
石榴、板栗、
桂花、小麦、
油菜等

统的围合方式为主，这同“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偏爱坡屋

山野植物

野菌、金樱子、
石楠、
胡颓子、
六月雪、
山梅、野菊花等

山野动物

獐子、猪獾、
黄鼬、野兔、
蛇等

水产

茭白、莲藕、
水芹、芡实、
茨菰、
荸荠、
莼菜、菱、
银鱼、
白
鱼、白虾、
青虾、
蟹、鳜鱼、
黑鱼、塘鲤鱼、
甲鱼、
青鱼、
湖
虾、草鱼、
鲢鱼、
鲤鱼、
鲫鱼、昂刺鱼等

（二）人居环境营建

保护墙体，见图 5。对于屋宅的规制，陆巷村仍然以传
顶的住宅，究其原因乃是坡屋顶的形式给人以很强的
庇护感。”[8]是一个原理。围合的空间形式则四周有所
凭依，并形成凝定的向心性，中轴对称的院落布局及按
照人伦纲常组织的房屋关系更增强了这种稳定的秩序
感。除临街商铺外，陆巷街巷的立面呈现出较强的封
闭性和内向性，开窗面积小且多处于行人视线上方甚
至不开窗，临巷的门一般都较为低调朴素，狭窄的巷道

作为个体小生命与自然大生命的调和手段和联结

更加剧了这种压迫感，形成极强的围护感，见图 6。但

方式，对生命的守护庇佑已经潜移默化地浸润到传统

相对于外向封闭，屋宅内部则更为开放活泼，屋宅正面

村落生长发展的过程中，在优化局部微气候、和合自然

舍墙做木隔扇（见图 7），每扇都可以自由开合，通透性

环境、调理空间秩序、住民心理导向等方面发挥了相应

极强，院落相互连通，天井、廊、檐作为院落内的过渡空

的积极作用。南宋陆巷村得王氏等先辈青睐就是因为

间是开敞启蔽的，门楼额枋、屋顶的脊兽、门前院中的

其与世隔绝、易守难攻的绝佳位置，饱受战乱之苦的先

石狮、具有吉祥意义的建筑装饰等以一种保护者的姿

辈在村落营建过程中，自然地更注重对生命的有效守

态融合在屋宅内部，
给居住者以达致和平的环境体验。

护。这种守护不仅体现在生理上，更体现在心理上。
在村落的布局上，几大姓氏更倾向于聚族而居，作为群
居动物，抱团取暖的自卫手段古今通用。陆巷村民家

三、陆巷古村人居环境的生命指向
筑造就是栖居，筑造本身“直接就是”
“已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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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黑墙

图 6 巷道

图 7 槅扇

栖居,而且是真正源始切己的栖居[9]。
“筑”作为存在者，
“居”意味着筑的存在形式，两者之间即为存在者与其
存在形式的相互表达。不同于现代被统一规划的集约
化、效益化追求，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更多地体现着营
建者与居住者的个人意志和情感表露，同时人居环境
又反作用于居住者或逗留者，
二者互为因果、
相得益彰。

（一）适存优存指向
在人与环境的不断磨合适应中，人筑造了属于自
己的家园，不断改变着人居环境的存在形态，并在筑造
的过程中留下了自身性格、审美、志趣等各种痕迹，种
种痕迹无不指向其生命体的理想追求，并为其生命指
向的实现而存在。生存与繁衍是生命体的本能，在陆

图 8 宝俭堂内园

氏、王氏、叶氏陆续仿效。陆巷如今被称为“科举之村”

巷村，人们不仅致力于宜居家园的营建，更追求着不断

“宰相故里”，明初时却尚武轻文，村人闻听官学招生竟

优化的生存状态。尽管可用于筑造的空间有限，人们

纷纷避之不及。王氏族裔王惟道为改此风气，创办了

仍然尽最大限度地在有限的空间中追求无限的志趣。

村中第一所私塾，并为提高教学质量求教取经于郑氏，

如宝俭堂虽小却精致高雅，宅园一体，水池、回廊、轩
榭、亭阁、曲桥、山石、花木一应俱全，一步一景，层次丰
富，且颇为巧妙地应用了理景中的因借手法，进园向水
榭望去，能看到远处山峦起伏、林木葳蕤。近处错落的
花木草石，中部下为平缓的水面，半空为蜿蜒的石桥，

不仅如此，王惟道还倡立族规，族中子弟凡科举及第者
均赠银嘉奖，以示勉励。由此，王氏私塾走出的陆巷仕
人愈繁，
村中风气为之一新，
村落发展更为荣盛。

（二）生命价值指向

上为飞檐翘角的水榭，远处是绵延的山坞轮廓线，远近

生命的栖居活动，一则指向外部受动性的自然环

交织，层层错叠，形成了连续而又极富美感的韵律，人

境，一则指向内部能动性的自身部分，指向自身的部

在园中行，如在山中游，正是芥子纳须弥的宅园写照，

分，即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求索和生命价值的实现。

给人以天高地阔、神思纵逸之感，
见图 8。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生命的特性在于其合目的活动，即满足生存和繁

平”，张载的横渠四句道明了读书人的至高理想。陆巷

衍的需求。这意味着在家园的建造中，不拘泥于现世

村兴文重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现自身价值的最

个人的优存，更注重于代际族群的优存。陆巷村中大

佳途径即是科举入仕。王鏊连中解元、会元、探花后，

族或富贾，许多有置办义庄、捐赠田产的义举。陆巷翁

王氏家族喜而建坊，至今，紫石街上高耸的三元牌坊仍

大业经商发迹、衣锦还乡后，在村中置办田产百亩，所

然是全村津津乐道的荣光，见图 9。状元及第墙的由

得收入用以接济族中孤寡，开陆巷办义庄之风气，徐

来就更能显示陆巷村崇文重教的追求，此状元指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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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然据村志载，建造者却并非王氏，而是王世琛的外

躁的贫困时代，人把家园，甚至把自己都作为谋求利益

祖家，
大门前还挂
“状元及第”匾额。

的手段，最终只能沦落至无家可归。回望过去是为了
更好地面向未来，设计的终极目标是需要设计来优化、
合理化人类的生活，即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
存环境，还有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11]。陆巷古村能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满足了此间居住
者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安栖，尽管以此为代表的传统村
落大多还存在着可达性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但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营建的良好范
式。在未来的设计实践中，应当予以批判性继承，汲取
其中的生存智慧和优秀人居文化，营建人们真正能够
安身立命的理想家园。

图 9 探花坊

中国的住宅是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住宅，从名字
到规制到建构，都是如此。
“世德堂”
“乐志堂”
“粹和堂”
等宅名可见屋主期许，屋宅的规制则使用相对委婉的
共识制定了严谨的系统范式，巧妙地将理的秩序转化
为情的秩序，赋予居住者以君子的荣誉感与责任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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