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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村村落空间景观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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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宏村古村落的空间景现价值在于它深刻的美学价值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同时作为精神产品复

写着人们特定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情感。无不渗透着传统的民族特色和东方特有的审美意识。通过对宏村历

史背景、风水理论与村落选址、传统文化对村落布局的影响的分析．对宏村的空间环境、景现价值提出一些

拙见．给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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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是人类生息其间的场所，它不仅作为物质

产品记录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同时作

为精神产品复写着人们特定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情

感．村落及其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

村落的形象就是它的街道(或街道拓展)形象，

从外部很难看出其结构特征。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

宏村。宏村的空间形象具有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整

体感：那古树、巷道、水系、宅院、民居都产生较强的

透视体面。多向的。层层叠叠，有机和随机并置，每

一部分都不可缺少。宏村的民居建筑作为一种空间

和环境艺术。人们只有置身其中，通过自身体验才

能切实感受到它的空间构成和振颤力量。在这里可

感知的空间形态要远胜于图纸上的形象和文字。[11

1 宏村的历史背景

据史书记载，800年前的南宋绍兴(公元1131一

1162年)年间，雷岗山一带属西晋“永嘉南渡”的北

方士族后代产权，还只是一片“幽谷茂林，蹊径茅

塞”。南宋以前，黄山东麓的歙县唐模有位汉末龙骧

将军汪文和的后人．因遭火灾，居家迁往黟县奇塾

村。南宋绍兴末年，奇塾村因遭战乱，全村房屋又

“一焚而尽”。其后汪彦济便带领其全家沿溪河而

上，来到雷岗山下，买下戴氏产权，盖十三间房为

宅，这便是宏村之始。

明朝永乐年间，汪氏传至汪思齐一代，他继承

祖辈遗志，三聘名士，遍请高辈，勘山川，审脉络。制

定为卧牛形状的村落扩建总体规划构想。形成一部

完整的、宏大的新村规划史，乃是“引西溪以凿圳绕

村屋，其长川九曲，流经十弯，串于人工池塘(即月

沼)”。到汪思齐的下代汪升平，才投资万金实现这

一计划。他主持开凿了数百丈水圳。扩建了月沼，占

祖田约1000平米，形如半月，位于汪氏祠堂之南。

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0年左右)，人们忧虑

“南上赤日烈焰”，即使有“月沼”蓄；猪的“内阳水”

也不够用，于是将村南良田数亩，又辟成一个近2

万平方米的弓形池塘，取名南湖。接着人们又在绕

村的西溪架起了四座桥梁(现仅存三座桥梁)，于是

一座“牛形水上村落”便自此诞生．汪氏家族随后也

兴旺起来。从永乐到万历，“堂构聿增．月沼之前及

左右两旁百堵俱兴”，“烟火干家，栋宇鳞次．森然一

大都会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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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水理论与村落选址翻

2．1风水说的依据

徽州汉文化根基深厚。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

祥地，“堪舆”之说盛行，宗法制度严明。

根据《宏村汪氏宗谱》记载，宏村的选址是有一

定风水学依据的。南宋绍兴间，独禀仁雅公遗命，购

求宅基几亩于雷冈之阳。卜筑数椽，旋竖楼屋原计

十有三间楼其旧址地也。取扩而成太乙象，故美其

日宏村。枕高岗面流水，一望无际。惜古邑一溪自南

冲北，界划谢村亭[今之濉阳亭遗址]于西水石道碣

[即今之前街路]人东山溪河石拦塔水，曲折出奇墅

[东方红水库)。公精勘舆，向谓两溪不汇西绕南为

缺陷，屡欲挽以人力，而苦于无所施。日沧海桑田后

选巨变。继自今吾子孙其惟望天工呵获乎!逮德佑

丙子五月望日，雷电风雨。暴兴迷离，若飞沙走石，

腾蛟祥龙状，汪洋一片，平沙无垠。明日顿改故道，

河渠填塞，溪自西而汇合，水环南三猪卫，恨如我公

意所素期。是而元而明，渐成村墟，今则烟火干家，

楼字鳞次，森然一大都会也。回思我公辟荆棘，辟草

艾时，夫谋诸妇考率，戮力同心，拓此基址，其勤勤

恳恳于后嗣者。诚有以感通神明。然则荷天地之眷

顾，邀山川之效灵也。夫岂偶然?

2．2宏村的风水格局

从宏村所处位置来看．其负阴抱阳，背山面水，

这是风水观念中村落基址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

格局。宏村基址后面有雷岗山——来龙山，左右有

次峰的左辅[青龙]右弼(白虎]山，山上植被茂盛，

前面有月牙形的池塘和弯曲的西溪，水的对面还有

一个对景山——案山，村落的布局轴线基本上保持

座北朝南。基址正好处于山水环抱的中央。地势平

坦而且有一定的坡度。

2．3水的特点

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

水而已”．。山之血脉乃为水”。甚至有“未看山时先

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的说法。从现代的观点来

看，水对生态环境即风水理论所说的“地气”、“生

气”至关重要。就理水的成就，宏村可谓登峰造极。

大大小小的水圳连接着家家户户，方便了居民的生

产和生活，同时也满足了消防用水。月沼、南湖对整

个村落的流水起着调节作用。使村落免遭丰水和缺

水所带来的危害。水系还调节了小气候，并使密密

层层的建筑群有了活络的开敞的空间，丰富和美化

了环境。宏村历代规划师对整个水系除发挥其生

产、生活、排水、消防和生态环境等作用外。对水与

人的心理、生理影响和水的艺术感染力与美学性能

有着充分的认识。水的艺术特性在宏村村落建设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为村落居民创造了良好的

生活和生态环境，同时使村落中秀丽、妩媚、晶莹、

亲切的水空间、水景观比比皆是。水景观、水环境成

为宏村的历史标志．文化标志和艺术标志。

2．4选址的科学性141

2．4．1 立足于农业发达之地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管子·度地》主张“择地形

之肥沃者，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入。以育

六畜”。《蔚缭子》也主张“量土地肥石尧而立邑建

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宏村地处开阔

的盆地，水田和旱田兼备，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2．4．2充足的水源。良好的水质

《管子·承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

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

省。”宏村的水系及其发达，而且水质良好。由于基

址选择在山坡上，既满族了水的供应，又可免遭洪

水灾害。

2．4．3较好的气候条件

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在村落的选址上希望通过

对自然地形地貌的观察与理解。从中寻找蕴藏生气

的居地。一般选择山清水秀之地，这样的地形即可

防风抗洪，满足现实生活的功能要求，又可作为守

护神。宏村有利的地形条件，形成了村落特殊的小

气候，冬季西边的山体遮住了寒冷的东北风。夏季

凉爽的东南风可长驱直入，良好的植被条件，美化

了环境，又发挥了环境保护作用。

3传统文化对村落布局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要起源先秦时期的百家

蜂起，诸子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

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奠定了汉民族的性格和文化。

儒家学说的社会观是“礼”，。礼”是一种宗法等

级制度，用以“以统百官，以诸万民”，其核心是别尊

卑，名贵贱，区分上下、亲疏、长幼、男女。这种“礼”

的社会观．“仁”的价值观、“天”的哲学观构成了儒

家的哲学体系。表现在城市的选址和布局上，讲究

中轴对称和建筑布局的尊卑序列。从宏村现存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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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朝向看．主要建筑基本上与雷岗山——汪氏宗

祠——南湖书院这一直线平行，因此推测这一直线

为宏村的中轴线，这一轴线串起了宏村的主要景观

(雷岗山、宗祠、月沼、书院和南湖)。按儒家的等级

制度，宗祠按“择中理论”建于村落中央，即风水理

论所称的“土”。其它建筑围绕其建造。

“儒在钟鼎，道在山林”，道家崇尚“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道”为核心的哲学观、

清静而无为的价值观和“小国寡民”的社会观，构成

了虚静坐望，无意识，以及不在人为而在天然，不在

现实而在幻想，不在伦理道德而在自然本性，不受

规矩方圆约束而要自由放任的审美情趣，也影响了

村落的布局。从宏村的村落布局来看，除正房较严

格的按轴线方向布局外。其它的偏房布局比较自

由．而且大部分院落建有以水景观为主题的私家园

林。南湖书院建在远离村落、景观优美的南湖边上，

体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远离尘

嚣的逍遥。这无疑都与道家的思想相吻合。

宏村的选址与布局不是随意的．它是风水理论

与古代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一部用建筑、空

间和环境书写的史书，它是文化的载体，古今沟通

的桥梁。

4宏村的空间环境、景观价值

通过宏村历史背景、风水理论与村落选址、传

统文化对村落布局的影响的分析。就宏村的空间环

境、景观价值提出一些拙见。

4．1村落空间构成

宏村的空间特性在于它的立基条件。从风水条

件来看村落具有非常理想的布局。村北的雷岗山是

主山。村南有一条小河，东西山脉形成左青龙右白

虎。这是宏村的村落构成。

进入宏村．盖有小青瓦的白色马头墙高低错落

有致。掩映在村落的背景之中，鳞次节毗，邻近高低

绵延不断，众多的街巷，拐弯抹角，脚下的卵石路

面．墙根下有沟水清清流淌，路与水一道向前延伸，

又一道向后蔓延，它们通向每家每户，连接着所有

的宅院．村落选址在山水之间。使村民们家家户户

都有活水穿过，构成～幅活生生的立体画面。“活水

穿村”的规划构思给全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水在这里真正变成了造福于村民们的命脉，

水系、街巷是构成宏村空间的永恒主体。

总之。宏村的村落空间具体地体现了村落与住

宅建筑的空间构成，这种空间构成是宏村村落形象

的完美表达。这里我们归纳一下宏村村落昕体现的

布局及建筑规划上的特征。可扼要为：1．周围自然地

形依照了理想的风水理论原则：2．随机和有机地组

织了村庄和局；3．村落的布局规划反映了当时社会

政治和地域的背景；4．依赖建筑与围墙、水系、街道

的组合形成丰富的街巷空间。宏村的规划布局不能

完全用现行的规划理论来解释，但对我们现代的规

划设计又有所启发。

4．2系列和整体

传统建筑群基本上是靠单元在平面上的多种组

合完成的。宏村的村落在平面上也是如此。但宏村村

落空间丰富而富有变化。当人们由村口慢慢走进建

筑群，耐心收集间断的景观(月沼、巷道、南湖)。直到

大致走完村内的主要线路，坐下来品味刚才所感受

到的东西时，才能形成对建筑群体、村落空间的整体

印象，一种靠系列片断的集合汇集的印象。从宏村村

落某一点所得到的图像，虽然不乏精彩的画面(月

沼)，但它更象一幅长卷或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分。没

有哪一幅单独的画面能被看作是建筑群体空间的完

整表达。因此这一系列节点(村口、巷道、月沼、南湖)

的连接勾画出宏村完整的村落形象。

4．3有序的线性空间

在宏村的建筑群体中。室外空间是由一种线型

的结构支撑着的，人们沿着这条主要流线(或若干

条流线)走一遍。就可以对建筑群体有一个大致了

解。

我们以宏村的南湖为起点。经巷道一月沼一承志

堂一树人堂一村口这样一条线路开始对宏村进行“漫

游”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哪里是“序曲”．哪里是

“高潮”。造成这种感觉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宏村村落

主要空间和次要空间的一个有序的线性组合。这种

线性的街道成为行走者去发现和追溯的一组踪迹。

巷道多片断、多平面的互相渗入。占据行走者的思

考，呈现出随时间、随地点延展的视觉场状态。象是

徐徐展开的长卷，丰富而美丽。

宏村村落的街巷空间比其简朴的外观要生动

得多，街巷立面与环境的融合更加丰富了村落空间

层次。这样在一片实际占地不大的建筑群体中造成

起承转合、峰回路转的空间境界。没有多层次的空

间分割和视觉阻挡是不行的(包括水面的阻隔)。人

们为了达到对高潮空间的体验。首先体验排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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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或单元(序曲)。对于宏村，月沼的空间景观

是整个有序线性空间的精华，即高潮。人们在欣赏

时，潜伏在心中的期望心理和探求心理，加上体验

上的层层积淀。造成了传统建筑群中多层次空间体

验的总和比之单一大空间的体验要强得多。这也是

宏村村落空间艺术的魅力所在。

对宏村街巷空间的感触不仅表现在这种立面、

空间构成上．同样也表现在村落的平面布局上。从

主要巷道的平面群上看．巷道呈现一种同一与差异

共存的结构特征。每户有完整的内结构。又彼此相

关地以巷道为脉络随机的延续。各户是相对独立

的，但与整体又是同一的，或以巷道或以水系，整体

的平衡是由大量微小的平衡中心决定的。这就是宏

村村落空间景观中所包容的深刻美学价值。

因此对于一个皖南村镇的鉴赏最终要归结到

对村镇巷道的鉴赏。宏村的街巷空间在村落结构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巷道内人户大门沿街巷和正

对照壁的位于凹进的墙内，让门前空出一块场地，

便于人们出入．也便于人们立视。人们见了都不自

觉地常常驻足来欣赏那淡雅中透出的阵阵诗意的

空间图画。

造成这种感觉效果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宏

村村落空间是人性化的空间。是生存空间的聚合。

在巷道立面的整体中。门窗的组合是一种基本概

念，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并且和人口铺地的形

式对应着。巷道的立面带基本上就是这一概念主体

的变奏，户与户的分界是巷道中最生动的所在。从

这一意义上说。这种空间结构组合直接通向艺术上

的现代主义。如果还考虑到宏村巷道中10：1的高宽

比例和巷道平均小于2米这一事实．那么透视法就

必然地被连续的场效应取代了。行走者体会到的不

是几何学、投影学的关系。而是拓扑学的关系，这与

我们在巷道中的视觉体验是一致的。从建筑单体分

析，其构成基本上是体现“家族”概念的线性途径，

即一颗印的形成。但作为群体，其空间结构更接近

于现代具有反馈功能的网状结构体。这种空间结构

的美学价值需要我们深人的探讨，宏村的建筑空间

是通过思维构成的．是入创造的空间。

4．4传统特质分析

有生命力的事物才有力量和意义。优胜劣汰，

生物的进化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为人服务的建筑环

境，宏村村落空间格局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哲学家

发明了事物的本质是能量，我们可以豪不夸张的说

建筑形态的本质是美学的结构。宏村通过片断的积

累和单体空间的有效组合而构成的丰富有感染力

的整体形态。它也是传统建筑的本质。

前面说过宏村建筑空间是人创造的空间，是生

存空间的聚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宏村的村落空间

是一种民族化的空间。在不同地区，有着显著生活

习惯差异的人们．更容易在建筑环境中体现其特

色，它是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心理素质、审美观念

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在建筑上就是这

种民族化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创造并非意味着对旧

形式的追求和模仿。而应建立在对传统空间意识、

美学意识等本质问题的发掘和探求，追求那种空间

感。而不是空间形式本身。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时代

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

总之。宏村的村落空间是一个具有东方美学色

彩和民族性格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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