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１ 年６ 月

沈 阳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２３ 卷 第３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２０２１)０３ － ０２４６ － ０６

Ｊｕｎ .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１７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 ２０２１. ０３. ０５

城乡异构的南通民居探源
徐永战
(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建筑学院) ꎬ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１９)

摘

要:以南通民居为研究对象ꎬ分析了其城乡异构的表现ꎬ重点阐明了南通民居

城乡异构的原因:一是从时间和空间来看ꎬ明代卫所制形成的内外区隔ꎬ近代工业
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冲突ꎬ形成了城乡分化的趋势ꎻ二是从地理空间来看ꎬ海洋
地理文化和市井文化的冲突ꎬ加剧了该趋势ꎻ三是沿海居民急于打破海边的荒凉与
沉寂ꎬ而城市以礼制的思维形成了统一的建筑模式ꎮ
关键词:南通民居ꎻ城乡异构ꎻ空间ꎻ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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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处黄海和长江的交汇处ꎬ土地为

将每个家庭围合在封闭的环境中ꎬ因在漫长

海洋中的泥沙淤积而成ꎬ在陆地形成的过程

的岁月中房屋多次易主ꎬ组团建筑分分合合ꎬ

中ꎬ各地的移民逐渐汇聚于此ꎬ经过长期的交

主人有意无意地将孤立的院落拆分组合ꎬ形

融碰撞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ꎬ北方汉文化

成了多元的院落形态ꎬ大户人家多使用吴地

和南方吴文化以及海洋区域文化犬牙交错ꎬ

官式大宅ꎬ这种院落以其排列整齐ꎬ前后分隔

民居作为乡土文化的直观载体ꎬ在如此狭小

明确ꎬ左右以火巷相连形成泾渭分明的建筑

的地域空间内ꎬ城市和乡村的民居从院落布

群ꎮ 建筑群由前后房舍和两厢围墙相围合的

局、建筑形式和建筑空间上形成了截然不同

对合院子组成ꎮ 大门、天井、火巷、院门组成

的两种居住体系ꎬ 即城乡异构的南通民居ꎮ

交通体系ꎬ联系多个对合而成的院落ꎮ 主人

这种异构的建筑型制反映了乡村海洋文化与

由第一进院门进入ꎬ通过建筑出入各院ꎮ 南

城市市井文化的对比ꎬ是在适应社会历史发

通有句“ 有钱难买南开门” 的民谚ꎬ官式大宅

展的过程中文化变迁所导致的城乡文化分

的大门多设置于东南角ꎬ院门朝南ꎮ 地位稍

[１]

化 的直观载体表现ꎬ是城乡两种亚文化背
景中的生活环境、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思想

差一点的人家采用官式大宅和园林结合的布

观念、生活准则、价值体系、行为方式、民俗习

联起来ꎬ方便人员在雨季穿梭于各个房间ꎮ

惯等文化差异在建筑上的直观反映ꎮ

小型的园林匠心独具地布置其间ꎬ入口构成

一、南通民居城乡异构的物质表现
１. 城镇封闭的合院和乡村开放的圩院
(１) 城市民居院落的多样与封闭

南通城镇民居外实而内虚ꎬ高高的墙体

局ꎬ连廊将参差不齐的建筑从前至后悉数串

和官式大宅基本相同ꎬ只是院门只有一个ꎬ且
大门方向因地制宜ꎮ 张謇开创了中体西用的
院落模式ꎬ将官式的串联、园林的连廊二者有
机结合ꎬ形成表象西化、 内涵中体的院落形
式ꎮ 除了以上 ３ 种民居外ꎬ普通民众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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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因地制宜ꎬ形成了以三间正房为主体的

即可推行ꎬ故只容一人通过的桥梁独轮车皆

自由多变的院落空间ꎬ这种院落形式又形成

可出入自由ꎮ 吊桥靠近院落的一端固定ꎬ到

了两种类型:其一为独立布局ꎬ三间两厢、三

了晚上将吊桥收起ꎬ保证整个水圩宅院的安

间一厢、正倒二合等院落形式ꎬ院落的入口根

全ꎮ 随着家族的扩大ꎬ或新开辟圩田ꎬ或组合

据基地的条件随意设置ꎬ或设于正房厢房之

成稍大的圩田ꎬ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居住在

间ꎬ或正对正房ꎬ即使正对正房ꎬ也不设影壁ꎮ

一起ꎬ形成一个由水四周围合的相对集中的

院门也多随意设置ꎬ或为进深两界的门楼ꎬ或

居住单元ꎬ但没有发展成集中的村落ꎮ

为类似北京垂花门的独立院门ꎮ 其二为多个
院落自由组合式ꎬ孤立的院落中间错落有致ꎬ
院落与院落之间布置围合的亭子、月亮门等ꎬ
形成两个或多个院落的自由组合ꎮ
(２) 乡村院落的无序与开敞

在广大的乡村ꎬ民居散落于农田之内ꎬ南
通地处长江下游ꎬ长江入海口的北侧泥沙逐
年淤积形成陆地ꎬ不间断的移民拓荒形成了
圩田的乡村住居布置和滨海乡村景观ꎮ 圩田
是一种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通过围
堤筑圩ꎬ围田于内、挡水于外ꎬ围内开沟渠ꎬ设
涵闸ꎬ实现排灌的水利田ꎬ广泛存在于长江中
下游

[２]

ꎮ 南通劳动人民充分发挥圩田的优

势ꎬ建立了一个包含居住、耕作、墓地的生活

图１

南通的“ 圩”

２. 内敛的城市民居和外显的乡村民居
(１) 城市民居的内敛

南通因地处兵家不争之地ꎬ数量巨大的

单元( 见图 １) ꎮ 海水泥沙沉积成陆伊始ꎬ土

古镇得以保全ꎬ古镇中建筑秉承着外实内虚

地的含盐量过高不利于耕种ꎮ 先人巧妙使用

的整体风貌ꎬ这种外观的相似性ꎬ表现了富有

纵横交错的河流将土地划成田块ꎬ利用河流

的城镇居民不愿露富的内敛性情ꎮ 城市民居

的冲刷带走多余的盐分ꎬ经过自然改造圩田

的内敛在入口繁复的布局和内外有别的装饰

成为良田ꎬ居民在四周河流围合的田块北侧

上表现得最为直接ꎮ 首先ꎬ表现在大门的质

靠近大河的岸边ꎬ 各自选择建造住宅基址ꎮ

朴与二门的豪华:官式大宅的入口布局严谨ꎬ

将基地三面挖成河流ꎬ使基地地势垫高ꎬ四周

由大门、天井、二门、火巷、院门组成繁复的入

形成人工的一圈水系ꎮ 在住宅的南侧田地里

口空间ꎬ一般大门进深两界、外观简朴ꎬ天井

设置墓地ꎬ每一个水圩就形成了集居住、耕作

精致ꎬ墙身磨砖对缝ꎬ盘头施以枭混组合的叠

和安息为一体的完整的乡村生活体系ꎮ 水圩

涩和南通特有的猫儿头ꎻ院门豪华ꎬ院门门槛

四周的水形成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天然屏障ꎬ
也为无限开放的院落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

高将近 １ ｍꎬ且门两边有精美的抱鼓石或石
狮子ꎬ院门正面装饰以精美的砖雕ꎬ背面装饰

通ꎮ 在水围合的基地内建造房屋ꎬ房屋为乡

造型独特的撑栱ꎮ 其次ꎬ在建筑形式的选择

土材料建成的草屋ꎬ后随着条件改善也出现

上ꎬ富贵人家大门的形式比较单一ꎬ多是蛮子

了瓦屋ꎬ其布局为一座或两座正房ꎬ两侧辅以

门ꎬ主要建筑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形式ꎬ正面门

厢房ꎬ正房开间很大ꎬ而且正房的间数不受三

窗ꎬ侧面清水砖或白灰抹面的山墙ꎬ屋面为青

间的等级限制ꎬ因地制宜间数不限ꎮ 正房开

灰色的蝴蝶瓦对合铺砌ꎬ最为显眼的正脊是

间大的达到 ７ ｍ 以上ꎮ 院落和外界唯一的陆
路联系方式是一座吊桥ꎬ吊桥宽有 ０. ７ ｍꎬ南
通乡下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为独轮车ꎬ一人

清一色的三线雌毛脊ꎮ 然而ꎬ内部的装饰却
大相径庭ꎬ檩下的荷花墩造型多样ꎬ外檐下撑

栱精致细腻 [３] ꎮ 门头的横木雕饰如鱼似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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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墙磨砖对缝而花纹各异ꎬ室内外地面铺砌
有序ꎬ轩廊( 见图 ２) 造型别致ꎬ都显示出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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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座和正房明间不可以穿越ꎬ这 ４ 种类型的
房子占据了民居的绝大部分ꎬ基本都是一明

的特色ꎮ 第三ꎬ在外观实用主义的装饰上ꎬ大

两暗三间式ꎬ穿堂、厅堂和正房辅以围墙组成

门上没有铺首衔环ꎬ甚至连一般锁具都不设

多样的院落ꎮ 城镇民居的型制以间为单位进

置ꎬ在大门的锁具处ꎬ设置一个八面体的木构

行组合ꎬ间的类型有明间和次间两种ꎬ明间分

件ꎬ转动木构件ꎬ第一道门的暗杠就被打开ꎬ

为前后有廊和单侧有廊两种形式ꎮ 在穿堂和

客人可进入门楼等待ꎮ 为了增强门槛的耐磨

厅堂的明间为前后有廊ꎬ倒座和正房明间为

性ꎬ门槛满布竹篾ꎬ细小的钉子排布成精致的

单侧有廊ꎮ 次间也有单独次间和暗两间两种

图案ꎮ 城市民居从外观的统一、繁复的入口
和实用的装饰上充分体现了其外观内敛而内
涵丰富ꎮ

形式ꎬ由明间和次间衍生出 ５ 种建筑的组合ꎮ
南通民居厅堂和正房的平面方整ꎬ由明间、次
间组成ꎬ多数为三间ꎬ也有“ 明三暗五” 的做
法ꎮ 客厅居中ꎬ厅堂南北向均开门ꎬ门以六扇
或八扇满布整个明间柱间ꎬ后门中间几扇不
开ꎬ放置桌椅ꎬ只开偏门ꎮ 厅堂明间凹进ꎬ形
成前后廊ꎬ是室内外的分隔ꎬ是南通民居少有
的灰空间ꎮ 它不仅满足了儒学的伦理道德观
念ꎬ两侧居室向明间的外廊开门ꎬ让每一间都
有一个对外出入口ꎬ保证各自空间的独立性ꎬ

图２

南通民居的轩

(２) 乡村民居的外显

在南通狭小的地域范围内ꎬ出现了类型
不同的乡村建筑ꎮ 靠近北部三县的建筑墙体

避免相互之间的干扰ꎬ而且形成了居民非常
喜爱的活动空间ꎬ夏天纳凉ꎬ冬天晒太阳ꎬ为
室内营造舒适的环境提供保证ꎮ 厨房和卫生
间多位于倒座或者厢房ꎮ

青砖砌筑ꎬ承重结构采用穿斗式木结构承重

乡村民居多为单体ꎬ没有组成院落ꎬ其民

或山墙承重ꎬ平面出现多种组合方式ꎬ一明两

居为独栋式建筑ꎬ虽然也是以间为单位进行

暗的三间ꎬ三加一、二加二的四间ꎬ三加二的

组合ꎬ但其组合的方式和城市不同ꎬ城市建筑

五间随意组合ꎮ 建筑整体形象精致而拘谨ꎬ

受« 明会典» 和« 大清会典» 等封建建筑等级

门窗窄小ꎬ建筑封闭而敦实ꎮ 靠近南部启海

限制ꎬ普通民居只能三间ꎬ或稍有逾越而成明

地区建筑以抹灰墙面ꎬ三间为主ꎬ建筑通透ꎬ

三暗五ꎬ而广大农村则少有这些限制ꎬ其组合

门窗满布ꎬ且后侧设门ꎬ南侧明间凹进ꎬ屋面

的结果和城市外观清一色的三间不同ꎬ出现

举折明显ꎬ屋檐出挑深远ꎬ建筑整体形象婉约

了各种类型ꎬ如北部的三加一四间和三加二

大气ꎮ 东部沿海建筑则综合前二者特点ꎬ门

五间的类型ꎬ南部水圩住宅因地而建ꎬ根据地

窗稍小ꎬ建筑以砖墙为主ꎮ 三者不论在建筑

宽建造房子ꎬ过长则中间断开ꎬ如海门三星镇

类型上如何不同ꎬ但张扬外显的共同点表露
无遗ꎬ正脊作为南通乡村民居的点睛之笔ꎬ为
了增强外显ꎬ先人着实下了一番功夫ꎬ形成了
沿海民居的脊饰宝库ꎮ
(３) 空间的不同

建筑空间是居住者最主要的使用场所ꎬ
是居民生活习惯的真实反映ꎮ 城市民居的建

杨宅为檐廊开间 １１ 间ꎬ内部五间ꎬ中间三间
宽度 ５ ~ ７ ｍꎬ和城市房间的紧凑形成很大的
差别ꎮ 乡村建筑北部没有外廊ꎬ而南部普遍
有外廊ꎬ外廊多仅做在明间ꎬ即和城市相同明
间凹进ꎬ但不做后廊ꎮ

二、南通民居城乡异构的根源探析

筑类型包括倒座、穿堂、厅堂、正房以及厢房ꎮ

城乡异构的民居型制从时 间 和 空 间 上

就空间特色而言ꎬ穿堂和厅堂中间可以穿越ꎬ

看ꎬ来源于明代卫所制形成的内外区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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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冲突ꎮ 从地

的激烈碰撞冲击之下ꎬ“ 中体西用” 成为近代

理空间上看ꎬ来源于海洋地理文化和城市市

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选择ꎬ即变器不变道ꎬ以

井文化的冲突ꎮ 这种城乡异构的存在是南通
城乡文化因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制度不

本土文化为体ꎬ西方文化为用 [７] ꎮ 但由于张
謇试图把中国传统圣王之道与西方的器用之

同而造成的ꎬ加之乡村文化的都市迁移造成

学结合起来ꎬ形成一条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８]

了传统乡村文化的衰落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

的内在矛盾性ꎬ最终为南通近代化埋下阴影ꎬ

文化的差异

[４]

ꎮ

１. 卫所制防卫需求形成了城乡异构的屏障

但形成了“ 一城三镇” 的格局ꎬ这种格局的存
在也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ꎮ 城市

卫所制作为明代独具特色的一种军事制

民居在近代化到来之际迅速由传统式向中西

度ꎬ给驻防地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留

结合式转变ꎬ进而发展成为显性“ 中体西用”

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ꎮ 军事防御的需求决定

和隐性“ 中体西用” 的建筑ꎬ前者以中式布局

了城镇的空间布局、军民共治的政治格局ꎬ形

和中式的材料结合西式的装饰形成混合式的

成了城市空间形态、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管理

建筑ꎬ后者以西式的材料、西式的技术形成完

模式ꎬ影响了居住建筑的组团分布ꎮ 军事意
义浓厚的城市内涵成为南通古城独具色彩的
文化地理单元ꎬ对南通江海文化产生了深远

全西式的建筑ꎬ如濠南别业( 见图 ３) 以整体
的歇山顶、副阶周匝的平面布局和传统的红
色柱式体现中式的内涵ꎮ 而农村则因观念的

的影响 [５] ꎮ 南通为平原ꎬ 陆地无 险 可 守ꎬ 城

保守和信息传播的不畅而继续沿用传统的技

防建设在时人心目中ꎬ保障地方安定尤为重

术和材料ꎬ由传统的草房向砖瓦房、进一步向

要ꎬ城防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内在关系ꎬ

二层的楼房转变ꎮ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ꎬ由

但明显的界线会在无形中加大城市与乡村之

于材料的革新ꎬ草房逐渐转变为砖瓦房ꎬ但其

间的隔膜程度 [６] ꎮ 城墙内采取了里甲式管

理念和技术完全一脉相承ꎬ如草房的正脊需

式的里坊之内ꎬ里坊内居住常驻的军队及其

的牛角脊ꎬ 而至砖瓦房ꎬ 尽管技术上已非必

理模式ꎬ使用围墙形成里坊ꎬ城市民居置于官
家属ꎬ因古城面积有限ꎬ据明代郑若曾« 筹海

要绑扎ꎬ防止草被吹走而漏雨ꎬ因此做了长长
需ꎬ但因观念的相承ꎬ仍做了牛角脊ꎮ

图编» 记载ꎬ南通千户所一度“ 统军通州千户
所旗军二百三名、屯军八百八十二名、狼山六
十名” ꎬ按每户 ４ 人ꎬ将近 ４ ０００ 军户人员分
布在各个城镇ꎬ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ꎬ这
些军户有着严格的纪律ꎬ形成了统一的居住
模式ꎮ 这种居住模式来源于军事化的管理ꎬ
对地方建筑形式的考虑不够充分ꎬ因而在城
墙内外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种居住型制ꎮ 而
南通古城和分布在各个不同文化氛围中的古
镇核心位置的建筑却有着相同的居住理念ꎬ
亦与驻军的系统性有关ꎮ 古镇是古城向乡村

图３

濠南别业

３. 乡村多元移民文化与城市传统市井文化的
冲突持续加强了城乡异构

转化的一个过渡单元ꎬ重要的古镇由军户驻

南通陆地为长江的江水和黄海的海水混

扎ꎬ设置烽堠、烽燧、墙台等ꎬ日久城墙虽塌

合后泥沙逐渐淤积ꎬ由初始的狼山周围的沙

毁ꎬ但无形的分隔却固定了下来ꎮ
２.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加剧了近代中
国的城乡异构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

洲ꎬ经过 ４ 次和陆地较大规模的涨接ꎬ形成南
通陆地的主体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朝廷为了新
大陆的开发ꎬ以行政命令或政策导向使一些
有需求的人逐步移民南通ꎮ 自东夷部落在中

２５０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原争霸失败后ꎬ向东迁移海安ꎬ最终落户于古
青墩ꎬ最早播下了淮文化的种子ꎮ 西汉初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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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沿海乡村物质的匮乏和城市商业的繁荣强
化了城乡异构

州在行政上长期隶属于扬州和淮南ꎬ即使南

南通广大乡村的移民多是身为重刑犯的
流民被发配到沿海作盐民ꎬ或无家可归的人

通在宋代之后成为独立的州城ꎬ盐业也是南

因政府政策激励( 如三年免租) 来沿海垦荒ꎬ

通经济的支柱ꎬ历代淮盐统治者对南通盐场

这些移民的背景相对卑微ꎮ 卑微的背景和艰

的持续管理ꎬ使得南通文化性格中的北方文

苦的生活条件使其在内心深处渴望有朝一日

化底蕴深厚ꎮ 体现在建筑上ꎬ多以注重外表

能扬眉吐气ꎬ当他们有条件拥有自己住房的

的青砖灰瓦为整体形象ꎬ屋面少有举折ꎬ建筑

时候ꎬ这种内心的愿望开始迸发ꎬ但毕竟财力

鲜有外廊ꎮ 但北方文化不是南通文化的全

有限ꎬ海洋本体文化和陆地文化交相影响的

部ꎬ唐末吴兴人姚氏家族三代统治静海、明初

建筑型制在他们营建的住宅中得到充分的展

惩罚支持张士诚的“ 白茹抽丁” 和近代崇明

示ꎮ 而城镇的居民恰恰相反ꎬ他们多具有富

吴王刘濞招募天下“ 亡命人” 煮盐ꎬ同时ꎬ通

人陈朝玉开发海门ꎬ江南人持续移民南通ꎬ使
得南通也具有了吴文化的特质ꎮ 体现在建筑
上ꎬ为大屋顶ꎬ多举折ꎬ建筑轻巧而通透ꎮ 多
元的移民文化使南通的乡间始终处于文化的
交融碰撞下ꎬ形成了复合多样的建筑形式ꎮ
而在城镇ꎬ居民因为业缘关系而集聚城
区ꎬ南通广大沿海以产盐而著称ꎬ扬州的盐商
多从南通转运海盐ꎬ南通的城镇里聚集了和
商业有关的商人、和行政有关的官员ꎬ这些人
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高ꎬ儒家的传统文化使
他们有较为统一的行为标准ꎬ这种行为标准
显然高于背景文化的影响ꎬ在建筑上也就采
取了一种合乎礼制的统一标准ꎬ形成了儒学
背景下的天人合一的院落需求和儒家思想下
的院落等级ꎮ 如官式大宅里面的火巷ꎬ很好
地解决了等级的问题ꎬ主人及高贵的客人通
过大门、天井、第一进院门、厅堂、穿堂和正房
的路线ꎬ进行社会活动ꎬ而仆人则经过大门、
天井、其他院门进入各院落进行服务ꎮ 建筑
上为了体现等级ꎬ使用了“ 一进比一进高” 的
建造方式ꎬ使得房屋也具有了等级性ꎬ主人居

足的生活条件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ꎬ处处养
尊处优ꎬ无需借助建筑填补内心的缺陷ꎬ 同
时ꎬ身处于动荡的年代ꎬ他们不愿将财富暴露
于大庭广众ꎬ而更愿意作隐形的富人ꎬ在建筑
的建造上ꎬ外观尽量质朴ꎬ门楼没有多余的构
件ꎬ建筑采取统一的样式ꎬ这也促进了城市建
筑的统一ꎮ
环境的不同也是造成城乡异构的重要原
因ꎮ 最初的移民来到沿海ꎬ除了少量耐盐碱
的水草ꎬ一望无垠的海滩到处是白花花的盐
碱地ꎬ陌生的环境、艰难的生活迫使移民具有
强烈交流的愿望ꎬ开放的水圩院落是移民的
最佳选择ꎬ四周的水既解决了防卫、水运ꎬ又
能使彼此的交流畅通无阻ꎮ 同时ꎬ海滩的荒
凉也促使移民急切地创造多彩的场景ꎬ为了
打破海洋的沉寂而造就了沿海建筑的丰富多
样ꎮ 垦荒的先民来到沿海ꎬ大海的单调、海滩
的荒芜和心灵的孤寂使得他们渴望创造丰富
多彩的生活环境ꎬ让民居建筑最大程度地打
破这种现状是其常用的手法ꎬ如潮汕人濒海
的位置和长期的海商生活造就了他们重追踪

建筑内向型需求也是形成城市围墙封闭的一

和重捕捉的视觉习惯ꎬ该习惯反映在对正吻
气势的追求上 [９] ꎬ各处错落有致的观音兜山
墙、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轮廓线都反映着他

个因素ꎬ每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都更加愿意关

们追求丰富 多 彩 生 活 的 意 愿ꎮ 冲 天 的 燕 尾

起门来解决问题ꎬ追求和睦团结、其乐融融的

脊、造型奇特的鱼龙屋脊、龙草屋脊打破了海

住的正房最高ꎬ可为两层ꎮ 同时ꎬ市井文化的

大家庭ꎬ围墙满足了市井民众的这种心理需
求ꎮ 虽然文化背景以及物质条件不同ꎬ但共
同的礼制标准和共同的需求使城镇建筑具有
了更多的统一性ꎮ

边的单调ꎬ改善了生活环境 [１０] ꎮ

三、结

语

南通地理位置独特ꎬ处于东西向的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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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态空间敏感性评价[ Ｊ] . 地域研究与开

文化交界线和南北向的海岸线的丁字形交汇
地带ꎮ 南通民居的城乡异构ꎬ源于里坊制的
里甲式管理模式及注重防御的工事建构人为
地割裂了城乡的融合ꎬ近代工业发展的需求
客观上也加剧了城乡分化的趋势ꎮ 经济条件

[３]
[４]

的不同使得背景卑微的移民具有通过建筑彰
显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建筑型制ꎬ而城市地位较高、经济富足的市民
却极力掩饰自己的财富ꎬ以礼制的思维形成
了统一的建筑模式ꎮ 多元的文化背景使思乡
的移民竭尽全力地通过建筑体现故土的痕
迹ꎮ 沿海的物质条件使得居民急于打破沿海
的荒凉与沉寂ꎬ采用和城市迥异的开敞式院

[５]
[６]
[７]
[８]

落、极尽张扬的构件ꎬ这些都客观加剧了城乡
异构的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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