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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 , 形著于此 , 而义表于彼 , 以具体的事物或

符号表达特定的含义。象征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指喻的往往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与观念, 具有约定俗

成的民族性特点。中国艺术具有浓郁的象征意蕴, 其

中苏州古典园林在造园之初, 即被深谙传统文化思

想的园主或造园家们注入了丰富的象征内涵。象征

美成为构筑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试从苏

州古典园林的建筑象征、植物象征、动物象征、器物

象征、符号象征、颜色象征等几个方面简要论析之。

一、建筑象征

建筑包含深厚的文化积淀 , 体现特定时代民族

的精神观念。中国建筑在规模、体量、式样、布局、方

位、陈设诸方面无不体现了象征意蕴。“中国建筑象

征文化以等级观念和生命观念为主题”[1]。苏州园林

建筑虽因地制宜构造, 但很多建筑中轴线及方位的

安排同样深蕴着象征。如网师园, 分为住宅、主园、内

园三部分。东部住宅依中轴线布置, 有大门、轿厅、大

厅、撷秀楼, 庭院二重, 其间以走廊连接。整体布局以

大厅为主要建筑, 其他建筑拱卫之, 其间具有明确的

方位等级观念。这种方位等级观念与阴阳五行观念

一起渗透进园林建筑各个局部或附件中。如园林宅

门置于东南方的“巽”位 , 属木 , 与北方“坎”位产生

“水木相生”的关系, 以祈求平安顺遂。耦园南面的正

门与侧门设置, 规定不同身份年龄的人出入, 反映出

园林主人客人亲属仆人不同的地位、等级与长幼关

系。门楼上各种砖雕的动植物人物装饰, 更是极富象

征色彩。如耦园的“平泉小隐”门楼。题额东侧为凤凰

展翅 , 西侧乃凤穿牡丹 , 象征“凤求凰”和高雅富贵。

建筑上的祥云、灵芝、如意 , 也都具有祝颂吉祥的意

义。网师园“清能早达”大厅前的砖刻门楼 , 中间有

“藻耀高翔”四字, 象征文采飞扬、国家祥瑞。文字上

方是蔓草图案, 寄寓茂盛、长久的吉祥之意。两边是

兜肚, 右为姜子牙见周文王的戏文图案象征“德贤兼

备”, 左边为“郭子仪上寿图”砖刻象征“福寿双全”。

门楼下饰有三个“寿”字, 象征长寿吉利。苏州园林砖

雕门楼大量采用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 引导人们进

入一种无言的思想与审美境界。再如园林中的亭, 凌

空翼然, 具有重要的借景、点景功能。此外, 亭还具有

以圆法天, 以方象地, 以八卦数理象征阴阳秩序的含

义。拙政园“与谁同坐轩”为一扇亭, 象征主人清风快

意、高洁磊落的胸怀。园林中桥梁, 状若飞动, 则赋予

它渡危济险、赐福增寿的意义[2]72。舫是仿造船形的

建筑, 常建于水际或池中。以船形作舫, 象征轻舟荡

漾、悠然山水之惬意。如拙政园的香洲、狮子林的石

舫等。园林建筑与园林立意、文人心态始终联系在一

起, 各种建筑样式及构成部分皆有象征意味。

二、植物象征

植物是造山理池不可缺少的因素, 对园林山石

景观起衬托作用。苏州园林追求自然美, 对花木选

择, 一讲姿美, 讲究古、奇、雅、色、香、姿皆具的特色。

园中花木往往和园主追求的精神境界有关。凡音、

形、义有一相合者 , 即可借以象征表达人的思想、品

格和意志。如梅兰竹菊四君子, 象征品格的高尚、坚

贞、典雅而有气节。拙政园有“雪香云蔚亭”, 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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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闻妙香室”, 怡园有“梅花厅事”, 狮子林有“问梅

阁”“暗香疏影楼”, 皆取自梅花芳香意。苏州园林景

观离不开象征人品清逸和气节高尚的竹子。沧浪亭

有“翠玲珑”, 怡园有“四时潇洒亭”“玉延亭”, 曲园有

“小竹里馆”, 网师园有“竹外一枝轩”。松柏象征坚强

和长寿 , 拙政园“松风水阁”, 怡园“岁寒草庐”“松籁

阁”, 退思园“岁寒居”, 狮子林“五松园”皆撷此意。而

拙政园的“远香堂”、怡园的“藕香榭”等则取莲花高

洁之意。此外, 兰花象征幽居隐士, 玉兰、牡丹、桂花

象征荣华富贵, 紫薇象征高官厚禄等等。在沧浪亭,

从主厅明道堂向西到翠玲珑, 有一个由天井和曲廊

构成的幽邃空间, 廊西北两面开了四个造型优美的

花漏窗 , 窗形依次为桃窗、榴窗、荷花窗、蕉棠窗 , 图

案轻灵毓秀, 充满生机活力。桃象征长寿, 石榴象征

多子多福, 海棠象征吉祥富贵。再如梧桐, 是清旷圣

洁之树, 拙政园则有“梧竹幽居”。桂花清雅高洁, 向

有“仙友”“仙客”之称 , 沧浪亭有“清香馆”, 留园有

“闻木樨香轩”, 怡园有“金粟亭”, 网师园有“小山丛

桂轩”。桂花和玉兰合植一处 , 寓意“金玉满堂”; 玉

兰、牡丹、海棠、桂花, 谐音“玉堂富贵”; 童子、莲花和

鱼象征“连年有鱼”; 藕、葱、菱和荔枝谐音“聪明伶

俐”等等, 苏州园林大量植有银杏、枫杨、松柏、梧桐、

榆、桂树、牡丹、修竹、萱草、山茶、芍药之属 , 处处皆

是, 不论是单个还是组合, 皆被人们赋予独特的象征

含义。

三、动物象征

苏州古典园林重视饲养动物, 园林中放养白鹤、

鸳鸯、金鱼等, 既可观赏娱乐, 又富隐喻象征含义。鸳

鸯象征忠贞的爱情, 拙政园有“卅六鸳鸯馆”。金鱼象

征活泼与富贵, 园林池沼中少不了金鱼的点缀。麒麟

为仁兽, 象征吉祥长寿送子等意。凤为百鸟之尊, 象

征贞洁、美丽、幸福。龙, 象征天、勇敢、皇权、国家和

吉祥。凤与龙一起, 表示男女和谐美满, 是婚姻婚庆

的象征。蝙蝠与“福”同音, 象征吉祥幸福, 如沧浪亭

正门庭院内有一花街铺地, 中央一寿字, 周围五只蝙

蝠环绕, 此为“五福捧寿”“五福临门”之义。园林中的

绘画多以“鹤”“梅”“竹”等为题材。鹤寓意长寿 , 与

龟、鹿、松树组合, 构成“龟鹤齐龄”“鹤鹿同寿”“松鹤

长寿”等象征长寿的图形。上述之种种吉祥动物造

型, 在建筑屋脊、碑刻、花窗、砖雕、门饰、铺地等装饰

构件中极为常见。

四、器物象征

通过具体的器物表达驱邪祈福的象征含义 , 此

类以人造物为主, 如礼器、货币、乐器、玉器、石器、日

用品等。园林漏窗、洞门以汉瓶之形表达平安之义。

沧浪亭一漏窗纹饰以三戟插入一瓶中, 寓意“平升三

级”, 左右各有一铜钱纹, 寓意“招财进宝”。园林建筑

内的石挂壁作为装饰附件之一往往体现了古人天圆

地方的宇宙观。此外, 书架、桌椅、琴剑、瓶尊、笔砚诸

物, 体现“汉柏秦松骨气, 商彝夏鼎精神”的文人艺术

审美心态。文人爱石、友石、赏石, 将其供之厅堂, 以

示高风亮节; 置之几案之间, 以示孤芳自赏。厅堂供

案上摆设的石品 , 造型奇特 , 坚固稳定 , 寓意家业固

实[2]121。苏州园林中的明清家具以浅刻、深刻、阴刻、

阳刻等雕有夔龙、云水、蟠首、凤尾、灵芝、如意、拱璧

等, 并在摆放中体现尊卑等级, 反映出浓厚的礼俗色

彩和生活气息。

五、符号象征

中国汉字属于象形文字体系, 在其产生之初已

具有象征性。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在汉字构造及运用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汉字基本上是象征

性的, 这是因为每个汉字不只具有符号的价值。中国

人需要语言的每个组成部分 : 发音、书写、节奏与格

言都显示出象征的效力。文字表达因此成为思想的

象征。”①苏州园林的命名与主题皆含有象征意义,

“命名”把具体形象之下的意味 , 以隐喻寄托的方式

传达出来, 涵括了园主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与生活

情趣。书法题名, 具有标明并确认园中构筑、景点的

功能。再者, 园林斋馆厅堂主题和匾额题名, 几乎都

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古诗 , 表达文人隐逸、中庸、知足

常乐、愉悦畅意的心态。如沧浪亭 , 取自《楚辞·渔

父》, 表达园主仕途挫折、退隐田园的怀抱。拙政园、

网师园、艺圃与耦园命名的主旨也极为明显。题名之

后的很多建筑的意境内涵便大大加深。留园“闻木樨

香轩”, 除了寄寓高贵清雅的操守外 , 此处还取黄庭

坚闻桂香而悟禅道的禅宗公案故事, 后遂以“木樨

香”作为三教教门中的典故。苏州园林不少建筑附

件如花窗、瓦当、铺地, 作“寿”“喜”纹样, 以表达长寿

吉祥之义。退思园回廊壁上辟有九个雅致漏窗, 分别

用李白《襄阳歌》“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诗句嵌之 ,

寄寓园主的高洁安闲, 诗情、园境融为一体。园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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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广泛使用的“万”字纹 , 表达了吉祥美好的生命观

念。

六、颜色象征

“颜色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性质, 能把它联系到它

所代表的意义”[3], 苏州园林的颜色象征也同样非常

丰富。园中建筑以黑白为基调。在宗教与民俗文化

中 , 白象征光明、洁净、正义与吉祥 , 黑象征庄重、肃

穆、神秘与沉重, 中国有崇黑尚白的悠久传统。在五

行学说中 , 北为“坎”位 , 属水 , 黑色 , 水可压火 , 正房

居北位及建筑上广泛用黑色, 是祈望神力护佑免除

火灾。中国哲学太极阴阳相生相成、老子“知黑守白”

等观念 , 充溢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混

沌虚白之美, 让人领悟葱茏氤氲、通天尽人的生命情

调与艺术境界。苏州园林使用黑白色, 主要体现了文

人们受释老思想影响的的审美趣味。苏州园林的陈

设布置 , 镂空字白而底黑的匾额称“虚白匾”, 取《庄

子·人间世》“虚室生白, 吉祥止止”之意。匾形如碑帖

称“碑文额”, 白地黑字; 或以木为之, 地用黑漆, 字填

白粉。这些黑白色调在园林建筑中起着重要的装饰

作用。红色 , 寓有火、欢乐、热烈与生命力等诸多内

涵, 这集中体现在园林建筑悬挂的灯笼上。在黑白

灰的色调中, 红色颇显昂扬热烈之感。建筑梁柱与家

具也多漆栗红色。黄, 五行居中, 为富贵尊严之色, 明

清以来为皇家专用, 象征帝王尊严。这在苏州私家园

林中运用得较少, 但也有例外。如狮子林“真趣亭”,

为清乾隆南巡时所建, 全亭金碧辉煌, 极富皇家气

派。花木颜色也富象征意蕴。如建筑前桂花与白玉

兰植在一处, 寓意金玉满堂。留园多白皮松, 因又名

寒碧山庄, 等等。

七、数的象征

数字里蕴含着广泛的象征意义。1 到 10, 12、18、

36、72 等皆有寓意。“作为象征的形象出现在中西美

术中, 还有一个共同的有趣现象。它们各自往往形成

系列, 标有一定的数目, 具有一种分类学的装饰意

味。苏州园林也不例外。在家具、铺地、屋脊、瓶花、

绘画、屏风什器等处广泛使用了数的象征。如福星、

禄星和寿星分别象征幸福、富裕和长寿 , 此为“三星

高照”。厅堂踏阶作三层, 寓意“连升三级”。松竹梅 ,

岁寒三友, 竹梅兰菊莲, 则构成五友图。蝈蝈栖于菊

花上 ,“蝈”在吴语上谐音“官”,“菊”与“居”同音 , 寓

意“官居一品”。“一路荣华”, 由鹭鸶与芙蓉花组成。

“安居乐业”, 由鹌鹑、菊花、枫树落叶组成, 取其音与

形象, 有时还加上寿石, 更增加了长寿的内容。“欢天

喜地”, 由獾和喜鹊组成。有时也用和合二仙形象或

图案化的“欢天喜地”组成。留园铺地“六合同春”, 借

长寿不老的鹿、鹤同天地东西南北“六合”谐音, 并与

桐树一起组成一幅寓意为“普天之下 , 太平盛世”的

吉祥画。此外还有“梅开五福”“富贵双全”“三羊开

泰”“万象更新”等。这些数字象征, 或绘或刻, 或表示

追求荣华富贵或表示崇尚高风亮节的雅意, 体现了

中国人无处不在的生活理想与生命观念。

苏州园林还有其他象征, 如模山范水象征仙境、

隐逸等。此外, 苏州园林处处渗透着儒释道三教思

想, 其中的宗教象征意蕴极为丰富。这从建筑题名即

可见一斑 , 如留园“自在处”“小蓬莱”, 网师园“集虚

斋”, 狮子林“立雪堂”等等。苏州园林象征手法繁复

多样, 需要我们做细致的追寻, 阐释其中的象征含义

与审美情趣。

“以象征主义手法表现特定的主题, 在园林中表

现意境, 在宗教建筑中表现世界观, 在宫殿建筑中表

现政治制度, 以至一些装饰构件与小品, 甚至单体建

筑, 都成为一种包含了固定含义的象征符号。”[4]苏

州园林的造园者们通过各种方法增强园林境界的深

邃感。一是通过丰富多变的空间层次。二是通过各

种艺术的渗透融合。三是通过对人视觉听觉味觉触

觉等各种感官的综合利用, 使人获得全面的身心享

受。四就是通过象征手法加深园林精致优雅的意境

美。此种象征之美, 是景有尽而境无穷的“味外之

旨”, 是“境生象外”的重要绾结所在 , 是审美上升到

更高层次的重要途径。离开象征, 景物流于表面化,

失去耐人寻味的效果, 使园林之美大打折扣。欣赏园

林 , 眼观为其一 , 还要用心体验思悟 , 这样便会获得

更深一层象征美的陶冶。苏州园林的自然美、艺术美

乃至理想美的综合“审美场”, 离不开象征美的附着、

渗透与生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苏州园林的象征

美宛如音乐的弦外之音, 向我们传递着表面意思之

外的另一种涵义。一般人看来, 那是晦涩神秘难以理

解的, 但从文化角度阐释, 其中的“神秘含义”原来就

是文化现象的本义。探索苏州园林的象征美, 可使园

林爱好者及游客获得真实的文化体验和深刻的审美

认识。

苏州园林大到总体设计, 小到一窗一砖一瓦上

的图案, 尽管形态各异, 却不约而同地体现着象征

美, 把抽象的幻想、祝愿、憧憬化成确( 下转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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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mbolic Beauty of Suzhou' s Classical Gardens

ZHANG Hen- wu
(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Despite various patterns, the designs of Suzhou's classical gardens, from the general design to
one window, a brick, or a tile, consistently embody symbolic beauty. The thesis intends to discuss Suzhou's
classical gardens' architectural symbol of plants, animals, appliances, characters and calligraphy. Such a
discussion reveals the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ideas about life of the literators, bureaucrats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Key words: Suzhou; garden; architecture symbol; beauty

( 上接第 49 页) 切的形象, 情趣隽永, 雅致天成。这些

象征的背后, 诉说着文人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希冀生

生不息、吉祥如意、福寿平安的审美情怀与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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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Main Theor ies of Study on Nightmare in the West

ZHU Hua- zhen1 , XU Guang- xing2

( 1.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psycho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dreams has been used as a means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he study of nightmare, a typical kind of dream, receives much attenti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has produc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These achievements provide beneficial proof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nightmare's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sis of dreams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the paper,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nightmare in the west is reviewed and main theories are laid out,
which may give some useful references to domestic research on nightmare.
Key words: nightmare; night terror;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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