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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乃至各個國家內的各個地區

之間的建築，都具有明顯的差異，表現出濃厚的鄉土氣息。

人們往往依據當地鄉土建築的外形，就可測知此地是什麼國

家、什麼民族，就像聽方言可知說話人的原籍一樣。這種鄉

土味並非故意造作，而是天造地設的，可以預見今後建築的

鄉土特點還會繼續表現出來。當前世界技術進步很快，各國

各地彼此在技術上交流融合，建築中的共性成分增加，個

性部分減少，但絕不等於沒有差別。在眾多形式的鄉土建築

中，對形式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量大面廣、相繼相承的

民居建築。它是鄉土建築的根本，甚至高大宏偉、技術精湛

的宮殿廟宇也不斷從民居建築中汲取營養。

中國地域廣博，歷史悠久，現存的具有特色的民居建

築不下數十種，如北京的四合院、山西及陝西一帶的窯洞住

宅、江南一帶的“四水歸堂”式住宅、蒙古包、西藏碉房等。

其數量之多、形式之異，在世界各國中也是少見的，對於當

今建築設計工作而言，無論從形式上還是構思上都是一筆豐

厚的歷史遺產，可供我們參考借鑒。中國多彩的民居建築形

式無法用少量筆墨概括，但其表現出的樸實的設計思想卻帶

有共性。

生活要求是民居設計的基準

這個原則是古往今來所有建築所遵循的規律，但在民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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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中表現尤為突出。以典型住宅的北京四合院為例，它由四面

房屋圍成的院子為基本單位，聯合數個院子而成為一幢住宅（圖

112）。一般中軸上的建築羣由四個院子組成。在東南角開設

大門，臨街面南。進門為外院，外院的南面為倒座房，作為外

客廳及雜物間使用。外院與內院間有圍牆及垂花門分隔，一般

客人不進內院。進垂花門為內院，面積較大，正廳為內客廳，

作為家庭集會時用。從東面耳房轉向後面為二進內院，二進內

院的正廳為家長住房，廂房為子侄、晚輩等用房。內院四周各

房屋用週迴的抄手遊廊及穿山遊廊相聯繫。最後為後院，一般

圖 112：北京四合院
圖 113：北京西觀音寺某宅裝修

沿後街建造，一排九間房子，作為庫房、廚房、僕人用房等用

途，西北角開後門通後街。假如家族人口眾多，尚可與中軸線

並列建立東西兩軸線，佈置住宅用房及書房、花廳等項目。住

宅四周有圍牆封閉，對外不設窗，大宅院尚在圍牆之內設更道

一圈。院內栽置花木或陳列盆景。所有房屋的使用，既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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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社會的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的禮制要求，也使得居住者獲

得一個舒適安靜的居住環境（圖 113、圖 114）。

這種佈局不僅通行於北京，從東北、華北、江浙、兩湖

一直到雲南，有很大一片地域的民居都是採用四合院（有時

是三合院）的佈局形式，但又針對當地生活要求有所變異。

東北四合院的院落較大，四周院牆也很空曠，這是因為當地

住戶多用馬車為交通工具，在院落中需有一定的迴轉餘地。

蘇州地區四合院房屋密集，院落較小，前院多將東西廂房取

消，改用高圍牆，這是為了減少日曬的影響，營造蔭涼的效

果。同時由於水鄉地區氣候潮濕，故將後院住房改為樓房，

圖 114：北京西城護國寺街九號梅蘭芳故居

樓下用於起居，樓上較為乾爽，作為臥房之用。南方普通民

居往往將正房的當心間做得寬大一些，並且不做前簷門窗裝

修，成為敞廳，這樣做不僅涼爽，而且光線充足，既適合生

活起居，又可進行戶內生產，如刺繡、編織等（圖 115、圖

116）。江南水鄉住宅充分利用水運之便，在後門沿水巷設立

住宅自用小碼頭，可以乘船出進，進行買菜、運物、洗刷用

具等家務活動。

圖 115：江蘇無錫薛福成故居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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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的民居中同樣反映出密切結合生活使用要求的

特色。蒙古族的蒙古包是適應遊牧特點的活動民居；雲南、兩

廣一帶少數民族所喜歡用的干闌式住房（圖 117），其底層為

架空的空間，人們居住在上層。這樣設置，一方面可以減少

因土地潮濕而引起的疾病，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蟲蛇的侵襲。

雲南傣族利用當地盛產的竹材搭製竹樓建築，也是採用干闌

的手法，但由於內室黑暗炎熱，故在內室之外專門設置一個

寬闊的前廊，作為白天家務活動、休息、婦女紡織和喜慶集

會之處。前廊之前還有一曬台，設有曬架，可供晾曬糧食、

雜物之用。一切空間上的佈置安排皆源於當時當地居民的生

活要求。

在福建、廣東聚居的客家族，其民居是一種特異的形

式。一個大家族系統內的數十戶人家共同居住在一幢四五層

的環形大樓內，有圓形的或方形的。外牆為夯土牆，厚達 1

米以上，不開外窗，形同一座堡壘。底層是雜用間、廚房、

畜舍，二層是穀倉，三四層住人。環形建築包圍著內院，內

院中央為一座宗祠（圖 118∼圖 120）。這樣的佈局形式也是

圖 116：江蘇常熟翁同龢故居

圖 117：雲南景洪傣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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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福建南靖書洋鄉田螺坑村 圖 120：福建南靖田螺坑村文昌樓內景

圖 118：福建永定湖坑鎮洪坑村振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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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北方抬樑式大木構架

圖 122：南方穿斗式大木構架

基於客家人特別的生活方式：客家族原為中原移民，在福建、

廣東客居，他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安全，採取聚族而居的方

式。一族建一幢大房子，提高層數，加厚外牆，也是為了保

衞安全。當然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很特殊的。特殊的生活決定

了特殊的民居形式。

用材經濟，構造便捷

民居建造技術中對“就地取材，因材致用”原則的運用

最為突出。各地民居中幾乎將土、磚、木、竹、石等所有結

構材料都運用進去了，居民可以在本地獲得最便宜的材料來

建造房屋。

中原一帶長期使用木材為構架用材，其主要構架方式可

分為兩種：北方為抬樑式，即在柱上架樑，疊置數層，再在各

層樑端架檁條（圖 121）。此法是為了應對北方屋面厚重、荷

載較大的特點，一則可用屋面重力保證構架穩定，二則這種

構架可以分成單個構件，拼裝施工方便。南方則用穿斗式構

架，即在柱上架檁，柱柱落地，柱間以穿枋和斗枋相聯繫，

以保證構架穩定（圖 122）。此法是為了適應南方氣候溫和、

屋面薄、荷載小、檁柱用材小的特點。這樣每榀屋架可以在

地面穿斗好，進行整體施工。在乾旱少雨地區，木構架也有

做成平頂的，如新疆維吾爾族建築和西藏等地的藏族碉房建

築，多用密肋平樑構架方式；而一些林木豐盛地區則仍沿用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