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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的文化底蕴与价值
詹 石 窗

摘

要：本文从土楼建筑特色之考察入手，追溯其尊祖崇本意识，以符号学的方法解读土

楼具有的生殖崇拜观念，分析了土楼建筑结构与天文历法的关系，揭示蕴含其中《易》学内
容，发掘其“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环境精神及生态智慧，由其“诗性”艺术风格看传统与
创新的辩证关系。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之后，作者以“叙事诗”和“写意画”来形容土楼的气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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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有金字塔，在中国有土楼！
位于中国东南的福建，以其“土楼”的奇特建筑而越来越赢得人们的关注和探索兴趣。早在上一
世纪#" 年代中期，中国建筑学界的有识之士即已对土楼的建筑风格、发展历史与地域分布状态进行
调查与分析；
%)&"年以来，随着新中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土楼研究的学术论文相继问世。从土楼的诞
生地——
—福建永定到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建筑研究机构，从沐浴着扶桑春色的东洋日本到科学昌
明的太平洋彼岸——
—美利坚合众国，土楼的独有魅力引起人们的阵阵赞叹声。与此同时，那些雅好
文化旅游的观光客们也多希望一睹土楼之风采。
土楼，这是闽西客家人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颗明珠。它肇始于闽西，传播于八闽
大地及其周边的许多地方，其建造技术甚至流布海外，“飞越”浩淼的太平洋，“落户”于南美洲的秘
鲁。
土楼的风格何在？魅力何在？价值何在？这一切只有从其文化底蕴的发掘入手来加以解读。
一、土楼的建筑特色与尊祖精神
毋庸置疑，土楼是一种民居建筑，也是一种人文景观。它虽然没有辉煌金壁，也没有擎天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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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以其淳朴和实在而讴歌着勤劳发奋的客家人的生存与发展意识。
土楼的最鲜明建筑特色就在于一个“土”字。首先，它的建筑材料是“土”的，也就是说它直接取
材于具有地方风味的原始生土和其它相关配料。作为生土建筑，土楼所使用的“土”有一定的选择，
这就是黏土。具体而言，即黄土或田骨泥。在选择生土时，土楼建造者们注意其含有适量的砂，因为
纯粹的生土在夯筑墙体时容易导致龟裂，所以取土必须经过一番检查，如果含砂不足即应掺上。早
期土楼建筑是无石基的，它的墙体由下而上皆以生土夯筑，后来为了墙体更加稳固的需要，遂以大
石块作为奠基之用。除了生土、石块之外，木料、砖瓦、生石灰也是土楼建筑必备的。木料用以建造土
楼内部构架，如梁、柱、挑、橼、桷板以及门窗、屏风等；至于生石灰主要作用在于夯筑墙体时使之与
生土及砂相结合，构成“三合土”，增进其硬度与防水功能。还有厅堂的地板也往往以包含生石灰所
成的“三合土”及少量红糖、糯米浆覆盖其上，然后反复捶打而成。土楼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尽管也经
过一番加工，但基本保存了天然特性。其次，土楼建筑手段与过程也是“土”的。在施工开始之际，土
楼也应有设计图案，民间没有什么复杂仪器，靠的只是简便的折纸定图法，将正方形的纸张依横、
直、斜顺序对折，而得出需要的几何图形，这就成了施工“设计图”。在建造过程中，夯筑墙体与立柱
架梁、屋顶建构、内部装修等等程序靠的还是“土法”。土楼建造者们夯筑墙体，以两块大木板再加数
根木条做的锁板卡，构成夯筑墙基与墙体的大模夹板，也就是“墙拍”。依靠墙枋固定，将“做熟”的墙
土置于其中夯打，为使其达到坚实的目标，需要逐次上土夯实，所谓“七上七夯”或者“四上四夯”即
反映了夯墙在不同高度的不同要求。夯筑墙体不可急于求成，因为生土含有一定水分，未及干燥即
升高墙体则遭遇会导致收缩而倾斜，因此夯筑过程中还得有“补墙柏”等矫正的程序，每一层加高之
前，应以尖头铁钉垂直穿刺，以检验其结实度。至于立柱架梁等程序一样是很细致的。这一切都是依
靠人工逐步完成的，故而盖好一座大土楼至少需费时! 至 " 年，据说永定的永隆昌大土楼前后耗时 #$
年，足见完成之不易。
土楼建造使用的材料尽管相当原始，而其制作程序看起来也显得有些“笨拙”，但其坚固却也非
同寻常。目前所存的许多无石基土楼已经有%&& 或’&&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了。诸多土楼历经兵灾考验
而依然矗立，如永定下黄村的裕兴楼在 ()*( 年元月曾经被国民党军杨育廷团以“七星炮”猛轰却岿
然不动，难怪杨育廷步卒冠以“铜墙铁壁”之称。除了坚固之外，土楼因其墙体厚实，遂形成了冬暖夏
凉的内在环境，适宜于人的居处。在条件相对恶劣的年代，有此等土楼蔽身，乃能聊以欣慰了。
作为古代文明的一种遗存或延续，土楼和其它先民的智慧结晶品一样具有创意与技艺上的思
想渊源。考古学的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已创造了原始的生土建筑，如
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即可见无模夯土痕迹，在河南郑州的商朝遗址中也可见版筑墙体。此外，像
汉代的长城以及魏晋以前的烽火台、墓葬、水利堤坝等，都可以发现先民生土夯筑的技术遗存。倘若
追根溯源，则福建土楼的生土夯筑技术至少可远溯于新石器时代。
从某种角度看，福建土楼乃是先民营造精神在特定条件下之回归与发展。这种回归、发展是由
客家人特殊经历所决定的。历史表明，“客家”是对那些因社会动荡而由北方中原一带南迁于粤、湘、
赣、闽等省交界地区之客人的称呼。就闽西永定来讲，最早迁徙而来的客家可考者乃是五代时的阙
姓，南宋以后陆续有卢、廖、郑、胡、江、巫、林等姓氏宗族南移而居永定。既然是“客居”，新来乍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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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因陋就简，故而采用相对容易得到的生土作为居处房舍的基本建筑材料，这是
很自然的。
不过，如果仅仅看到自然因素依旧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建筑都寄托一定的文化精神，
土楼也不例外。客家人作为中原汉族民系的一个旁支，他们本来就保存着汉文化的悠久历史传统，
在离开故土，流落他乡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原有的文化心态更加顽强。这种文化心态的本质
就是以“土”作为生存抗争与开拓进取的最高寄托或者“灵魂”。因为中原汉人从来就标榜自己是炎
黄子孙，尤其推崇黄帝。而在历史上，黄帝之“黄”一直是与“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照上古“五色”
与“五行”的配合原则，五行之“土”代表着黄颜色和“居中”之大道。上古之世有占卜书名曰《归藏》，
以八卦推衍出六十四卦。贾公彦说：《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故名
!
为《归藏》也。”
按照这一说法，则《归藏》首卦为坤。在《易》学中，坤之本义为地为土。土或地于五色

中配黄，于五方居中，故《坤》卦六五爻辞谓：“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这表现了
崇尚“中黄”的观念和热爱土地的情感。另一方面，在有关黄帝事迹的描述内，亦常可看见尚中崇土
思想观念。像《吕览·应同》称：“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螟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
其事则土。”又《淮南子·天文训》谓：“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阴阳五行家
们把黄帝同中土配合起来，这或许是从五方观念出发来安排的，但恐怕与农业社会的发展很有些关
联。根据《大戴礼记·五帝德》的记载，黄帝时期，农业已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整个民族当中具
"
有重要作用，“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
由此可知，农业在当时的突出地位。由于农民受重视，土

地价值即升高。反映到八卦学中“坤土”也就显示出特有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在古代经典
解释问题上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但推崇黄帝并且以“黄土”作为黄帝子孙的信物这种观念却
一直流传不息。客家人在迁徙之初，为了适应恶劣生存环境，鼓舞自己开拓进取，更需要有精神上的
支撑。从深层的心理积淀来看，以“黄土”来建造自己的新家园，这正是追根崇本思想的表现。直到当
今，从闽西再往它处迁徙尤其是到海外的客家人依然有很强的怀念故土的情怀，他们为了表达自己
不忘本，甚至在离开时带一坯黄土，以示纪念。这就说明，“黄土”实际上成为尊祖崇本的精神皈依，
换一句话来说，“黄土”乃象征着根本，也象征着以黄帝为旗帜的祖先。——
—这正是蕴含于土楼建造
之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精神。
二、土楼的符号象征与生殖崇拜
在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土楼作为建造者栖身生存的特定空间，不仅在许多区域流布开
来，而且形成了几种典型的格式。有人曾经将众多土楼样态概括为“五凤楼”、“方楼”与“圆楼”，并且
分析了这些造型艺术的特性。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对土楼诸样式的分布进行统计，这些工作为土
楼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然而，从总体上看，对于土楼的深层文化秘密
似乎尚未真正揭开，因为土楼有一套独特的符号象征语言，其精神容量和秘密靠统计一类手段方法
是不能完全得到有效彰显的。所以，要深入一层以揭开其文化底蕴，必须从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来进
行探究。
所谓“符号学”是关于思想意义与载体或者代码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学科。正如其它学科一样，
符号学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就西方而言，符号学方法论的基石是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按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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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的看法，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由此等角度来看待与认知人，则人便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
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之中。卡西尔的理论在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中具有相当深刻的
影响，后来有苏珊·朗格等人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以致形成了象征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两大
学派。在符号学研究中，有两个概念特别频繁地被使用着，这就是所谓“能指”与“所指”。前者即运载
思想观念的工具或者载体，也就是代码；后者即代码所蕴含的内在意义。符号学以能够作为符号来
把握的一切事物为对象。根据这个思路 ，则艺术形式是符号，具有审美特性的建筑艺术当然也是符
号。依此方法来审视土楼，我们不能不得出土楼是一种符号或者符号系统的逻辑结论。
当然，我们说土楼是一种符号或者符号系统，这绝不是单靠逻辑推理而得出的认识。倘若我们
从其发端和建造程序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那就可以对上述逻辑认识给予实在的支撑。从各
种调查资料可知，土楼的建筑特别讲究“风水”。无论历史悠久的土楼还是年代较近的土楼，注意风
水利弊问题可以说是它们的共性。江城与江龙济共同撰写的《江集成和“圆寨之王”承启楼的兴建》
一文言及该楼主江集成本人即相信风水且略通风水之道，从选择楼址开始他就从风水的角度考虑
问题，后来他还专门请了名噪一时的江西赣州风水名师设计楼图。这反映了土楼建造确实把风水勘
察当作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来开展。从现代科学角度看，讲究“风水”或许被当作“迷信”；但如果从符
号学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却可以捕捉到在其它许多场合所无法发现的古老文化信息。事实
上，“风水”并非用“迷信”二字就能够盖棺定论的。“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淮南子·时则训》之中。该书
称：“天子衣青衣……服八风水。”在《淮南子》里，风水不是一个术数学的概念，而是对自然物的一种
命指，旧题郭璞撰的《葬经》首次将“风水”作为一个术数学概念来使用。《葬经》从“气”的聚散角度解
释风水，以为选择地址意在使“生气”积聚而不散。这就是“风水”的本意。古代中国所谓风水自有一
套象征符号系统，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风水术中基本的方位象征符号。土楼建造讲究风
水当然离不开这种象征符号的借鉴。
从总体上看，土楼的风水象征符号所运载的信息是丰富多采的，但最为根本的则是生殖崇拜意
识。因为古代中国的风水术向来把“化生”作为第一要义来考虑。关于这一点，从风水的别名“青乌”
之中即可找到些许踪迹。据古文献《青乌子》等书所载，“青乌”本是上古谙熟风水的人，相传出于黄
帝时，因其善地理之学，故被尊为“子”。其实，如果我们稽考一下“青乌”的原始词义就可以发现它本
来就是生殖观念的一种符号寄托。作为合成词，“青乌”由“青”与“乌”两者构合而成。汉代文字学家
许 慎 在 《说 文 解 字 》中 说 ，“青 ”是 东 方 之 色 ，代 表 着 四 季 的 开 始 ，换 一 句 话 来 讲 ，“青 ”可 以 转 换 为
“始”。什么是“始”呢？《说文解字》谓“始，女之初也。”按照这种训解，则“始”表示的是女子的初生。
这个“初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女子本身的降生，另一是女子生育他者。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
“始”都含有生育的意义。既然如此，象征开始的色彩符号——
—“青”也就有生育的意蕴了。从字形结
构也可以佐证这种说法。因为“青”字从“生”，而生字的原形是“树木”。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树木。而
是作为“社木”的桑树。在古代习俗中，植桑成林，是为桑林。据《吕氏春秋》等书所载，桑林是古代男
女的“社交”场所，即“野合”的场所。古人之所以要在桑林野合，是因为桑林是旺盛生命力的象征，在
这里野合可以更好地繁衍后代。再说，桑树既然作为“社木”，则在桑林野合便具有祈求社神保佑以
多生子的用意。可见，“青乌”之“青”乃蕴含着传统的生殖崇拜观念。至于青乌之“乌”同样与生殖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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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有关。因为“乌”在古代被当作“日中之禽”。所谓“禽”属于鸟科，“日中之禽”即太阳鸟。在古代社
会习俗中，这种太阳鸟乃是男性生殖器的符号象征，至今人们把男根称作“阳鸟”或者“人鸟”即说明
了先民以太阳鸟——
—乌作为生殖崇拜的另一种象征。“青”与“乌”合成，即意味着阴阳的配合协调而
生子。这种生殖崇拜观念在土楼的风水符号象征里依然根深蒂固。涂祥生在《永定客家生土楼的建
造》第一部分《择址》中说：“客家土楼建造讲究风水。宅址一般宜选在“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
武”的地方。!这种所谓“四神兽”的配合表面看起来是在考虑环境体之间的呼应关系，但在深层心理
中也贯注着生殖崇拜的理念。因为不论是青龙、白虎，还是朱雀、玄武都是男女阴阳的符号表征。根
据笔者实地考察所见，几乎所有大型的土楼都有两口井，这当然具有现实的饮水需要，但同时也是
作为生殖需求的隐性符号。虽然由于时代更迁，在外在宣传上更多的是纲常次序的教化内容，而骨
子里所隐藏的则是生殖崇拜的基本精神。
如果我们回到土楼最基本原料——
—“土”的问题上来进一步剖析那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土楼
所具有的生殖崇拜符号象征。土楼以生土作为建造的基本原料，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流行已广的
神话。根据《风俗通》等书的记载，人类是女娲氏用土造的。开始的时候，女娲将黄土捏成泥人，但觉
得太慢，忙不过来，于是拿起一根绳子，放在泥浆中一蘸，抽起来猛撒，撒出去的泥点全都变成人。女
娲造人故事反映了上古先民以土为人之本根的想法。这种推源于土的生殖观念也表现在土楼发明
者客家人的恋土情结之中。老一代客家人对于土地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视土地如母亲。在生活习
俗里，客家人保存着祭祀社土的仪典和土地信仰，大凡盖楼动土皆需祭拜土地之神，以示崇本。这种
习俗有其文字学方面的可靠根据。无论是“地”还是“社”都有生殖的信息。“地”是“土”与“也”的结
合。《说文解字》把“也”字视为“女阴”的象形。故而，恋土情结所反映的是对大地的一种景仰和子嗣
延续观念。这种观念的延伸就是社祭仪式。《礼记·效特牲》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这说明，“社”
是对土地的一种神化形式。有趣的是，“社”曾经是母亲的一种称呼，根据《说文解字》等书的记载，古
代淮南人称母亲为“社”，至于“地”至今依然被当作母亲，而母亲向来是与生殖联系在一起的。土楼
建造伊始所进行的“动土”祭祷仪式实际上是以特殊的动作符号语言表达了客家人强烈的生殖崇拜
观念。
客家人建造土楼之所以保存了浓厚的生殖崇拜观念，这是由其特殊社会背景与曲折经历所决
定的。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中原汉人被迫举族迁徙，到了新的环境成为客家，与早期住民相比，客
家人处于少数地位，这既不利于他们与早期住民进行生存竞争，也不利于抵抗自然力的压迫，更不
利于他们发展生产。故而，增加人口乃是客观情势之所需；再说，以祖先信仰为核心的孝道伦理也支
持着客家人注重子孙繁衍的观念。故而，那种崇拜土地的生殖意识便在土楼建造之初被贯注了。
三、土楼的结构布局与环境意识
土楼的符号象征不单在一个“土”字，其思想观念也不单是“生殖”。从方位安排与建筑结构看，
土楼的生殖意识通过多层次而简明的符号语言传达了生存与发展理念。土楼虽然以人为本来安排
方位与层次结构，但并非将人隔绝起来，而是把人置于广袤的宇宙之中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土楼
的整体结构可以看作是人与天地宇宙相沟通的符号系统。
土楼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自楼址选定到施工，土楼的建造者始终将之与周边环境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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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址依据“四神兽”的呼应原则来选定，这本身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因为古代的所谓“四神兽”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乃是二十八星宿的符号概括。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玄武七宿斗
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翌轸。这个“二十八星宿”的
天文符号系统由来已久。在上古流传下来的《尚书·尧典》已有“星鸟”、“星火”、“星虚”、“星昴”一类
称谓。所谓“星鸟”是说南方朱雀七宿在天呈鸟形；“星火”即火星，指东方青龙七宿之一的房宿；“星
虚”指北方白虎七宿中的虚宿。“星昴”指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宿。二十八星宿的完整名称见于《吕氏
春秋》。古人的二十八星宿名目乃基于天象认识，因此具有空间的代码意蕴；另外，《尚书》出现的四
星宿都居于各方星宿之中，故有“仲星”之称。古代之所以重视“四仲星”意在确定春分、秋分、夏至、
冬至。这就说明星宿在先民那里又具有时间的代码意义。这样看来，二十八星宿可以说体现了空间
与时间统一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八星宿的时空符号模式是以“斗罡”为确定的基准的。所谓
“斗纲”就是北斗，它们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摇光。这七星之中，前四星为魁，后三星
为柄。以天罡北斗为准来衡量二十八星宿的位置，这不仅积淀了先民的天文知识，体现了他们的空
间观念，而且是制定历法的根据。当这套理论被引入风水学之中并且为土楼的建造者们所应用的时
候，这实际上就已经把土楼的建造与天体运动联起来。因为二十八星宿既是时空的符号体系，也是
判断土楼与周边环境关系的时空尺度符号。这样，土楼就成为整个宇宙之中诸事物环环相扣的一个
部分，建造者将这种属于整体宇宙的联结部分作为自己生存的小环境，这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生存与
天体宇宙大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土楼营造的方位布局遵循《易》学卦象原理。这可以说充分反映了土楼建造者自觉的环境意识，
因为《易》学的卦象本来就是对天地自然之象的写照。所谓“八卦”指的是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分别代
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相传八卦是在近!""" 年前由伏羲氏发明的。伏羲氏发明八卦的过程就是了解
天地自然环境的过程。《周易·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中所
谓“包牺氏”就是伏羲氏。按照这种看法，则八卦乃是仰观俯察的结果。由八卦推衍成为六十四卦，这
就构成了号称“群经之首”的《周易》的卦象符号体系。作为一部占卜之书，《周易》不可避免包含了许
多不合时宜的因素，但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周易》的基本价值就在于
它是从整体性思维来判断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从阴阳的对立统一、否定转化的诸多环节来作出行动
决策，其中包含相当深邃的生态环境智慧。长期以来，人们对《周易》进行解释发挥，应用《周易》原理
来建构思想体系、这就叫做“易学”。自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至于后世的天文、历法、道教、佛教等，几乎
所有中国学术都离不开《周易》哲理智慧的启迪。魏晋以来，风水建筑也引入易学的卦象符号体系。
根据“观天道以推人事”的联类比物思维法度，风水建筑的罗盘使用将天地人的关系贯通起来。这种
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于土楼的营造布局。
那些历史比较悠久并且规模较大的土楼布局几乎都贯通着卦象原理，如此一来，土楼便成为建
造者注重环境协调的证物。例如素有“圆寨之王”雅称的承启楼在设计时以“八卦为主体，套用五行，
!
加配九宫，还根据八卦三十六周天大演数进行布局。”
具体而言，就是依照罗盘的坎离定位，成坐北

朝南之态势。其楼凡四圈，以方形的祖堂居中，外依同一圆心布其圆楼三圈，逐圈扩大其直径。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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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共六十四间房，合于易学六十四卦，内第一圈三十六间，合于周天之数，内第二圈二十间，合于四
象五行相会之数。中有太极、武曲金星之位、天池之设。整座土楼的布局实际上即是伏羲六十四卦方
圆图的活化石。其环境意识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方圆相错之形体现了合天地于一楼的思想。因为
“方”本象征地，而“圆”则象征天。《淮南子·天文训》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

!"##年，安徽阜阳地区所出土的上古六壬式占盘与太乙九宫占盘均由天圆盘与地方构成，足见天圆
地方说早已形成了人工符号模式，后来更有合天圆与地方模式为一体者。邵雍《观物外篇》在解释
“方圆合一图”时说：“天圆而地方。圆之数起一而积六，方之数起一而积八。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
……天变方为圆而常存其一，地分一为四而常执其方。”朱熹也说：“圆图象天，一顺一逆，流行中有
对待，如震八卦对巽八卦之类。方图象地，有逆无顺，定位中有对待，四角相对，如乾一对坤八之类。
!
此方圆图之辩也。”
本来，“天圆地方”乃是古代人们对于天地形态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但到了宋代

的邵雍则将之数理化了。他根据《周易》关于奇数为天数、偶数为地数的基本理论，通过数学的演算
来确定天地图式。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圆图与方图的关系，以为圆图显示了阴阳流行，而
方图则显示了阴阳对待。所谓“流行”是就时间而言的，所谓“对待”是就空间而言的。这样，方圆合一
之图就体现了时空的统一与转化观念。承启楼祖堂为方，其外为圆，此等模式即出自邵雍的方圆合
一图。不论天圆地方之说是否符号客观的天体形状，但在数学上以奇偶的巧妙组合的确可以有方圆
的流行变化。承启楼以方圆来代表天地，实际上就是以方圆为符号来表征天地之象。既然该楼之建
造是依天地之形而起，则该楼也就成为天地的缩影了。因此，居处于楼中，其眼界便延伸于遥遥天
际。第二，奇偶相间之数表征了阴阳感应思想。承启楼的楼层与房间设计注意到数的奇偶配合。外
圈凡四层，为偶属阴；由正门到达祖堂凡三进，为奇属阳。这种阴阳相配形式体现了建造者关于内外
环境纵横通汇的交合观念。可以说，在这种设计里，阴阳是互为环境的，阳是阴的环境，而阴则是阳
的环境，因为阴阳本身也被符号化了，奇偶数字已经不是它们自己，而是运载了别的更加丰富的内
容。第三，祖堂居中，配以两半圆之围房，此等态势寄托了宇宙化生的无限系列。在承启楼设计者的
心目中，祖堂即是“太极”，而绕外的两个半圆弧形配屋则是“两仪”。其基本理念来自易学的“先天
图”模式。在古《易》中本有“先天”之说，《周易·乾·文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会
通天地的先天与后天之说为宋代学者所津津乐道。邵雍对先天之学尤其兴趣。他根据《周易》与道教
的思想制定了“先天八卦图”解释这个图式的学说就称作“先天学”。邵雍把先天学当作“心法”，因为
"
心居中，所以“图皆自中起”
。在邵雍看来，心即是太极，而“太极”又是天地之始、“道”之极 。对照一

下承启楼，我们可以发现设计者在确立祖堂位置时是以邵雍的先天学为其基本指导思想的。既然祖
堂等于“太极”，而围绕其外的两个半圆又是两仪，则此楼的核心即成为宇宙的核心，因为古代的太
极是居中的。由祖堂化生两仪，一方面意味着宗法血脉的无限连绵，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宇宙的无限
展开。在这里，子孙的延续与宇宙的演化系列被统一在土楼的整体结构之中。第四，三门分合，反映
了人天交通的境界。承启楼每圈设三门，正门在南面，属于离卦；以面南而立为测定的准则，则东边
为人门属于震卦，西边为地门属于兑卦。三门之设基于易学的“三才”之道。“三才”又作“三材”，指的
是天地人，引申之则为天道、地道、人道。《周易·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周易·说卦传》称：“立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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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东汉思想家王符对此作了进一
!
步的解释和发挥，他说：“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
《周易》的卦象，分

经卦与别卦，经卦三爻，以下爻为地，中爻为人，上爻为天；别卦延展之，以下两爻为地，中两爻为人，
上两爻为天。天地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又是相互感通的。人居中，这表征通天达地的意蕴。承启楼
的“三门”既然合于《易》之三才，则其中所蕴含的人法天则地的理趣也就跃然纸上。这种通天达地的
构想体现了设计者一种理想化的建筑艺术境界。
承启楼算是依照易学象数义理来进行整体布局的典型。像这种具有比较自觉运用易学来布局
的土楼还有振成楼。与承启楼大体相似的是，振成楼也依照罗盘的八卦定位来进行布局和安排房屋
结构；稍有不同的是：振成楼尽管也有它的中轴线，但不是以坎离子午为基准，它采取坐西北朝东南
的方位次序。前门为巽卦，其后倚乾卦之势而成格。左门在艮位，右门在坤位。两口井与左右门同在
一条直线上。不论这种结构安排是从动工年份之时辰出发考虑还是楼主生辰八字考虑，在思想旨趣
上还是符合天人沟通的趋利避害原则。《周易》以巽卦为风，以乾卦为天。前门为巽，而与殿后之乾卦
感通，表征顺天时而行。《象》曰：“随风，巽 ；君子以申命行事。”这是说，和风连连相随，君子应以风
行天下无所不顺之象为效法的指归。此等奉天时的理念在乾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呼应。《周易·乾
卦》卦辞说：“乾，元亨利贞。”著名易学家尚秉和先生解元亨利贞为春夏秋冬，体现了“奉天时”的大
义。合两卦而言之，则振成楼的巽、乾定位即蕴含着奉天行事的大环境精神。这就是《周易·文言传》
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和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间既讲时间又讲空间。时
空观念的数形转换形态是历法与周天度数的对应。在振成楼建筑体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时空耦合
的数形统一形态。振成楼以外绕之圆表征乾九老阳之数，以每卦六间合于坤六老阴之数。至于两井
为太极图的两个鱼眼，这早已为前人所认识。既然有太极图的鱼眼，则振成楼内含太极图便是不言
而喻的事了。太极图的!曲线是阴阳消长轨迹的写照。阳至盛为老阳，阴至盛为老阴。老阳为乾卦，
老阴为坤卦。从空间的立场看，阴阳消长，即是宇宙的变化；从时间的角度看，乾坤互补，即是历法的
大序。古易学家测算，有乾坤之策。《周易·系辞传》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
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乾坤两策合于一年三百六十日，这就是所谓“周天历数”。基于“数”与“形”
的相互转换原理，当一座土楼内含历数时，同时也意味着天体运转、四时交替对于楼中人生活的影
响。
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
"#$#%&# ’()*#+）说：“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纯粹是功利的：甚
至连最普通的建筑也以各种方式组织空间，这样，它们就起指示作用，发出某种关于社会优先考虑
的事项、这个社会对人的本性的各种先决条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除了对提供蔽身之所、娱
乐、医疗等问题的公开的关心以外。全部五种感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视觉，都可以在符号化的
过程中发挥作用：即作为符号的制造者和接受者。”"以此来审度土楼，我们就可以明白这种为遮风
蔽雨而建的土楼为什么充满神奇的魅力了。
四、土楼的建筑艺术与社区教化
符号主义美学家苏珊·朗格（
!,+(%%#-.- /(%0#$ ）说：“任何一个能够创造种族世界幻象的建筑
物，一个与人类生命特征相关联的‘场所’，看上去都必然是有生机的，像一个活的形式。‘组织’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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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隐称。”
她又说：“建筑创造了一个世界表象，而这个世界则是自我的副本。这是一个被创造的

可以看见的整体环境。在那里就象在部落之中，自我是集体的自我，自我的世界是公共的。对于个人
的人格它是归宿。就像一个人的实际环境就是一个功能关系系统，一个虚的‘环境’，一个建筑所创
造的空间，也是一个功能性存在的符号。……符号表现与有远见的计划、高明的安排完全是两码事，
它不暗示要做的事，而是体现事情完成时所具有的情感和节奏：激动与冷静，轻浮或畏惧。这就是建
筑中被创造的生命意象。它是一个‘种族领域’的可见表象，在形式的力量与相互作用中被发现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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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符号。”

苏珊·朗格是从人的情感角度来解释建筑符号的。在她心目中的所谓“幻象”并非是一种梦幻般
的意念形态，而是凝结了人的主观精神、种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物化模式，因为这不同于自然界
存在的物体状态，被浸染了人的主体意识，所以名之为“幻象”。根据苏珊·朗格的思路，任何种族化
的建筑都是人的情感专注投入的结果。因此，这种建筑尽管是“虚”的或者说是“幻象”的环境，但却
充满了活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建筑具有鲜明的部落意识。苏珊·朗格的艺术理论是以情感统
帅一切的，这未免显得绝对化一些。不过，她把建筑当作“生命意象”的创造却也颇具艺术智慧。如果
我们把苏珊·朗格的“种族”概念换成“部族”，再从土楼的“可见表象”中审视其形式力量及其相互作
用的环节，那就可以发现更为丰富的符号意义。可以说，土楼以其特有的建筑符号语言讲述着客家
人求生存的奋斗历史，也叙说他们的习俗与社区教化。土楼，以其朴实的建造风格映照了道德与审
美意识。艺术的和谐与社区教化精神凝结为土楼的建筑韵律。
以“韵律”来形容土楼，这并非溢美夸张，因为土楼作为具有强烈保存传统的意识的客家人在山
区恶劣环境中的“生命意象”，它是充满民族情感的“组诗”。这种组诗由于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纯朴简
单的材料结合而焕发出无可压抑的艺术反差与生命的张力。
“保存传统”，这几乎是所有历史悠久的部族的禀性；然而，并非所有的部族在任何场合都表现
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只有那些在动荡之中充满危机感的部族才迸发这种积压在内心底层的情感岩
浆。历经迁徙苦难的客家人正是充满了危机感的部族，他们需要传统，他们保存传统，他们以特有的
方式将保存传统的热烈情感凝结在土楼建筑之中。因为保存传统就是保存自我，就是保存部族的生
存与发展权利。
人们不会忘记，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与讲究呼应对称
的建筑风格。文献记载，早在上古黄帝时期，就创造了“明堂”九宫格局，《大戴礼记·明堂》篇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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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汉书·

郊祀志》谓：时帝希望建制明堂，济南人公玉带奉上黄帝时的明堂图，据说“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森壁
以茅盖，通水园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不论这些记载
的可靠程度如何，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呼应对称的建筑精神却在汉魏以来的宫廷
建筑得到了延续。尤其是所谓“方圆”之说更成为一种艺术精神而为汉民族所遵从。从形态上看，土
楼艺术显然是民族建筑传统的遗响。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自汉魏以来，宫廷建筑的方圆格局及其对称呼应原则一直是与珍贵的材
料和豪华的装饰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宫廷的方圆建筑格局所奏响的是编钟式的充满低音回荡的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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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旋律；但在土楼建筑群中，当汉民族传统建筑的主旋律被衬托上纯朴的“土”性音符时，雅乐就成
了富有叙事色彩的“山歌”。它的乐章带有几分雄浑，几分悲壮，几分欢乐。它是建造者在经历苦难之
后的自我激励，它是辛勤创造之后收获喜悦情感的流泻。虽然土楼的建筑材料是最简单纯朴的，但
这种简单与纯朴却使保存传统的精神得到了“诗性强调”。
所谓“诗性强调”，其最为根本的文化精神就是创造。日本学者池上嘉彦说：构成文化的符号现
象中，确实有比日常发声语言更具“受规则支配的创造性”特征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现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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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西“更具改变规则的创造性”
。池上嘉彦所讲的创造具有两层的意义，一种是受“规则”支配；

另一种是改变了“规则”。如果说，传统创造了旧的规则，那么在规则支配下的“创造”就是在保持基
本韵律的前提下的一种量上的变化；而“改变规则”却意味着相对于传统的大胆革新 。从这个意义
上说，“诗性强调”既是以充满本真艺术情思来保存传统，又是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来演绎传统与超越
传统。
当客家人在逃难之后走向相对稳定的生活时，他们依靠勤奋而积蓄了财力。这时大胆的设想便
借助了诗性的翅膀在山凹中飞翔起来。于是，你们看到了素有 “土楼明珠”美称的五凤楼杰出代
表——
—裕隆楼以及充满“豪情”的永豪楼之类富有诗情画意的土楼拔地而起。裕隆楼之所以成为五
凤楼的代表，是因为它具有“三堂两落”的典型格局。其原始创意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人手五指的启
迪下进行布局。在古人心目中，五指象征着天地大数——
—即一、二、三、四、五。其中的三个奇数（一、
三、五）为天数，而两个偶数（二与四）则为地数，合称之则为“三天两地”，通于木火土金水“五行”的
理趣。在传统符号库中，“凤”与“龙”一样是吉祥的象征。因此，简单的“五指”便转化成无与伦比的
“鸟中之王”。这看起来似乎非常普通平常；然而大道简而不繁，最伟大的创造常常是依最简单的道
理出奇制胜。五凤楼的新奇创意正在于它的简括明了，而不拖泥带水。当这种具有明快线条的主体
建筑——
—“五凤”在楼前楼后配上水池、假山、花圃时，屋脊、屋檐、门楼、斗拱、屏风等处的雕龙塑凤、
以戏文典故为题材的诸多浮塑，便更加栩栩如生。至于永豪楼在林林总总的土楼中虽不算古老，却
是堪以其“豪气”而闻名。永豪楼并非是它的正式名称，见于文字资料的名称是“五福楼”，因为实际
主持施工达!" 年之久的楼主名字叫永豪，于是原定的“五福”名称就悄悄地被邻人改作“永豪”。不
过，这一改，似乎更反映了该楼的格调气质。面对其壮观的建筑群体，的确可以感受到那种“豪气”的
氛围。全楼占地近 !#亩，它将传统的九宫格局进行“改变规则”的创造性调整，根据坐南朝北的定位，
构筑“同”字形的总体框架。整个建筑群体共分!$ 模块，正中有一长方形竖向天井，以合于“虚中”不
用的原则；就单元房而论，共!%单元，
&!厅，’&’室。除此之外，在正大门的两边还设有武馆与文馆，一
文一武，井井有条。这样大的布局，体现了建造者颇具创造性的气魄，难怪人们喜欢称之为“永豪”
了！然而，豪气的大胆创造之中依然续存了传统，因为每个单元房那种一厅八室的设置其实正是上
古黄帝“明堂”建筑音律的回响。在这里，创造超越了传统，而传统却因为创造而升华，“诗性强调”的
审美灵光也在这种升华中无可阻档地焕发出来！
土楼之所以闪烁着“诗性强调”的审美灵光，还因为它把社区教化的传统精神也熔进了建筑艺
术的整体形象之中，以祖先崇拜为根基的汉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
道德教化体系。客家人举族而居土楼的时候，以特有的形式来传播其固有的道德传统。修身、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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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好善乐施，这些古训在客家群体中甚至连一般识字不多的妇人也耳熟能
详。对于所谓“大丈夫”们来说，此等古训更是植入心灵深处了。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此等道德教
化的古训精神已经被定格为“诗性”的语言，牢牢铭刻在门厅梁柱等显著位置。例如永豪楼外大门竖
联：“礼门通义路，智水近仁山”。横批是“德为邻”。中厅内柱木刻联：“读圣贤书立修齐志，行仁义事
存忠孝心”。横批是：“福聚堂”。高北承启楼厅堂竖联：“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
住，出入相见，最宜注重人伦。”振成楼后厅柱联：“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
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此类楹联以中国传统的圣贤为楷模，激励人们不失时
机，勤奋学习，以报效家国。在伦理上，土楼楹联主要是以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为教化之本。尽管在
内容上也存在一些比较保守的不合时宜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却是与土楼建筑艺术的格调相一致的。
实际上楹联乃是土楼整体建筑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其中所具有的对称和谐音律很容易让人联想
起客家人那种朴素庄重的服装。如果说那些具有中原气质并且打上大山烙印的耐穿、实用、端庄的
客家服装给土楼的族群生活铺上了风俗传统的底色，那么楹联则是土楼社区风俗画的“点睛”之笔。
土楼是一首歌，一首在传统主旋律变奏下融进山歌音调的长篇抒情歌！土楼也是一幅画，一幅
虚实相间并且贯注了创建者深邃智慧的写意画！那种长幼有序、尊老敬贤、勤俭持家、奋斗拼搏、自
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土楼的漫长画卷和那一唱三叹的婉转歌声在广袤的宇宙之中传递着。
伴随着悦耳的山泉流水，婉转的歌声转换成动态的画面，与蕴聚深刻意义的写意画交相辉映。它给
世人展开了一个古老而又神奇的世界，它为未来的人类生活留下无限的启迪……
注释：

! 本文是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社科联与福建日报社所组织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百名社科专家
老区行”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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