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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中有洞山和庭山，两山之东的岛山

称洞庭东山，也称东洞庭山，简称东山，古称

震泽、具区。一百多年前东山还是湖中之岛，

明清两代属苏州府，解放后原属吴县，现为苏

州市吴中区东山镇。自明代到清代直至民国，

这里出现了许多富商和官宦，他们的宅院遍

布东山镇以及四周的古村落，形成引人注目

的古民居建筑群。这些砖木结构建筑无一不

是雕梁画栋，梁枋门楼影壁遍布彩画、砖雕、
石雕、木雕，是明代中期到民国早期江南建筑

装饰的代表。现存的古宅虽然只有当时的四

分之一，有的还残破失修，但透过斑驳的彩

画、刻镂的砖石，仍然可见当年的穷工极巧。
这些装饰当然离不开祈吉纳福的吉祥主题，

而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又使它们包

含了东山特有的乡土气息，形成与江南古建

装饰不尽相同的风格，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化

因地域而异的生态特征。

一、洞庭东山民居建筑的人文环境

东山镇及周围的村落古宅第十分集中，

大都是明清建筑，民国所建已是少数。这些宅

第曾有 200 余所，目前残存的古宅第遗迹尚

有 52 处，其中凝德堂、绍德堂、明善堂、念勤

堂、瑞霭堂、裕德堂、椿桂堂、秋官第、数裕堂、
遂高堂等处被列为县、市、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922—1925 年建成的春在楼则是保存最

为完好的近代东山富商宅第。在 82 平方公里

范围内集中如此多的古民居，不但因为当地

多富商，也与东山特殊的建筑风尚有关。
东山“地狭人稠”，所以外出经商成风，形

成了有能力建造豪宅的富商群体。东山原为

太湖中的岛山，以山体为主的岛上可耕之地

甚少。明代东山人王鏊曾官致文渊阁大学士，

他在《震泽篇》中说东山“地狭人稠”是恰如其

分的。他曾统计，嘉靖初年东山有 11037 户，

37070 人，人均山林田荡只有 1．4 亩，靠田地

山林难以致富。所以，东山人自北宋起就开始

外出做生意，到明清时期随商品经济繁荣，外

出经商更是蔚成风气，“民生十七八，即挟赀

出商，楚、卫、齐、鲁，摩远不到，有数年不归

者。”①他们与洞庭西山商人一起被冯梦龙称

为“钻天洞庭”。到明代中叶，洞庭商人已成为

与徽商、晋商、闽商、陕商同样重要的商人集

团。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经营的

商品包括获利丰厚的布帛、粮食、蓝靛、木材、
槽坊等五大类，直至从事钱庄、银行等金融

业。巨额利润使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在东山建

苏州东山古民居建筑装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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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王鏊《震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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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极为豪华的宅第。
东山历来注重住房的建造，富商官宦之

家更是竭尽能事。由于太湖边风雨激荡，茅屋

难以抵御，所以东山多数民房大都由砖瓦建

成，即使平民也是如此，富户建造高垣大屋顺

理成章。同时，当地的习俗是“家家世代守着

祖屋。如果子孙繁衍，住居偏窄，那么就在祖

屋左右扩建，或者在别处另建房屋，但祖屋则

由嫡长子继承居住，绝无毁坏的道理”。①这就

是东山明清故居较多的重要原因。这些建筑

大都雕梁画栋，极为注重装饰。明末著名文人

杨文聪游览东山翁氏宅第后赋诗道：“东山大

贾接高垣，刻石如泥玉作门。连袂大提无一

事，阿头客到看翁园。”②

离乡的游商最终叶落归根，回乡大兴土

木。洞庭商人善于外出经商，有的在外达 20
余年甚至 40 年，但一般在家乡娶亲，并把家

眷留在东山，所以一旦生意成功，中年或老年

时必然回到山林秀美、湖光诱人的家乡，并大

造宅第颐养天年。他们在豪华宅第中或侍弄

花草，或雅集会友，过着与世无争、悠闲富足

的生活。正如明代《具区志》所说：“诸山风俗，

去古未远，独东山近时则不然。富者以赀相

高，鲜衣精餚，峻宇雕墙，叠石筑池，以供娱

乐。”
以上种种人文环境，造就了东山庞大而

豪华的民居建筑群，它们不但屋宇高大，而且

装饰极为讲究。

二、东山民居建筑装饰的地域特色

东山民居建筑装饰主要是建筑外部的砖

雕、石雕、灰塑，以及与建筑结构密切结合的

彩画、木雕。它们总体上属于苏州建筑装饰体

系，不但具有吴地特征，还有鲜明的民间性，

同时也体现了中晚明开始的文化转型期的时

代特征。
首先，具有鲜明的吴地特征。这些装饰不

但与苏州明清建筑装饰属于同一个体系，而

且与苏州艺术风格相互勾连。
一是装饰材料取于当地。明代苏州陆墓

御窑所烧青砖质地优良，适合砖雕，一般以

1000C°火候的砖较实用。苏州善制水磨青砖

这一优越条件使砖雕成为苏州建筑装饰的一

大特色。它不但防火，而且色彩温雅，与粉墙

黛瓦的苏州建筑极为协调。所以，东山民居建

筑装饰最多也是最精细的就是砖雕，甚至整

个门楼的构件都用水磨青砖制成。除砖雕外，

还有一些石雕部件，所用是当地盛产的太湖

青石，质地细腻坚韧。木雕用材除了坚硬的榉

木，细部小木作常用当地的银杏木。
二是装饰风格同属苏式体系，突出的特

点是优雅、精细而柔美，与业主休闲舒适的生

活情趣相适应。如包袱锦彩画，是江南民居常

见的装饰，东山殿新村凝德堂晚明彩画是规

格较高、保存较好的一处遗址。它的花纹秀丽

如锦缎，虽然装金，但彩画均在梁枋桁檩之

上，丝毫不破坏门窗柱墙的朴素简约，显出一

种优雅。东山十分多见的石雕，也有仿包袱锦

彩画的样式，在门枕石刻、门楣石刻中皆可

见。砖雕则多层次、重细节，飘逸的草叶和绶

带、蝴蝶与花草的组合与苏州刺绣如出一辙，

完全是苏州艺术的风格。
同时，有很强的民间性。无论是苏州府城

还是洞庭东山，明清豪华民居大都是商人、致
仕的官宦所建，建筑装饰自不受官制制约，反

而深受民间喜好的影响。
一是吉祥图式的泛滥。以吉祥图式代替

吉祥文字和吉祥语在宋代已现端倪，而明代

中期随市民意识兴起则掀起了吉祥图式的装

饰浪潮，江南的苏州、徽州是重要的策源地，

建筑装饰、织绣图案、陶瓷装饰以及各种器物

装饰都争先恐后地采用吉祥图，内容包括人

生的各个层面，以祈吉纳福、多子多孙为中

心。这一时尚迅速风靡全国各地、社会上下，

并从此几乎统摄了整个中国的装饰艺术。所

以，从苏州府城到东山岛，民居建筑装饰几乎

无一不彰显吉祥富贵、多福多寿。尤其是祝寿

主题遍及所有的古宅，寿字、仙鹤、寿桃无处

不在，这或许与业主差不多都是颐养天年的

富人有关。他们已是腰缠万贯，谁不想永享富

贵呢？

二是新装饰主题新装饰手段的成熟。汉

代描写人物场景的画像石在江南极为少见。
而在市民文化日益高涨的时候，民间传说的

①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l5 页。
②转引自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l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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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佛神仙、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脍炙人口的戏

曲故事也一起来到建筑装饰园地。我们不难

看到，明代江南建筑彩画不见情节性的人物

故事，清代中期之后才有所突破，可见明代及

其之前的彩画延续了历史上的功能，以装饰

为主。而砖、石、木雕虽然历史悠久，但大量用

于民居装饰始于明代的江南，而它们恰恰善

于以浮雕、高浮雕乃至圆雕表现多层次的人

物场景，“三雕”虽然依附于建筑，但却各自成

章，门楼砖雕的上枋、下枋、兜肚，以及梁上木

雕的翼形棹木（形如古代官帽两侧的纱帽翅）

都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观赏主体，从而为表

现新兴的主题提供了新的手段。

三、东山民居建筑装饰的乡土特色

东山古民居装饰既是苏州的又是时代

的，同时，它也离不开乡土文化的温床。东山

上古已有人烟，据传与大禹治水有着渊源，几

次北人南迁带来了中原礼教，宋廷南渡时不

少仕宦之家迁到东山，如少保叶梦得、驸马郑

钊皆落籍东山，即所谓“逮夫唐宋，氏族来自

中原，文物渐兴”。①而东山与咫尺之遥的苏州

府城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地方文化和民俗。这

是因为洞庭东山曾是四面环湖的岛山，外出

必须乘船，往返苏州也需一日。这种相对封闭

的小环境使当地古老的风俗民情得以延续，

并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建筑装饰中来。
首先是商儒结合的装饰观念。虽然东山

人善于外出经商，但功名和金钱却是东山人

难以取舍的两种人生选择。清代有记载说：

“东洞庭山弹丸之地，……田地不足于四五万

人之耕种，出息不足于六七百家之用度。故为

农者十之二，为商者十之八，为仕者寥寥也。”②

其实，东山读书人并不少，明代中举人以上有

16 人、清代中举人以上有 27 人。东山读书人

或因为养家而弃儒从商，或科举不第愤而弃

儒从商，有的初识文墨就外出做生意，对他们

来说，儒贾虽然殊途，但都是为了谋生以侍奉

父母，所以，业儒业贾并没有多少区别。在这

种观念影响下，经商就成了多数人的选择，其

中不乏生意成功而家财万贯者，正是他们造

就了东山成群的豪华民居。然而，在重农抑商

的社会里，商人的社会地位历来不高，这种遗

憾是金钱难以弥补的，所以，商人附庸风雅、
结交文人，甚至收藏书画古董就大有人在。
《洞庭东山万氏宗谱》记叙一位名为万格的商

人，“年十五贾，五十家居，闲则呼朋选胜，浮

白赋诗，徜徉泉石几十年”。“80 多岁的邱特

三平时除了摩挲字画，就是到罗春阁中听弹

词”。③总之，既商又儒、先商后儒似乎是东山

明清时期的社会风气。这种既商又儒，包括寄

科举进仕的希望于子弟的情绪，在建筑装饰

中都有意无意地显现出来。
一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必定胜天”吉祥

图。在不少东山民宅都有以一支笔、一个金银

锭和方胜的组合，当地人称为“必定胜天”，也

就是以谐音寓意“必定取胜”。凝德堂彩画明

间正脊中央，即以此为主体图案。明善堂砖雕

内门楼门楣石刻、两处影壁下侧砖刻也都是

这种图案。明善堂大门门楣中央砖刻则是以

锭和方胜结合的“一定取胜”图案。“凡是较大

规模的建筑物，往往在明间正脊处多有这种

图形，这已成为东山地区建筑的特征”。④笔与

读书求功名相联系、锭与做生意得金钱相联

系，两者皆是出头之道。金银锭的样式还在东

山和苏州被做成糕点“定胜糕”（也称“定升

糕”），旧俗春节要互赠馒头和定升糕以祈吉。
二是变体的“一路连科”。“一路连科”原

是由一只白鹭和莲叶荷花组合的寓意图案，

象征连中科举。在明善堂照壁基座石雕装饰

中，出现两组“一路连科”，所反映的读书进仕

愿望一目了然。但明善堂大门两侧却有由多

只白鹭、荷叶莲花及鱼组合的青石浮雕，合计

共有九只鹭鸶、一条鱼以及多组荷叶莲花，显

然是“一路连科”的变体。明善堂主人当然已

无法向我们解说它的含意，但不难猜测，九只

鹭鸶似乎象征四出经商的“钻天洞庭”，结果

是“连年有余”。按民间的思维习惯称之为“路

路连通”，想必是合乎房主愿望的。白鹭在吴

地还与古老的民俗有关。据明代王 登《吴社

编》记载：“吴风淫靡，喜讹尚怪，轻人道而重

鬼神”，每到春夏之交便有各种民间出会，场

①转引自《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乡志类稿·风俗》，301 页。
②③转引自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l42 页，l50 页。
④薛利华主编：《东山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l991 年，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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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宏大、人数众多。“入会之人，裙襦衫帻，衣

裳楚楚，红殷翠鲜，香熏粉傅，鬓上则簪白鹭，

羽翦彩花，雪丝红艳，翩翩可观。”①晋人郭璞

注《尔雅·释鸟》、清人厉荃《事物异名录》都说

到，帽饰白鹭羽毛是江东古来有之的习俗，显

然视白鹭为吉祥物。
三是直白的赢利心理。经商就想赢利是

合情合理的，何况商场竞争激烈，东山人也有

穷其一生而不得志者。所以，直截了当追求钱

财的心理难免要表现在住宅的装饰中。最典

型的是有的宅院中放置着成对的青石雕刻大

元宝，雕刻精致、花纹密布。放置石元宝应当

与苏州年初五接财神（东山称“献路头”）的习

俗有关。“路头菩萨”可能是传说中的“行神”，
也就是掌管东南西北中五方路途的“五路

神”。东山人外出做生意希望路途畅通，所以

崇拜行神。商路畅通才能财路畅通，久而久

之，路神就转化为财神。传说年初五是财神生

日，各商家店铺半夜举行仪式把路头神接回

家。一般在大厅供上香烛、猪头三牲和五路财

神纸马。米行则用四只扬匾堆砌成元宝形状。
斋供后烧纸马和纸元宝，放鞭炮，接着喝路头

酒、吃路头面。为了路头神不被其他人家接

走，所以仪式往往提前到初四夜间，所以也称

“抢路头”。
其次是融入了淳朴民风与“和合”精神。

东山人虽然善于经商，但当地的民风始终比

较朴实。据当地文人分析，这与中原移民带来

的礼仪有关，“士笃於行，女安於室，淳厚之风

蔼然。”②而且尊老扶幼蔚然成风。所以，洞庭

商人在外相互提携，世称“洞庭帮”；在家则重

慈善惜乡情。各家族大都建有族田、义庄，收

入用来赡养穷苦鳏寡。到解放初，东山 5 个乡

就有义庄 7 个，占田 7170 亩；族田 966 亩。③

淳朴的民风必然造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家族

中的矛盾往往能内部调解，很少诉诸官府。一

种“和合”精神弥漫东山，在古宅第装饰里，祈

愿和合的象征图式同样时时可见。
明善堂砖雕门楼及两侧的塞口墙的斗拱

垫都是荷叶，共达 63 件；前院砖雕门罩斗拱

垫一列 7 件荷叶；大厅梁枋的柁墩木雕还有

18 件。同时，东山凝德堂也有木雕覆盆式荷

叶陀墩。这种装饰在苏州早有传统。元末明初

张世诚父母合葬墓银镜架横梁中就可见一个

覆盆荷叶。各地有以莲荷为题材的建筑装饰

也不少见，绝大部分荷叶仰起而蓬勃。为什么

东山的荷叶装饰用覆盆式？吴语称莲叶为荷

叶，而明善堂所有 95 件荷叶垫板中，只有 4
件是仰面小荷叶与荷花，绝大部分是覆盆式。
荷叶谐音“和”，覆盆象征“合”，“和合”的寓意

显而易见。同时，和合精神与苏州的渊源离不

开关于寒山、拾得（和合二仙）的传说。苏州有

寒山寺，所以苏州人相信“和合二仙”就是寒

山寺两位古代高僧，民间婚礼甚至有拜和合

二仙的习俗。民国早期建造的春在楼 （雕花

楼）砖雕门楼，垂柱上方就是寒山、拾得二仙

圆雕像，又一次证明苏州与和合二仙的渊源。
第三是透露出花果鱼米之乡的丰收祈

愿。东山古宅第装饰还出现了一些充满“土

气”的乡土题材，这些题材往往与农民、渔民

的生活关系密切。而东山依山临湖，土产丰

富。清人程思乐的《太湖风土论》说：“盖地本

富饶，不惟外贸者，素多殷实，即山居小民，亦

莫不各有田园花果、鱼池蚕桑之类。在春则有

碧螺新茶之利，在夏则有枇杷、杨梅之利，在

秋则有水蜜桃、白露酥之利，在冬则有橙、桔、
栗、柿之利。他如鱼、虾、蟹、蚌、芡、菱、莲、藕、
莼、茭等类不可胜数。”④

一是与水乡渔民生活相关的题材登上高

堂。明善堂荷叶斗拱垫中往往包裹着水产物，

有鱼、虾、蟹等，其中有水产物的 11 件，鱼 5
件、虾 2 件、蟹 3 件。太湖产鱼，品种繁多，尤

其是鲈鱼十分鲜美。吴中鲈鱼以松江所产最

有名，太湖同样盛产鲈鱼。而且太湖莼菜脍鲈

鱼才最美味，此菜两晋即已闻名，并有成语

“莼鲈之思”。当然，鱼的谐音“余”是许多人的

追求，它的吉祥意也就蕴含其中。虾蟹也是湖

中名产。江南螃蟹作为秋后美食早已为世人

所知，同时，蟹也是科举及第的象征。蟹中大

者称为“黄甲”，科举甲科及

①（明）王 登：《吴社编》，《笔记小说大观》第 4 编第 6 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4 年。
②（明）王恕撰《王端毅公文集》，济南：齐鲁书社，l997 年。
③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l21 页。
④转引自薛利华主编《东山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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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乡志类稿·风俗》，315 页。

第名单用黄纸书写，也称“黄

甲”，所以，鲤鱼跳龙门的图像常有蟹作伴就

是象征科举及第。东山清代粹和堂砖雕门楼

兜肚雕一只大蟹，其象征义十分明显。有趣的

是明善堂门楼砖雕还有蜻蜒、蜜蜂、螺丝、青
蛙穿插在荷叶间，好像是湖边的田园风光，反

映了明善堂主人浓郁的水乡情结。
二是地产山果同样跻身吉祥物之列。东

山多丘陵，出产各种山果，它们既是果农的生

财之道，也是当地祭祖献神的供物，有时还与

俗尚有关。如 1987 年苏州三元新区元代石椁

墓出土的“灰陶琵琶供器”，在大如真果的六

十八颗枇杷果实间缠绕有十余瓣枝叶，错落

有致。在立夏那一天东山妇女各插一枚青梅

于鬓；端午节不但家家悬神符，还供蜀葵、石
榴花，妇女头上都簪艾叶、石榴花。①东山还产

桔，其中的料红桔藏至春节则更红艳，常用来

祭祖。所以，不少宅第装饰离不开地产的山

果。典型的可见王鏊宰相故居慧和堂照壁砖

雕《九狮图》，长达 l3 块青砖，两头各 3 块砖

刻瑞兽、瑞禽和花果、祥云，依次是松鼠与桔

子、黄鹂与石榴、喜鹊与石榴、练雀与枇杷、喜
鹊与桃子、绶带与杨梅，既有吉庆之意，又有

地方风情，而且刀工细腻、层次复杂、形象生

动，是明末清初苏州砖雕的代表作。

（上接第 73 页）

①“纪连海跟相声大师刘宝瑞学过，他坦率地说在‘讲坛’上他把历史当相声说：‘这个过程让我非常陶醉。’”马靖培：《“故

事化”带来的成功》，《新闻知识》2006 年 10 期，第 32 页。

从“家庭”转移到“胡同”。梁左之后，中国电视

情景喜剧的创作模式基本被奠定，虽然有种

种差别，但设定一个日常生活共同体意象，然

后再由相声艺术来点化其生活节奏与情趣的

模式则是一致的。2004 年，另一部以相声为

骨架的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由天津相声

名家父子杨少华、杨议制作完成。作品甫一播

出，好评如潮，原因也在于抓住了相声艺术通

过电视媒介实现“日常生活再生产”的秘诀。
除情景喜剧之外，电视与相声的关系日益密

切，音配画相声、电视栏目相声、相声小品，甚

至《百家讲坛》中都有了相声的影子①。电视与

相声的良好合作也启发了其他媒体与相声的

联姻，冯小刚的贺岁电影、赖声川的剧场相声

以及当前非常红火的娱乐话剧等，都有意无

意采用了相声的某些元素，事实证明都是成

功的。

“日常生活再生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

础所在，在此意义上，相声艺术与新媒体的联

姻实现了消费时代相声艺术产业发展的新契

机。在新“剧场”相声的捍卫者来看，相声艺术

打散本来面目星散于形形色色新媒体中，这

是一种堕落。然而，这一批评却忽视了相声艺

术产业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维护形式，而在于

产业发展与相声艺术中日常生活之守护－创

造的互相激发，共同生长。新媒体以其媒介隐

喻的缺席，解放了人们通过媒介实现认同创

造的热情，为相声艺术日常生活经验的持存

提供了空间；反之，相声艺术通过将自身星散

于新媒体经济框架之中，而非仅仅独自成为

一个产业实体，以此实现了对于当代日益壮

大的媒介经济的搭乘，最终将实现相声艺术

产业从“卖艺”、“卖票”到“生产生活”的巨大

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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