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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西山仁本堂建筑雕饰艺术的 
文化特性分析① 

郑曦阳 

(南京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摘 要 ：本 文通：C~N-苏州 西山仁本 堂建 筑雕 饰 艺术文化 特性 的分析 ，认 为地 区人 文环境 

的差 异是 吴地建 筑雕饰 艺术 在表 现形 式上 有别 于 其 它地 区重要 的原 因之 一 ，在 现 代城 市环 

境 建设 中，不能 简单地使 用传 统符 号 ，而是要提 取地 区文化 的精 华 ，将 地 区人 文文 化 与现 代 

城 市环境相 结合 ，这样 才能避 免 千篇一律 的城 市形 象的 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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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ve 

Carving in Renbentang of Suzhou 

ZHENG Xi——yang 

苏州西山徐氏仁本堂是一处占地约3亩，深藏于苏州太 

湖洞庭西山堂里古村中的百年古宅。仁本堂主体建筑分老屋 

和新屋两块，老屋居东侧，新屋在西侧，整体建筑依山势地形 

而筑，坐北偏西，面朝东南。老屋最多时达五进七落七天井 ，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存的建筑已不多；新屋与老屋之间用一条 

备弄隔开，三进五落，二十底十六楼。根据徐氏族谱记载，仁 

本堂老屋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清中期乾隆年问，堂里新二支族 

人徐治堂、徐赞尧在清康熙明式祖屋上，翻建、扩建住宅，到清 

道光元年正厅竣工，取名“仁本堂”，意为“以仁为本”。正厅 

前与后厅前，原各有一座精致砖雕门楼，正厅门楼的门是有钉 

的石库门，门楼上刻有“世德永承”四字，可惜的是正厅及其 

砖雕门楼在 1978年被拆毁 ，现在只能通过地面铺设的青石以 

及六个青石磉板，才能隐约看出正厅原有的气势。现存后厅 

门楼上刻有“礼为教本”四字。取《颜氏家训》中语，是徐氏家 

族的治家准则。仁本堂新屋建造的年代为清咸丰年间，是徐 

氏族人徐谨之花费多年的心血建成的住宅。整体建筑由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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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后大楼、四座厅堂、两座花厅、书房、一座双层走马回廊以 

及库门间、备弄、灶间、井场、厕屋等附房组成，总建筑面积约 

2500平方米。在整幢建筑中雕刻构件约有3000多件，其内容 

或山水风光、花鸟鱼虫，或典故轶闻、戏文故事，每一件雕刻都 

与建筑浑然一体，且形象生动，造型丰富，雕刻手法多样，其建 

筑形式及其建筑装饰都富有浓郁的中国文化与地域特色。 

一

、仁本堂雕饰艺术背后所隐含的儒家观念 

从先秦时期开始，汉民族文化就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的 

束缚，在思想领域中奠定了以孔、孟主张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和 

以老子、庄子学说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在中国文化漫长的演 

化发展过程中，虽有外来文化不断的渗透，但是儒道思想一直 

都是传统文化的基石。这种思想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 

左右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孔孟之道的精髓是“内之莫大于仁， 

外之莫急于礼”，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儒家学说中强调“礼”的纲常与秩序，认为“礼”是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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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下对人世间的生活、情感建立的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 

序限定和制约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生活行为以及思想 

情操，在儒家礼学体系中，这种人伦关系的核心是父子、君臣 

关系，它们分别代表了家与国的两个方面。因此，这种礼制通 

过“家”、“国”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建筑 

形式产生制约。从春秋历经秦、汉、唐、宋到明、清，各个朝代 

都对建筑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形制，《明史》中就记载：“庶民庐 

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棋，饰色彩 
⋯ ⋯ 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 ，不在禁 

限”。一般来说，普通民宅禁用斗棋和排山勾滴与琉璃，正房 

不得超过三开间，且开间数和门的色彩也不能随便僭用。在 

儒道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仁本堂主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虽是成功 

的商人，但是在儒家礼制的眼中，他们不过是地位卑微的从商 

之人，在构筑宅院时，只能按相应的营造等级进行建造。所以 

作为财力丰厚但地位不高的商人以及那些没有官阶的文人和 

等级不高的官人宅第在不可逾越的封建建筑形制面前，只能 

另辟途径，在建筑装饰上下工夫，运用一些没有等级制度限制 

的砖、石料、木料等普通建筑材料、装饰工艺和图形，通过巧妙 

的图案设计与精繁的雕刻工艺来规避形制限定，同时又能显 

示出他们与一般庶民不同的富有身份与审美情调，满足他们 

精神上的需要。由此，建筑雕刻由用于宫廷殿阁的装饰转而 

盛行于民间宅地，在遍地商人的苏州地区就有“无雕不成屋， 

有刻斯为贵”之说。这也是仁本堂之类的建筑以雕刻艺术作 

为空间主体装饰的原因。 

图 1 

比较晋商宅地雕刻装饰中显示出的张显荣华，求取富贵 

的商人文化，仁本堂建筑雕饰则体现了苏州地区文人的儒雅 

风范和好儒求禄、恪守礼法的儒家思想。儒家哲学认为“仁” 

是做人的根本，人的行为只有符合仁道才能有人道，《中庸》 

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实际上是讲“仁”是以爱“人”为起点 

的圣贤之人的道德标准，只有用“礼”才能来梳理以仁爱、尊 

贤为内容的社会秩序。因此，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仁爱、尊贤、 

守礼成为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儒家的人格思想使得中国 

的知识分子努力追求个人在道德修养上完善，追求理想人格 

与审美人格的交融，一方面，强调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对社 

会的责任感，以读书求取功名为人生第一大任务；另一方面， 

当仕途不畅时，往往在困境中，强调体现自身的高尚品格。正 

如<孟子 ·尽心上》中说的那样“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 

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因此，古代读书人 

总是在现实社会与理想世界之间徘徊。从仁本堂所处的文化 

环境来看，苏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之地，儒学思想在 

这里有很深的根基，从这座府宅“仁本堂”的命名中，可以感 

受到儒家的“仁”、“礼”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任本堂主人们的人 

生观中。他们虽然没有在仕途上“得志”，但这不影响他们对 

理想人格的追求。从任本堂厅堂里处处出现的以梅、兰、竹、 

菊为主题的建筑雕饰中，可以看到文人的人格理想与审美情 

趣在自然物体上的移情与表达。而位于仁本堂老屋后厅的以 

“礼为教本”为内容的砖雕门楼字牌以及已被毁的前厅门楼 

字牌“世德永承”则最能直接反映这种以儒家思想为自我约 

束的人格陶养。仁本堂的主人们虽经商有道，但是读书求得 

功名仍是他们认为的人生第一大追求，也是最能光宗耀祖的 

资本，虽然在现实的社会中，这种人生理想未能实现，但是他 

们也寄望于未来能实现这种殊荣。因此，在建筑雕饰的吉祥 

选题上，出现以读书、进爵为吉祥寓意的雕刻图形和以“衣锦 

还乡”、“状元游街”为题材的门楼兜肚砖雕。这些都反映了 

儒家观念对建筑雕刻艺术的影响。 

二、仁本堂建筑雕饰艺术表现出的地区文化理念 

由于历史原因，道家的“隐逸”哲学在吴地有极深的影 

响。元代太湖流域的文人在蒙受异族压迫，仕途受阻的严酷 

现实面前，选择了回避现实 ，归隐山林 ，沉湎书画的隐逸生活， 

形成了以苏州、吴兴为中心的庞大的文人画家群体；到明代初 

期又由于朱元璋因苏州地区人士对张士诚的支持，而对此地 

文人有意进行政治打压，迫使他们断绝了功名之恋。这种外 

部环境因素使得文人们在思想上逐渐倾向于最富艺术气质的 

道家哲学，<刻意》中所描绘的“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 

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的隐士 

生活和思想几乎就是此时吴地文人看破仕途，洁身 自好 ，不愿 

同流合污，追求理想精神世界心情的真实写照。而陶渊明式 

隐居深山的生活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是不现实的，于是吴 

地文人更多地是将隐逸思想物化，更多地偏向于建构一种城 

市山林的现实生活。对于“隐逸”的含义有了更多的理解 ，除 

了陶渊明式的山林之隐，更多的人选择了朝市之隐和“心存魏 

阙”之隐。而明清以来繁荣的苏州商业，使得文人们也能通过 

书、文、画的交易，满足生活上的必须，同时又不失较高的社会 

地位与精神追求。正是如此 ，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们选择了 

一 种以追求“乐逸无忧患”为人生理想的“市隐”的书画生活， 

同时也造就了具有“隐逸”色彩的吴文化与吴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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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苏商与徽商在宅地建筑装饰中的差异，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地域文化对建筑雕饰艺术产生的影响。以砖雕门楼 

为例，同为南派风格的建筑砖雕，徽派建筑砖雕门楼外观华 

丽，图形繁琐，注重层次变化和门楼的气势。门楼砖雕一般都 

位于宅院的大门处 ，重在显示家族的显赫与富有。而苏派砖 

雕门楼则位于内宅，面朝大厅 ，门楼砖雕构图以字牌为中心， 

字牌内容多是具有文人气质的经典章句，砖雕门楼小巧细腻， 

秀气精致，如不进入宅院，外人是无法看见的。一个“显”，一 

个“隐”，建筑装饰中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倾向。虽然苏商与徽 

商在总体上都属于亦商亦儒的儒商，但徽商在思想上更多地 

受宗族伦理思想的影响，儒家的道德与秩序左右着他们的审 

美，建筑砖雕门楼在整个建筑空间中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 

显示家族兴旺与家族凝聚力的符号，因而建筑雕饰中所体现 

出的是一种外向的“显”。 

图 2 

相对徽商而言，苏商在思想上明显受吴地文人“隐逸”思 

想的熏陶，在建筑语言中体现出一种“市隐”的心态。老庄哲 

学的“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审美思想以及阐宗美学 

“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色空观，在吴 

地建筑及其装饰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建筑雕饰的装饰与 

分布中就体现为外简内繁，明朴暗奢的装饰格局。从仁本堂 

的建筑雕饰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仁本堂整体建筑外观朴素 

淡雅，掩隐于一片民宅中，毫不张扬。但是当你走进宅院，从 

屋檐、梁柱、围栏与门窗上繁复精细的雕刻中，就能够体会出 

当时主人的富有。仁本堂最精工细雕的门楼是面朝后厅的砖 

雕门楼，最奢华繁琐的雕刻空间是作为内府女眷生活 区的东 

花厅，这些建筑雕刻部位分明在暗示 了一种“隐”的文化观 

念。 

不仅如此，在整个空间的雕刻装饰里都可以嗅到浓浓的 

书卷味与“市隐”气息。在新屋东西两花厅的庭院照壁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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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字牌雕刻的装饰形式来体现一种文人意境。位于东花厅 

与西花厅天井南墙上端的砖雕字牌匾额的额文分别为隶书篆 

写的“采焕尊彝”与行书篆写的“花竹怡情”四字，年款也分署 

“咸丰乙卯桂秋上浣”与“咸丰乙卯盛夏”，字牌四周均以梅、 

兰、竹、菊结合云纹、万字纹装点边框，刀法细腻流畅，整个院 

落字牌与建筑及人-r,,J-,景相映成趣，别有一种清雅与精丽。 

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为文人们勾画了一个理想化的田园 

草堂式的生活模式，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一直以来都为文人 

世界所崇尚，并视为精神的最高境界。仁本堂在新屋的建筑 

雕饰中运用一些村野常见的南瓜、丝瓜 、葫芦、豆荚、蜻蜓、蚱 

蜢 、知了以及蝴蝶等乡间常见的蔬菜与昆虫为表现对象，作为 

建筑的装饰以及吉祥寓意的表达载体，在某种角度上表达了 

主人对文人境界的崇敬之情和对“隐逸”文化的认同感，同时 

也反映出主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不俗的人文欣赏品位。 

三、仁本堂建筑雕饰艺术交汇了清代苏州民居 

建筑雕刻文化的特点 

仁本堂建筑雕饰在苏州众多的园林古建中并不是特别突 

出，但它集聚了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四朝的建筑装饰风 

貌，这在苏州地区的古民居中是不多见的。在其建筑雕饰的 

形式与工艺上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清代苏州建筑雕饰的文化 

特色，也体现了苏派建筑 ，即苏州香山帮建筑装饰工艺的特 

点。 

图 3 

仁本堂老屋后厅与“见峰楼”采用的建筑结构含有苏州 

民居明式结构的特点。年代应属于清代早期的康熙时期，梁 

柱上没有太多的雕梁画栋，整体空间注重造型的简洁，檐 口没 

有太多雕刻，只辅以一定的线脚，梁上雕刻以线条为主，自然 

流畅，体现了明末清初挺秀简洁的建筑装饰风格。(图 1)而 

建于乾隆后期的老屋后厅砖雕门楼在门楼结构和雕刻上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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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清乾隆嘉庆时期的雄健与厚重，门楼在样式与风格上采 

用了乾隆时期的流行式样，硬山式的顶檐，仿木结构的六座两 

挑一字斗棋，上枋、字牌、下枋呈现的倒阶梯状，层次分明；上 

枋下处象征万代瑞和吉祥的方勾云纹结合花草纹的透雕挂 

落、以几何形回纹作装饰的边框和字牌左右侧以“衣锦还 

乡”、。状元游街”为题材的兜肚砖雕，集浮雕、透雕、线刻与圆 

雕与一身，尽显清代砖雕文化鼎盛时期雕刻手法的多样性。 

(图2)虽然建于道光元年的老屋前厅已被毁，但前厅青石地 

面的拼接文饰也显示了当时高超的施工技艺。尤其是建于咸 

丰年间的新屋建筑装饰雕刻，处处都清晰地体现了清代后期 

苏州地区精繁华丽的建筑雕刻特征。(图3，图4)在仁本堂新 

屋中，无论是刻于门扇、窗扇上的山水风景和瓜果花鸟，还是 

雕于横粱上的花卉卷云和如意瑞兽；无论是檐口雕满祥云纹 

饰的牛腿撑、荷花纹样的垂花柱、兰草挂落；还是刻于天井内 

的典故砖雕；在造型与工艺上都透出一定地方文化特色与时 

代性。在雕刻图形的构图造型上。明显受当地文人画风格的 

影响．形象秀逸飘洒。最典型的是位于新屋东花厅楼下的门 

扇上的山水裙板雕刻，每幅山水都分近、中、远三段来表现，近 

景或为一桥，或为一牌坊，或为一船，或为一树，刻画细腻；中 

景多为楼字建筑，在山影树掩中展露一角，或者空白其问，好 

似一汪碧水穿插其中，叫人回味无穷；远景则一律为祥云缠绕 

的崇山竣岭，其山形都具有南方山形的圆润之态。从山水雕 

刻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雕刻工匠在构图、图形表达上受到当 

地文人山水书画的深厚影响，或者说在构图与表达上雕刻工 

匠翻抄了当地文人画家在山水书画上的表现方式。黄公望在 

<画山水诀)中提出平远、阔远、高远的三远说。吴地文人画家 

的山水作品莫不受此影响，以至于工匠在雕刻山水时也以此 

作为创作的依据，东花厅楼下门扇上的山水装饰雕刻也充分 

体现了这种山水表现的格律，可见当地文人画风及文人思想 

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之大。 

清代后期，由于西方文化与生活产品的不断渗入，对当时 

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及审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 

些西洋生产的用品，成为当时社会标榜财富的奢侈品。苏州 

作为当时的商贸重镇，官商云集，财富集中，不可避免地受到 

这种文化渗入的冲击。在工艺技巧上，任本堂新屋雕刻明显 

显示了清代后期苏州“香山帮”建筑雕刻工匠在雕刻表现上 

接受了一定西方绘画雕刻文化影响的痕迹，在雕刻中更加注 

重形象的真实性与立体性。在工艺上也能与时俱进地结合一 

些新材料，像玻璃等新事物，进行雕刻创作。在咸丰年问修建 

的新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玻璃与传统木结构雕饰间产生的和 

谐造型，感受到这种流行于清代后期的时尚之风，这些都体现 

了清代后期苏州地区在建筑方面不因循守旧，接纳新事物的 

人文特色。 

四、结语 

一 幢古民宅就像一部书记载着历史的痕迹，也记载着前 

人在人居环境上集生态、人文、规划、建筑于一体的设计智慧。 

仁本堂的雕饰艺术反映了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地区文化 

和时代理念融合在一起的人居构想，反映了地域人文与建筑 

环境的有机结合，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苏州地区人居环境的文 

化特点。在环太湖地区还：fi-i~=多像仁本堂这样散落在古村落 

中的古民居建筑。虽然他们在社会上并不出名，但是他们同 

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对这些建筑及建筑雕饰进行研究． 

可以为清代苏州地区的建筑文化研究提供又一有力的实物佐 

证，同时研究和整理这些建筑雕饰文化，一方面能使我们更好 

的理解它所赋予建筑的文化内涵。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吴文化 

的特征；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从中体会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传 

统文化中发掘出有利于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容。对仁本堂建筑 

雕饰文化的分析，让我们领悟到，在现代城市环境塑造时，既 

要保持和发扬地域文化与人文特色，也要适时地结合符合时 

代特征的设计元素，不是简单地使用传统符号，而是要提取地 

区文化精华，将地区人文文化与现代城市环境相结合，才能避 

免千篇一律的城市形象的出现，以设计出符合城市发展新要 

求的公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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