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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园林的符号学视角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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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派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的流派之一。以符号学视角分析其作为一个全感的符号系统。在特定

的自然人文背景支撑下，各类符号作为媒介传达景观的意义、意境的作用机制。认为从徽派园林这类传统景

观中提炼有价值的符号，并将其运用到现代景观符号系统中，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能丰富现代景现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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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徽派园林与符号学

徽派园林是我国江南古典园林的重要流派之

一，它主要指存在于古徽州地域的园林，也含徽州

地域之外，以徽州文化理念为指导、具有徽风徽韵、

供客居他乡的徽人聚会或赏玩之用的园林。一般认

为徽派园林大致分为三种——水口园林、宅院园林

和书院园林。【1】无论是受风水思想影响的水口园林．

还是卓雅精巧的宅院园林。抑或是文化气息浓厚的

书院园林，都“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

符号学的产生与20世纪以来各种思潮、学派、

理论的交互碰撞密不可分。其中尤与现代语言学的

异军突起关系密切。现代符号学可以说有语言学和

逻辑学两个源头。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瑞士人索绪

尔，他的研究基本局限于语言符号，认为一切符号

学的问题围绕“能指”和“所指”展开。后者的代表人

物是美国人皮尔斯，他把对符号问题的探讨推广到

各种符号现象，认为符号始终处于媒介、对象、解释

三位一体的关系之中。

德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

是“符号的动物”。进而认为“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

符号的形式”。闭在符号学视角下，粉壁、黛瓦、马头

墙，丹桂、修竹、风水林，井台、清溪、石板路等徽派

园林的景观要素，都是承载着某种特定信息的符号

(媒介)。这些符号被单独或组合运用以向外界传达

信息，并最终被人接收、解释、理解。这个过程是连

贯持续、并遵循一定规律的。本文以符号学视角重

新解读徽派园林，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的体会徽派

园林的独特魅力。并对如何在继承发扬传统景观的

基础上建设新时代景观有一定启示。

2徽派园林的符号系统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

号系统”，认为语言符号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音

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signifier)；一个是概念、意

义，为符号的所指(signified)。例如“桌子”这个语言

符号的能指是这个词的音和形。所指是这个词指征

的“桌子”这个概念意义。他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没

有可论证的关系，即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一种约定

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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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徽派园林而言，其景观也是一个符号系

统，景观符号的“能指”可理解为景物本身。“所指”

可理解为景物传达的意义、意境。只是这个符号系

统相对语言符号系统更为复杂，也更加特别。首先

它是一个全感的符号系统。不像语言符号形式相对

单调。其次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

2．1徽派园林的全感符号

“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

下密。曲径弯如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

第一”(清·曹文植《咏西递》)，诗中吟咏的青山碧水

是徽派园林所处的环境背景，白屋、群木、曲径、连墙

正是徽派园林的构成符号。徽派园林的魅力。需要调

动全身心体会，因为徽派园林是个触及人视觉、听

觉、嗅觉、触觉等不同感官的全感符号系统。

其中，视觉符号比重最大。经验证明，人类大脑

三分之一的神经是支配视觉器官的，80％以上信息

是通过视觉获取的。p】视觉符号的形体、色彩信息给

人关于景致的第一印象，同样是园林常用石材，瘦

皱漏透的太湖石与棱角分明的黄石自然给人不同

的审美感受。人身处环境．视觉形象便映入眼帘．同

时人眼也主动搜寻环境的视觉符号。世界文化遗产

徽州吉村落西递村的西园(见图1)是一座典型的徽

派私家宅院。其高高的马头墙错落的线条与黑白两

色的对比，精美雕刻的院门窗花，石几上一字排开的

盆景，无不通过人眼作用于人脑，这些有徽州特色的

视觉符号是最直观的。也是最易于识别理解的。

有吉徽州特征的视觉符号于一体．还融人具有自然

和生活情趣的听觉符号：溪水的叮咚声。浣洗衣物

的棒槌声，风过林隙的潇潇声，人们歇脚聊天的乡

音。如果说视觉符号交织成一幅画，那么听觉符号

则交响为一部曲，如此的音画效果相互辉映。成就

了徽派园林的卓尔不群。若论徽派园林符号，岂止

视觉和听觉的。丹桂飘香、泥土芬芳，洒入天井的阳

光的温暖和夏日村口老树浓荫的清凉。这些作用于

人的感官并直达心灵的能指符号。无意间所指的是

一种恬淡的生活方式——人，诗意地栖居于这园林

化的空间。

2．2徽派园林符号的作用机制

其实徽派园林，并不止于水口园林、宅院园林

和书院园林3种。整个徽扑I古村落就是一个大的园

林化空间，如闻名中外的黟县宏村的园林化空间(见

图2)，它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园林，还包括了青山碧

水，金黄的油菜地，威严矗立的牌坊和世代耕读于

此的徽州人。就如歙县唐模村楹联所言“山深入不

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圈2宏村的园林化空闻

徽派园林中的所有符号，无论视觉、听觉还是

嗅觉、触觉的，本身是一个媒介，被景观的缔造者运

用，传达一定的能被识别理解的意义、意境。景观的

设计、建造可看作对符号的创造、运用，是一个编码

的过程，选取合适的符号作为媒介，单独或组合运

用。通过直白、指代、隐喻的方式注入功能意义或意

境含蕴。对景观的体验、使用是解码的过程，受众通

圈1西园 过感知、联想、体悟等方式的身心参与，解读预先注

除了视觉符号，徽派园林还全方位的调动人的 入符号的意义、意境。如此．便完成了编码——媒

感官和感情神经。徽坩t古村落的村口往往是水流出 介——解码的传播过程(见图3)。以西递西园为例，

入处，被称为。水口”。风水思想认为水口关乎全村 中院有两个十分精美的石雕漏窗．分别以松石和竹

的兴旺与否，因此为使自然的水口更符合风水要 梅为题材(见图4)。石雕是著名的徽州三雕(砖雕、

求，常结合地形地貌种植风水林，筑亭榭、楼阁、路 石雕、木雕)之一，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石雕

桥、塔楼、书院等，实际上形成了水口园林。水口园 松石竹梅，通过隐喻的方式将装饰墙面的意义、不

林不仅集山川、田野、古树和人工建、构筑物这些具 畏逆境的意境注入该符号，观者通过视觉上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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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思维上的联想，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岱码(设 十、觥DH函
。五直白 广一 喀 {。_·--__-_-----__-一

．指代广
戗介(景观符号)：

圈3景观符号的作用机制

图4岁寒三友石雕

徽派园林符号的作用机制建立在它是一个完

整的符号系统上。该完整性首先体现在它是视觉、

听觉等多管齐下的全感系统．这一点前文已做分

析，这使得景观符号更多样，即编码(设计、建造)的

词汇更丰富，从而使解码(体验、使用)的过程更准

确。试想身处水口园林，眼见苍翠的风水林、百年的

石板路，耳闻溪水的叮咚、暮归老牛的哞哞声。时而

风带来泥土和油菜花的芳香，会是怎样一种体验!

至少一点。这种体验与游历于皇家园林颐和园或徜

徉于苏扑I园林拙政园是绝不相同的。其次。该完整

性体现在这个符号系统有自然人文环境的支撑。自

然人文环境是景观符号提炼的源泉，也是符号得以

表达的舞台。徽派园林隐于古徽州的青山碧水这个

自然环境中，多用贴近自然和生活的符号(如乡土

植物、建筑材料的运用)，使之与环境很好的融为一

体，多了一分恬淡。少了～分浮华。古徽州十里之乡

不废诵读，最重“耕读”，园林的建造多由亦儒亦商

的徽商参与，又使徽派园林某些符号的运用有了入

文背景的支撑。徽派园林如果失去其特定的自然人

文背景，就会变成无本之木，符号作为媒介也将变

的唐突、晦涩、难以理解。

3景观符号之于传统景观的继承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现代任何一个国家

的景观事业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也不应该割断传统

跳跃式前进。在科学技术发展，文化价值多元，评判

标准多样的现代。我国景观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多少有些迷茫失落。曾经让国人骄傲、让世界倾

倒的中国园林历经三干多年发展。到了现代正经受

巨大挑战。

徽派园林走到今天。也同样面临如何继承、发

展的问题。继承发展不只是将名园、古村落列为不

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德国法兰克福仿徽派园

林建个“春华园”；或者在景观中加个古典的亭廊，

题句古人的诗词这么简单。诚然，这些努力都有一

定意义，但将传统放入神龛供起。或将传统的片鳞

碎甲莫名地散落都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前者缺乏生

命力，而后者缺乏严谨态度。

3．1传统符号的价值

对待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大的课题，有观

点认为对待传统应该像中国传统景观那样“会其

意，弃其形”。然而，领会传统造景的思想精髓和艺

术手法，舍弃与现代步伐不相符的形式时，“意”并

不能凭空传达．“形”自然就难以完全被抛弃。在全

球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人们记忆中的某些符号迅

速消失，景观开始趋同，甚至特色磨灭。房前屋后的

河浜水沟变少了，【41熟悉的老房子、老巷子不见了，

城市广场有着类似的名称，公园绿地有相似的景观

元素却缺乏对历史的眷恋。就这样，传统的延续性

被割裂。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容易感到不适。

从符号学视角看，在现代景观中适当、精当地

运用传统符号，不失为一种继承发展传统的方法。

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作为校园景观，具有观赏功

能、生产功能。同时作为一个符号来看，是对原有场

地精神、传统稻作文化的延续与思考。苏外I博物馆

巧妙提取苏州传统民居、古典园林漏窗、壁山、白墙

灰瓦等符号(见图5)，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演绎经

典．使其与紧邻的古典

名园拙政园、文物保护

单位忠王府乃至整个

苏州古城在“形”与

“意”上融为一体。

徽派园林以及其

它类型传统景观．作为

历史的产物，积淀了时

代和地域的宝贵信息，

现代城乡景观建设如

能从中提炼有价值的 图5苏州博物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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