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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洞庭东、西山古村落选址和布局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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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村落与传统村落概念上存在差异。东、西山古村落布局的地域组合存在着四种类型，其选址大多在背山 

面水的特珠地形“山坞”和“湖湾”里，与 自然相处和谐 ，古地理环境优越，是理想的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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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苏州市政府公布的首批 l4个控制 

保护古村落中，有 11个分布在吴中区的东山和西山 

两镇，占苏州全市控制保护数的五分之四强，仅有3 

个古村落分布在苏州的其他六区五县。在漫长历史 

和独特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古村落，居然如此集中分 

布，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苏州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习称东山和西山，位 

于苏州西南滨湖地区。西山古称包山、林屋山，面积 

为82．36平方公里，是太湖中最大的岛屿，也是中国 

内湖第一大岛，主峰缥缈峰，海拔 336．6米，位列太 

湖七十二峰之首。东山古称莫厘山、胥毋山，面积为 

96．5平方公里，主峰莫厘峰海拔 293．5米，是太湖第 

二高峰，东北一西南走向，其山脉呈鱼龙脊背状，绵 

延起伏，气势雄伟。宋代，东山还是太湖中的一个岛 

屿，一百多年前才成为伸展于太湖的一座长条形的 

半岛①o在东、西山的山坞内和湖湾边，散落着几十处 

大大小小的古村落。它们靠山面水，选址独特，形态 

各异，环境优良，景观秀丽，并拥有大量的古民居、寺 

庙、祠堂、古桥、古道、古树和古井。它们是吴地文化 

的重要实物遗存，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不仅 

是苏州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一

、古村落概况 

(一)古村落的概念 

什么是古村落?刘沛林认为：“古村落或传统村 

落，又称为历史文化村落。主要是指宋元明清时期遗 

留下来的古代村落，村落地域基本未变，而环境、建 

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落。”②这 

里，刘沛林把古村落和传统村落以及历史文化村落 

划了等号。但我们认为，现存古村落已经数量不多， 

应该把面广量大的村落群体分为传统村落和现代村 

落两大部分，传统村落中那些古民居保存较好，且原 

有格局和环境尚未有较大改变的村落才能称之为古 

村落。有些传统村落内虽然还残存着一些古民居建 

筑，但原来的格局已有较大改变，村落内的环境和氛 

围已趋于现代化，显然不能人列。古村落与传统村落 

还是有其历史文化价值上的区别的，是否留有较多 

数量的文化遗存、是否保持古代村落的原有格局及 

风貌是两者的主要区别。我们可以把古村落看成是 

传统村落中的精华部分，且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 

进展而日趋消亡的部分，而把传统村落看成是介于 

古村落与现代村落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东、西山古村落中现存的古建筑与村落风貌大 

都为明清和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宋元时期的古建 

筑也有少量残存。保存较为完好并已列入市级以上 

控制保护名单的古村落，东山有陆巷、杨湾和三山 

岛，西山有明湾、东村、堂里、用里、东西蔡、植里、后 

埠和徐湾等。当然，两地一些传统村落中也有许多文 

化遗存，如东山的翁巷、金家湖、岱心湾、槎湾、西卯 

坞、白沙和西山的涵村、衙里、绮里、镇夏、元山、东 

河、后堡、前堡、秉场等等。对这些村落的定位，还有 

待于文物保护部门及有关管理部门作进一步的调查 

统计评价工作。 

(二)古村落分布集中，分布的地域差异明显 

东、西山的山体大致为东北一西南走向，当地人 

以山脊线为界把东、西山分为前山和后山两部分，而 

① 《江苏湖泊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6-7页。 

②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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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古村落大多分布在后山。究其原因，主要是前山 

地形开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开发较早，开发规模 

较大，建设性破坏的程度也较大，古村落演变消亡当 

然也较快，因此许多古村落已大多演变为一般的传 

统村落，甚至面貌一新成为现代村落。而西山与东山 

相比，交通更为不便 ，平地面积比重更小，在太湖大 

桥建成以前，经济发展缓慢，村镇建设规模较小，速 

度较慢，古村落的建设性破坏程度相应也轻得多。因 

此西山的古村落数量较多，分布分散，保存较好 ；而 

东山则数量少，分布相对集中。 

(三)东山古镇是东、西山古村聚落体系的中心 

从古聚落体系的角度分析，古城、古镇和古村构 

成古聚落体系三个不同的层次。成书于唐代的《吴地 

记》记载了原吴县的三个古镇，其中的洞庭镇和社下 

镇就在现在的西山和东山①。可见至迟在南宋时期， 

东、西山已经形成镇、村的古聚落体系。综合考察东、 

西山的古村落，笔者认为，东山古镇是东、西山古村 

落的聚落中心，苏州古城则是更高级别的聚落中心。 

据《东山镇志》记载，秦时，东山已有集市，隶属 

吴县。宋代，东山已成为较大规模的集镇。宋淳化五 

年(994)，东山从吴县划出，隶属浙西路湖州之乌雅 

县，南宋沿之。明洪武五年(1372)，东山从乌雅划归 

苏州府之吴县。明成化十八年(1482)，东山设巡检 

司。清雍正八年(1730)设太湖水利同知，驻吴江同 

里；清雍正十三年(1735)，太湖水利同知改为抚民 

厅 ，地点移驻吴县洞庭东山，名太湖厅 ，专理民事，为 

县级设置，属苏州府。乾隆中后期 ，西山民事亦由太 

湖厅管辖。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 

部攻占西山，次年二月又占东山，在此设东珊县，辖 

东、西山。清光绪三十年(1894)，曾议准在西山设靖 

湖厅，后来未及实施，东山古镇的中心地位没有改 

变。上世纪 5O年代，设立震泽县时，仍把县治设在东 

山②。1994年太湖大桥建成前，西山到苏州的陆路交 

通都必须经过东山摆渡。上述资料表明，历史上东山 

古镇多次作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 

推断它也是东、西山古村落体系的古聚落中心。 

二、古村落选址与布局特征 

(一)“山坞”成为古村落村址的首选 

东、西山古村落大多分布在当地称为“山坞”的 

地形之中。山坞是地质时期间歇性的山谷沉溺而形 

成的地貌单元，它与两侧的山坡有明显的角度转折， 

形如船坞，因而被称为山坞。它是谷底宽平、向外倾 

斜的一种特殊的谷地，其谷底堆积了较厚的沉积物。 

根据山坞坞体长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深坞与浅坞 

两类。深坞一般长度在500米以上，坞底倾斜在 5。 

上下，平面形态呈树枝状，有主坞和支坞之分，如东 

山的俞坞和西山的涵村坞；浅坞一般长度小于500 

米，坞底坡度为 7。一8。。由于浅坞地形隐蔽，冷空气 

不易在坞底积聚，坡度较为平缓，土层深厚 ，土壤肥 

沃，水热条件较好，植被茂盛，宜于耕种，与背山面水 

的湖湾一样，是丘陵山区最适宜人居之地，因而成为 

东、西山先民的首选村址。 

东、西山的古村落大多分布在浅坞内，仅西山堂 

里、涵村等古村分布在深坞内。查阅1：20000万的大 

比例尺地形图发现，东、西山古村落分布的海拔高度 

大多在 5米至 25米之间。令人惊奇的是，海拔 5米 

恰恰是太湖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位③，而始建于 

上世纪7O年代的现代村落——东山镇席家湖村却 

在 1991年梅雨期间部分被淹④，可见古人选址时已 

参考了对太湖洪水规律的认识；超过 25米海拔，显 

然对生产和生活不便。另外古村落大多分布在南向、 

东南向和西南向的浅坞中，分布在北向浅坞中的古 

村落只有西山的后埠和东村等极少的几个。 

(二)背靠山的“湖湾”是古村落村址的又一选择 

东、西山湖岸属岩岸，岸线曲折，湖湾众多。据西 

山镇志记载，西洞庭山除有22个山坞外，还有明月 

湾、消夏湾等湖湾21个。那些南向的湖湾，由于自然 

条件优越 ，景观优美，更是古村落的最佳选址。如西 

山的明月湾古村、东山的杨湾古村、叶山岛上的徐湾 

古村等。当然“湖湾式布局”大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往 

往和山坞或山体成组合布局。 

(三)古村落的形态特征与地域组合 

分析比较东、西山 11个古村落样本，根据其形 

态特征和地域组合，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布局形态： 

1．山坞团状和线状布局：呈内凹布局，坞口一般 

设有水塘或水井 ，植香樟树(风水树)，或建有祠堂、 

庙宇、寨门，古民居以此为中心，沿山溪延伸，依等高 

线分布，形成棋盘格式或树枝状民居格局。此类布局 

在东、西山古村落布局中最为典型，最为普遍，如堂 

里、涵村等古村。 

2．湖湾式布局：一般背靠山丘，村落民居大致沿 

湖湾展布，面向湖湾，平面呈“马蹄型”，村口挖有池 

塘，引太湖水流入，如明月湾、杨湾、徐湾、后埠等。 

① 《吴地记》：“吴县，洞庭镇在县西南一百三十里；社下镇在县西一 

百十里；木渎镇在县西南二十七里。”社下镇即今东山镇之古名。 

② 见《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③ 《吴中年鉴2000年》：“1999年7月6日9时，太湖水位达5．O8米， 

为有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 

④ 《席家湖村志》，香港文汇出版社，2004年，l7页，l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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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坞一山坞串状组合式布局：这是两个彼此 

邻近的山坞布局的组合，随着人口的繁衍，出于安全 

的考虑或是家族的联系，两个村落最终连结为一个 

大的村落，两坞之间有古街相通，主轴平面形态呈 
“

一 ”字型。最典型的村落为东、西蔡。 

表 1洞庭东、西山古村落布局类型表 

古村落布局 形态特征 古村落分布 

民居隐藏在山坞中，沿山溪 
山坞型 或支坞两倜分布，村落沿等 堂里、植里等 

高线呈内凹弯曲。 

背靠山丘，村落沿湖湾分布， 
湖湾型 徐湾、杨湾、明月湾 平面形态成弧形内凹，与太 

湖相距较近。 

山坞与山坞 村落沿山坞内山溪和等高线 
分布，主轴平面形态呈“一” 东、西蔡和东村 组合型 
字型。 

山坞与湖湾 靠山面水，湖湾背靠山坞，风 
组合型 水景色特佳，平面形态呈“马 角里、三山岛、 

蹄型”。 陆巷、后埠 

资料_来源：《西山镇忘》《东山镆忘》。 

表2洞庭东、西山古村落与附近山坞、湖湾分布一览表 

古村 古村落附近的山名、坞名 山坞或山体朝向 古村落所处的湖湾名 

堂里 缥缈峰、西湖山，水月坞 朝北 

植里 貌虎顶，山问谷底地 朝南 

后埠 圣姑山、禹期峰 朝北 后埠湾 

徐湾 尧天山、平山头 朝南 徐湾、西湾和东湾 

东、西蔡 缥缈峰，北邙坞、倪家坞等 朝南 消夏湾(现已淤塞) 

东村 柄贤山、贝锦峰，柄贤坞 朝北 

角里 平龙山、牛肠山，茅坞 朝南 角湾 

明月湾 南湾山、潜龙岭 朝南 明月湾(大明湾、小明湾) 

陆巷 陆巷山 朝西和朝南 

杨湾 蒉家山、演武墩 朝东南 杨湾 

三山岛 大山、行山、小姑山 朝南或朝东 

资料_来源：《西山镆 惠》《东山镇 惠》。 

4．山坞一湖湾组合式布局：这是两个不同地形 

单元之间的组合，山坞的坞口面向湖湾，山坞内的村 

落选址、布局与山坞团状或线状布局相同。此类组合 

以角里、三山岛最为典型。 

三、古村落布局的历史地理条件分析 

东、西山古村落布局为何大多选择在山坞与湖 

湾?我们通过实地考察、调查 l1个古村落，查阅方 

志、史料等手段，推断古代先民在选择村址时，主要 

考虑了以下因素： 

(一)山坞，特别是南向的浅坞具有优越的地理 

位置与地理环境 

东、西山的山坞一般都位于山地与滨湖平原的 

结合部，地理位置独特。山坞后面和左右的山体，阻 

挡了冬季寒冷的北风，使其冬季最低温度明显高于 

其他部位，有利于常绿果树越冬。南向、东向和西向 

的山坞，更能获得良好的日照和热量条件。坞口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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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能享受舟楫、灌溉、养殖之便。坞口为缓坡阶 

地，既可避免洪涝灾害，又可使村落中的民居获得开 

阔的视野。山坞内宽广的平地、平缓的坡地，为村民 

提供了生产和建房用地。山坞内适宜亚热带林木生 

长，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获得木 

材和薪柴。这些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山坞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秀美的乡村景观，构成了“人一村 

落—环境”之间的有机整体。 

(二)山坞的生产、生活条件优越 

古人选择村落的地址时一定要考虑生产、生活 

条件，古人的生产活动以渔猎、采集、农耕为主，古代 

东、西山人捕捞打渔的地点在太湖，打猎采集的地点 

在山地丘陵，耕种作物的地点在山坞平地或滨湖平 

原，因此选择山坞这一地点作为村址，方便了农事活 

动。山坞内土壤深厚肥沃，宜于种植。山坞内地表有 

充盈的山泉溪水，又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还可就近 

开挖河道，取用太湖水。 

(三)安全防御是古村落布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太湖地区历来匪患严重，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 

匪患才得以从根本上清除，因此在湖滨和山区选择村 

落的地址时必须重点考虑安全问题。山坞在空间上为 
一 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离太湖湖面有一定的高度，隐蔽 

性较好，既可防匪患，又可避洪水。山坞是—个相对封 

闭的空间，有利于营造向心聚合的空间环境，且山坞的 

坞口实际上是一个豁口，起走廊效应，易守难攻，有利 

于防御来自太湖盗匪的入侵。东、西山的山坞，由于海 

拔不高，集水面不广，极少有山洪爆发，且山坞的地势 

相对较高，太湖洪水难以入侵。 

(四)湖湾是太湖泥沙的堆积之处，地势平坦，地 

形开阔，土层深厚，颗粒细腻，适宜耕作 

湖湾附近之岬口，为侵蚀地形，湖水较深，宜于 

船只停泊，有利于捕捞生产和人们出行。东山陆巷古 

村是东、西山地区最著名的古村，也是古村落选址的 
一 个典范。它形成于南宋时期，古村面积约35万平 

方米，其选址布局有如下特点： 

1．靠山面水的山抱村。陆巷古村位于东山后山 

的一个浅坞内，该浅坞西有嵩山，北有海拔不高的寒 

谷山，古村为两山环抱，南面为一片滨湖平原，山抱 

村，村抱田。与西山隔太湖遥遥相望，湖中还有小岛 

作拱卫，景色、风水极佳，居住环境堪称一流。 

2．受太湖水的调节，小气候条件优越。陆巷古村 

地形基础是一个向西南开口的山坞，冬季寒潮南下 

时，需经过4O多公里太湖水面的长途跋涉，同时又被 

西山和寒谷山所阻挡，寒潮对其影响不大，故热量水分 

条件特别好。据当地村民介绍，这里(下转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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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与创造品质、理 

性思维与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径。 

世界性眼光、开放意识和人文观念是当代青年 

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文学作品正是这样一种具有独特功用的语料。 

正如北师大教授、比较文学专家陈悖所说 ：在当前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特别需要有一 

种开放的心态，要善于通过一种外在于自我的角度 

取他人之长 ，补 自己之短，进而做到超越自我、发展 

自我。只有那些具有开放心态的人，那些善于运用 

“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人，才能克服保守观念、 

打破既往框框，不断向前行进。 

从政治标准到人文精神、一元到多元，这种选材 

标准无疑是社会的进步在语文教育中的体现，说明 

语文学科的教育正贴近生活，向人文教育和多元文 

化教育转变。 

(责任编辑：时 新) 

A Study of the Values Orientation and the Foreign Literary 

Selections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Coursebooks 

LIU Ai-lin 

(Lianyungang Teacher S College，Lianyungang 222006，China)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concepts，new objects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Fulhime Compulsory 

Educ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fExperimental1 and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General 

Senior Middle School (Experimenta1)，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electing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middle schools．Humanism．multi—culture and open—mindednes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andards in selecting the relevant materials． 

Key words：middle school coursebooks of Chinese；humanism；humanist education；muhi-eulture；open-mindedness 

(上接第74页)果树开花结果的时间要比前山早。 

3．六条古巷构成了棋盘格式村落布局。相传陆 

巷古村原由六条古巷组合而成，至今陆巷仍保留着一 

街(紫石街)、六巷(文宁巷、康庄巷、韩家巷、姜家巷、旗 

杆巷和固西巷)、三港(寒山港、陆巷港和蒋湾港)的明 

清村落格局。陆巷的先民在村落的建设中，充分尊重自 

然法则，采取了极为得当的理水措施。古村民居均依山 

坡的自然坡度而建，宅院四周环设主水沟，主水沟通向 

巷内大排水沟，主水沟阻隔外界的雨水进入宅院，又能 

将庭院天井内的水排出。巷内大排水沟又与巷内的道 

路建设相结合，上铺条石，下为水沟。另外再开河筑埠， 

开挖水塘，连接太湖，既有利于泄洪、舟楫、灌溉，又营 

造了—个优美的水口景观。 

洞庭东、西山古村落山坞选址非常合理，巧妙地 

利用自然条件，又顺应自然。研究这些古村落的选 

址、布局、形态特征和形成条件，对追溯吴地先民的 

环境观念、生存条件、文化脉络，对修复和保护好这 

些古村落，促进新农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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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on and Layout of the Ancient Village-sites in Dongting 

Dongshan and Xishan of Suzhou 

CAO Jian ，ZHANG Zhen-xiong 

(1．Suzhou Vocational Uninersity，Suzhou 215104，China；2．Suzhou Chorography Office，Suzhou 215006，China) 

Abstract：”Ancient village”and ’’traditional village”are notionally different．There are four types of terrain 

composition concerning the layout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at Dongshan and Xishan．They mostly lie either in 

the valley or along the lake bend，facing the water with hills standing behind．Geographically in total 

harmony with nature，they are ideal sites for human inhabitation． 

Key words：ancient village；site selection；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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