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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由来

牌楼是人们常见的一种建筑，在各地城市和乡村的大道上，在一些寺庙、祠堂等建筑群的前方多能够见到
立于地面的各式各样的牌楼。牌楼可以视为建筑中的一种类型，但它与一般建筑所不同的是，它没有供人们使
用的房屋空间，只是一种由立柱和梁枋构成的单体建筑，体量不大，在建筑分类中将它称为“小品建筑”。与
牌楼相似的还有华表、影壁、石碑等，它们都是体量小，但又是独立存在的建筑。这类小品建筑分散在城、乡
各地的建筑群体中，增添了建筑的情趣，使建筑群体的形象更为丰富。

木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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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前华表

北京大正觉寺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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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西湖景区影壁

牌楼是怎样产生的？

从所处的位置和自身的形象上看，牌楼都类似建筑群体的大门。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之一是建筑的群体
性，从宫殿、陵墓、寺庙到住宅都是由众多房屋组成的院落群体，从外界进入建筑必须经过院门。最初的院门
是在院墙上开一缺口，两旁立柱，柱上架横梁组成院门的框架，在柱间安门扇即成院门，并被称为“衡门”。
晋人陶渊明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说的就是诗人隐居乡间陋室与世隔绝的情景。为了保护木门免遭
日晒雨淋，又在院门上加一屋顶，因为它在门的上方，所以称为“门头”，这就是初期院门的形象，如今在有
的农村还可以见到这种院门。

古代院门初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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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院墙门

浙江农村院墙门立面图

随着社会的发展，院门也越来越讲究，门扇由栅栏门改为木板门了，门头檐下用斗拱支撑屋顶了。宋代朝
廷颁行的记载建筑形式与制度的专著《营造法式》中有一种乌头门，可以说是这种院门的定型。乌头门也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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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立柱架一横梁，柱间安装门扇。它的特点是两根立柱直冲上天，在柱头上用一种植物染成黑色作装饰，所以
称“乌头门”。不论是衡门还是乌头门都与我们见到的单开间的牌楼形式基本相同，所以，它们应该是牌楼的
雏形。

乌头门

牌楼又称牌坊，它们的名称从何而来？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城市很早就出现了里坊制，即将占地最广的住宅区划分为整齐的里坊。唐代都
城长安是封建社会盛期的城市，城内除中心的朝廷宫殿区外，划分为110个坊，每个坊都有坊名，坊内开设
有“十”字形或东西向的横街，街头设坊门，日开夜闭以供出入。中国古代有“表闾”制度，闾即里坊的大
门，表闾即将各种有功之臣的姓名与事迹刻于石或写于木牌上置于闾门以兹表扬。所以，这种坊门既写有坊
名，又挂有表功之牌，牌坊之名可能由此而来。宋代定都汴梁，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原来那种管理严格的里
坊制度由于不适合社会要求而逐步被取消，里坊范围虽被打破，但坊门依存，只是不起门的作用，成为立于街
头的标志性建筑了。

不论是作为坊门还是成为独立标志物的牌坊，由于它们所处的重要位置，它们的形象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单开间发展为多开间，门上的屋顶由单层变为多层，相叠如重楼，所以人们把这种有顶楼的牌坊称为“牌
楼”。虽然牌坊、牌楼是有区别的，但各地的称呼并不严格，也不统一，为了论述方便，在本书中都以“牌
楼”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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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功能

牌楼源自坊门，自然具有大门与表彰、纪念的功能，经过长期的应用实践，牌楼的功能也得到了延伸，从
大量的牌楼实例中，我们可以归纳为四类不同功能的牌楼：即大门型、标志型、纪念型和装饰型。

大门型

这一类牌楼仍然保持着建筑群大门的功能。北京天坛皇帝举行祭天仪式的圜丘，圆形的祭坛四周有方形矮
墙相围，在四面矮墙的正中各有一组由三座石造的牌楼组成的门。河北易县清西陵昌陵也有三座并列的牌楼
门，两侧连着陵墙。山东曲阜孔庙是一组很大的建筑群体，它的最前方有一座棂星门，采用的也是牌楼的形
式。棂星门是座三开间的石造牌楼，中央开间略大于左右次开间，门框内都装有可以开关的门扇，牌楼两侧连
着庙墙，真正起到大门的作用。

北京天坛圜丘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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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易县清西陵昌陵牌楼门

山东曲阜孔庙棂星门

标志型

大门型的牌楼由于在一群建筑中所处位置的重要和本身形象的突出，使它具有了标志性的作用—看见高大
的牌楼就知道这里有一座重要的建筑。于是，在一些地方，尽管建筑群体并不需要这种牌楼式的大门，也充分
利用牌楼的这种功能，有意将它置放于建筑群体之前，但它并非大门。人们可以通过牌楼，也可以经过它的两
侧，于是，牌楼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标志性建筑了。在全国各地，凡属比较重要的佛寺、庙堂大门之前多能见
到此类牌楼。北京著名的佛寺雍和宫大门前端立有一座三开间的木牌楼；香山碧云寺前立有砖、石牌楼各一座
作为前导，成为该寺很重要的标志；山西五台山龙泉寺处于一个高高的台地上，当人们从台下经过一级级台阶
向上攀登时，迎面而立的就是一座高大的石牌楼，体现出寺庙的雄伟；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是埋葬明代十三位帝
王的庞大皇陵区，入口处立有一座石牌楼，这座牌楼因为是皇陵的总入口，所以体型特别高大，六根立柱五开
间，成为牌楼中体量最大者之一；河北易县清西陵也是清代多位帝王的皇陵区，在它入口处的正面和两侧各立
有一座五开间的石牌楼，由三座牌楼组成的群体，其标志性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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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易县清崇陵牌楼

河北易县清崇陵牌楼近景

山西五台龙泉寺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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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十三陵石牌楼

既然牌楼具有了标志的作用，使它不仅置立于建筑群体之前沿，也逐渐在城乡的其他地方出现，最常见的
是在城市的重要街道上、十字路口和乡村间的大道上，它们标志着此段街道的重要性和一座乡村的到来。古都
北京有内、外城之分。内城南面中央的正阳门是诸城门中最重要的一座，在它的前方，也就是在正阳门大街的
北端立有一座五开间的木牌楼，它标志着北京内城的起始。北京内城的皇城外，东西各有一处商业中心，十字
型街道两侧满排着商铺。在这十字路的四边各立有一座木牌楼，俗称为“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它们成
为古老商业区的标志。北京紫禁城之北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途经北海时有一座石桥，俗称“北海大桥”，
在桥的两端各立有一座木牌楼，分别题名为“金鳌”和“玉蝀”，它们成为大桥的标志，所以，人们把大桥也
称为“金鳌玉蝀桥”了。

北京通州运河码头牌楼

纪念型

在以礼治国的封建社会里，封建帝王为巩固统治除了用武力之外，也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文
字、戏曲、绘画雕塑等各种方式向百姓宣扬、灌输封建的伦理道德思想。当牌楼还是城市中里坊之门时就有了
表彰的功能，当它们独立成为一类建筑时，这种表彰功能更加显著从而发展成为一类纪念型的牌楼了。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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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这种类型的牌楼中，见到最多的是纪念、表彰对上尽忠报国的、在家节孝贞烈的、对社会乐善好施的各类
牌楼。

安徽歙县城内十字路口立有一座名为“许国石坊”的石牌楼。许国为歙县本地人，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中进士，先后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做官二十余年，因在云南打仗有功，晋升为武英殿大学
士，朝廷在其家乡特立石牌楼予以表扬。牌楼上方刻有“恩荣”“先学后臣”“上合元老”等字，还有“少保
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等一长串官名。这样做自然宣扬了许国的忠君和报效皇室的思想。

安徽歙县许国石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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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许国石坊局部

安徽歙县棠樾村七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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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樾村七牌楼近景

歙县棠樾村是一座鲍姓家族的血缘村落，在该村入口的大道上，一连排列着七座石牌楼，其中表彰做官为
朝廷立功的一座，说的是族人鲍象贤，他是明嘉靖时期的进士任兵部右侍郎，在远赴云南任边防巡抚期间累立
功劳，当地还为其建生祠纪念。象贤性直，遭奸臣中伤亦不计较，廉洁自持，效忠朝廷，死后追赠加封为工部
尚书，特立牌楼名“鲍象贤尚书坊”。棠樾七座石牌楼中，表彰孝道的有三座，如“鲍逢昌孝子坊”说的是族
人鲍逢昌寻父救双亲的事迹。逢昌之父在明末战乱时离家出走，多年杳无音讯。逢昌14岁时离家寻父，沿路
乞讨，直至千里之外的甘肃雁门关古寺中才见到病父，逢昌为父吸脓治疮，扶回家乡，又见母病家中，特去浙
江富春山采集仙药医治。

牌楼中表彰妇女贞节的有两座，其中“鲍文龄妻江氏节孝坊”表彰的是棠樾人江氏，她26岁守寡，立志
守节，将其子培养成人，成为县里名医，江氏活至80岁。牌楼中还有一座表彰义行的“乐善好施”坊，说的
是清代鲍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为地方及朝廷捐粮十万担，白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
饷，从而获得朝廷恩准建此牌楼。七座牌楼都表彰了本村本姓族人的事迹，表彰内容包含忠、孝、节、义四个
方面，可以说充分显示了牌楼在表彰、纪念方面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浙江等江南地区，表彰妇女的贞节牌楼特别多。浙江武义郭洞村，并不很大的一
座村落，原来有六座石牌楼。其中，有三座为贞节牌楼，如今只剩下一座，是表彰族人何绪启之妻金氏而建
的。金氏生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十九岁出嫁，二十二岁生子，幼子方十个月时，丈夫亡故，金氏从此
守寡，上奉老姑，下扶幼子，恪尽孝道，备尝艰辛。朝廷为了嘉奖她，在村中建牌坊，顶上立有刻着“圣
旨”的石板。安徽古徽州为古代徽商集中地区，徽人年青时离家出外经商，不带家眷，逢年过节方才回家探
亲，团聚家中时每遇外人来访，女眷要避入卧房不得见人。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特别是遭遇丈夫早
亡，则必须恪守贞节，终身不得改嫁。一座座石牌楼大肆表彰，宣扬着这种封建道德，却掩盖了广大妇女在生
活中的悲愁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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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武义郭洞村石牌楼立面图

装饰型

牌楼形象好，其体量又呈片状，所以很适合用作装饰。人们见到最多的装饰型牌楼有两类：一是用在商铺
门面上；二是用在寺庙、祠堂、会馆等建筑的大门上。

古代商铺也是木结构梁架、砖墙、瓦顶、临街几开间，设门窗，进内做买卖。为了突出店铺，常在店铺门
面上立木牌楼作装饰。此类牌楼的开间大小与店铺开间吻合，牌楼立柱或与店铺柱紧贴使牌楼与店面连为有机
整体；或独立于店铺柱外，使牌楼独立于店面之前成为一座附加的装饰。为了突出牌楼的装饰性，多用冲天柱
的形式，即牌楼立柱高出楼顶直冲天空，使它们在远处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牌楼立柱上还伸出挑头，用来
悬挂各种表示商铺买卖内容的幌子。一条买卖街，因为有了这些装饰性的牌楼，显得更加热闹，更具有商业气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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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后溪河街商店牌楼

浙江兰溪诸葛村大公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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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崇文堂大门

浙江兰溪诸葛村雍睦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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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春晖堂大门立面图

在寺庙、祠堂、会馆这些公共性的建筑上，为了加强大门入口的气势，多用牌楼作为装饰。浙江兰溪诸葛
村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后代聚居的村落，村中保存着十多座大小祠堂，其中最重要的是专门祭祀始祖
诸葛亮的大公堂。大公堂的大门采用一座单开间的木牌楼形式，门楼上高耸着三座屋顶，显得很有气势。村中
有几座属于其他房派的祠堂，它们的大门上也都用牌楼的形式作装饰，这里的牌楼只是在大门四周的墙上用砖
砌出牌楼的式样，有的单开间三座顶，有的用三开间五顶，但它们只是用砖贴附在墙面上的一种装饰，并非独
立的牌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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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形式

牌楼起源于古时的院门或里坊之门，它们都采用木结构，所以木牌楼应该是牌楼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
式。石牌楼和砖、琉璃牌楼都由木牌楼蜕变而来，它们的形式在相当程度上还保持着木牌楼的式样。

木牌楼

以单开间的木牌楼为例，它的基本形式和结构是用两根木柱子立于地面，下部用夹杆石夹住，石外用铁箍
相围。立柱上安放横枋将左右两根立柱连为一体，组成一副门框，横枋上安屋顶。牌楼的屋顶虽小，但也像房
屋建筑一样有庑殿、歇山、悬山等各种形式之分。因为屋顶的重量容易造成牌楼整体的不稳定，所以有时在立
柱前后加了两根戗木斜撑于地面，在屋顶下的挑檐枋和横梁之间加设铁制的梃钩以保持屋顶部分的稳定。

标准木牌楼图

牌楼的大小以开间的多少、立柱的高低为标准。两柱单开间的牌楼上可以安一层屋顶，也可以安两层屋
顶，甚至左右并列三座屋顶，所以，在开间、柱子高低相同的情况下，又以屋顶的多少决定牌楼的讲究程度。
牌楼的屋顶又称“楼”，所以单开间的牌楼有一楼、二楼、三楼的区分，四柱三开间的牌楼也有三楼、五楼和
七楼的区别，在各地现存的牌楼中以六柱五开间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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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柱单开间一楼牌楼

四柱三开间三楼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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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天柱三开间三楼牌楼

四柱三开间五楼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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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柱三开间七楼牌楼

中国古代有关建筑的形式、制度和做法的文献图档不多，最重要的只有宋代朝廷颁布的《营造法式》和清
代朝廷工部的《工程做法则例》，除了宋代法式中有“乌头门”的形制以外，两部著作中都没有涉及牌楼形
制。但是在全国各地大量建造牌楼的长期实践中，工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往往通过口传和文字的形
式代代相传。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刘敦桢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过程中，专门对流传于工匠
间的工程做法进行了收集。他们根据一批散落在老工匠手中的有关工程做法的手抄本资料，整理编辑出了一部
《营造算例》，其中就有牌楼部分，名为“牌楼算例”。在算例中，明确规定一座四柱三开间的木牌楼，它的
中央开间应为十七尺，左右开间宽为十五尺。而牌楼柱高按开间的宽度决定，屋顶之高也以开间的宽度与柱子
的高度为基数，各为它们的几分之几而得出具体尺寸。这种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木牌楼、石牌楼与琉璃牌楼
还各有规定，并不相同。所以，概括地说，一座牌楼，只要决定用什么材料，定出开间数和楼顶数，那么整座
牌楼的开间宽度、柱子、梁枋和屋顶的高度就都有了一定的尺寸，工匠即据此去备料与制造。

这种算例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尚缺乏一套科学的设计程序，只能凭工匠的经验得出的大小
尺寸去定制、备料与施工。但它的好处是方便易行，只需按算出的尺寸去建造，建出的牌楼就能在结构上安
全，在形象上比较完整，从而在技术与艺术质量上都有了基本保证。散布在各地的众多牌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
下出现的。

石牌楼

木牌楼采用木结构，木料从采集、运输到施工都比较方便，但它长时期遭受日晒雨淋很容易损坏，所以才
有了石牌楼与砖、琉璃牌楼的出现。像普通建筑一样，石结构最初出现时，在形式上免不了还遵循着原来的木
结构形式。石牌楼也是如此，河北易县清西陵的陵区前方立着四座石牌楼，可以说它们完全模仿木牌楼的形
式。六根柱子立于下部的夹杆石中，柱间驾着多层梁枋，梁枋上排列着斗拱支撑着上面的屋顶，梁柱之间用榫
卯相接，有雀替相托，只是石柱子粗大稳定，不需要另加戗柱支撑立柱。

在全国各地大量石牌楼的建造中，尤其是在气候多雨潮湿的地域，这种完全模仿木牌楼的现象逐渐发生了
变化。以山东曲阜为例，由于有孔庙、孔府、孔林的存在，我们能够见到众多的石牌楼。

其中位于颜庙庙前街两头的石牌楼，它们的立柱呈八角形，柱子之间有三层石枋相连；枋上安放一排方形
坐斗，其上用一条整块石板代替了斗拱层；牌楼屋顶用大块石料，只在表面刻出瓦纹、屋脊；吻兽也有了简
化，除了在细部上根据石料的特点有了变化之外，在总体造型上也开始有了石结构本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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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易县清西陵石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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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颜庙前石牌楼

孔庙前的“太和元气”石牌楼是四柱三开间，四根立柱之间只用整块石板替代了多层梁枋，石板上覆盖着
一块做成屋顶形、表面刻出瓦陇的石料，四根柱子冲天，石板屋顶夹在柱子之间，成为“冲天柱式”牌楼。这
座石牌楼除了还保留着象征性的屋顶之外，可以说已经没有木结构的形式了。再看孔庙大门的棂星门，它也是
一座大门型的木牌楼，四根冲天柱之间有石板相连，既没有梁枋的形式，连象征性的屋顶部分也见不到了，可
以说它已经找到适合石材料本身的形式：简洁、坚实而大方。

曲阜孔庙太和元气石牌楼

26



曲阜孔庙太和元气石牌楼近观

砖与琉璃牌楼

用砖筑造的牌楼形式，由于砖和木料、石材都不相同，无法用立柱和梁枋的结构形式，所以，只能在砖体
表面用面砖拼砌出梁枋的形式。在柱间用发券开辟成门洞，上方用砖作斗拱支撑屋顶。这类纯用砖材筑造的牌
楼在各地很少见到，多数都是在砖体外表用贴面琉璃做装饰而成为琉璃牌楼的，它的优点是体量坚实、厚重。
表面琉璃装饰华丽，不怕风吹日晒和雨淋，可以较长期地保持亮丽的外貌，所以在一些较重要的寺庙前多喜欢
用这种牌楼。

北京碧云寺砖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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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子监琉璃牌楼

特种形式牌楼

牌楼与普通房屋建筑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可使用的空间，只是一座呈扁平状的实心构筑物。但是在多地的
牌楼实例中，也见到少数不一般的牌楼。

安徽歙县许国石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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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祖庙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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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祖庙牌楼局部

前面介绍的安徽歙县的“许国石坊”，它是由两座四柱三开间和两座二柱单开间牌楼围合而成，平面呈长
方形的复合式牌楼。在这里，三开间牌楼的边柱同时又是单开间牌楼的边柱，所以整座牌楼共有四个面、六根
立柱。它立于县城十字路中心，以其丰实的形象迎着四方来往的行人。广东佛山祖庙内有一座大门型的牌楼，
四柱三开间四楼，为了牌楼的稳定，立柱皆用石柱，梁枋、斗拱屋顶皆为木构。与普通牌楼不同的是，其左右
开间变成用前后四根立柱组成的方形空间，整体看来，相当于在两间四方亭之间用牌楼相连。这样的结构不但
大大加强了牌楼的稳定性，取消了前后的戗柱，而且使牌楼的造型更为稳重而敦实。

云南丽江也有一座大门型牌楼，四柱三开间三楼顶，它实际上是在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门屋上用两座牌楼
分列前后，而在牌楼上方共用一座屋顶，组成为一座用六根立柱、三座屋顶的三开向牌楼门，在左右两侧则用
砖墙包在边柱外面，从而使牌楼门更显稳定。更有三开间的牌楼，左右开间分作两片斜向外，形成平面呈鸡爪
形的，各种变异的做法都有增加牌楼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使牌楼的形象更为丰富多彩。

云南丽江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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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装饰

无论是大门、标志、纪念型的牌楼，还是装饰型的牌楼，它们的所在位置都很重要，因而它们的形象也备
受重视，所以装饰成了建造牌楼时普遍应用的手段。

木牌楼装饰

木牌楼的装饰，首先在于它的整体造型。前面已经说过，牌楼的体量大小决定于开间的多少和立柱的高
低，但是在开间、柱高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讲究程度，就看屋顶的多少和屋顶的形式了。以最常见的四柱三
开间的牌楼而言，其屋顶可以采用三楼、四楼、五楼、七楼，甚至九楼，屋顶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庑殿、歇山、
悬山诸种形式。北京雍和宫和颐和园东宫门前方各有一座标志性木牌楼，都是四柱三开间，但雍和宫牌楼用了
庑殿式九楼，颐和园牌楼用庑殿式七楼。前者为皇家用佛寺，后者为皇家园林，二者相比，佛寺比园林更为重
要。北京城内北海琼华岛后山下也有一座四柱三开间的牌楼，虽然也是皇家园林牌楼，但由于它不在主要位
置，因而屋顶只用了歇山式三楼。在牌楼造型上也有地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屋顶的形态上，和普通寺庙、殿
堂建筑一样，北方的屋顶四角向上起翘比较和缓，而南方建筑屋角起翘高，有的直冲青天。牌楼也是这样，四
川、云南地区的木牌楼屋顶的四角也多高高翘起，有的将屋檐变成一条连续的曲线，使牌楼变得轻巧活泼。

北京颐和园东宫门前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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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雍和宫牌楼

重庆丰都牌楼门

江苏镇江佛寺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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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雍和宫牌楼局部

云南昆明圆通寺牌楼局部

木牌楼为了保护立柱，梁枋部分免受日晒、雨淋，多用油漆覆盖，因而产生了彩画装饰。和普通建筑一
样，在梁枋上用彩画也是有等级区别的。在宫殿建筑上用的最高等级和玺彩画是不允许用在其他建筑上，所以
在皇寺、皇园的木牌楼上只能用仅次于和玺画级别的旋子彩画。在雍和宫、颐和园的牌楼梁枋上用的都是金色
的旋子，上下两道枋心部分分别画有龙纹与锦纹，称为“大点金龙锦枋心旋子彩画”，这是旋子彩画中最高级
别。在各地所见牌楼上，这种彩画的级别限制并不严格。云南昆明圆通寺是当地很重要的一座佛寺，寺前有一
座寺门牌楼，它的梁枋上画的是山水花鸟，连梁柱交结处的雀替也做成龙头鱼身，完全不同于北方官式牌楼雀
替的传统式样。

石牌楼装饰

石牌楼的装饰可以从牌楼的整体造型和牌楼表层上的雕刻装饰两个方面来观察。

前面已经介绍过，石牌楼从完全模仿木牌楼的形态到寻找到适合石结构本身的形式，这其间有一个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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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而在整体造型上出现许多二者之间过渡的不同形式。其中有完全木结构的北京明十三陵和河北易县清西
陵的大石牌楼；有把梁上斗拱和屋顶简化了的石牌楼；也有完全省去了屋顶部分的石牌楼。这些牌楼又有柱子
冲天和不冲天的区分，所以，就整体造型而言，石牌楼远比木牌楼更为多样、丰富。

无论哪一种造型的石牌楼，都会充分利用石材的特点，在牌楼的梁枋、花板，甚至立柱上用石雕作装饰。

安徽黔县是古徽州六县之一，县境内的西递村是一座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古村，由于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与邻近的宏村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递村村口竖立着一座石牌楼，这是用以表彰西递村人胡文光的
功德牌楼。胡文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中举步入仕途，任胶州刺史，颇有政绩，后升至荆州王府长
史，被授以“奉直大夫”。所以，朝廷恩准在他的家乡立牌楼以兹表彰。牌楼四柱三开间，五楼顶，柱间有上
下二层梁枋，梁上立斗拱、屋顶，牌楼高约十二米，宽近十米，略呈瘦高型。由于屋顶四角翘起，斗拱之间凌
空而不设拱垫板，所以总体造型比较轻盈，无沉重之感。除字牌上书刻“膠州刺史”，中央开间的花板上书
刻“嘉靖己卯科举直大夫吴文光”外，其余的梁枋上都用雕刻装饰，中央开间的下梁上雕的是左右为龙头，中
央为双狮耍绣球，绣球上还爬伏着一只幼狮，画面极富动态。在左、右次开间的梁枋上分别雕着麒麟与灵芝，
林中虎、豹，松、竹下的梅花鹿与仙鹤。可以说，这里表现的都是我国传统装饰中常用的动物与植物，它们都
各自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自从汉高祖自称为“龙之子”以后，龙成了封建帝王的象征，走进北京紫禁城，可以见到宫殿建筑自天
花、藻井、梁枋、门窗到台基栏杆到处都有龙的装饰。明、清两代朝廷还规定了除皇家建筑之外的建筑一律不
许用龙纹作装饰，所以在古都北京，除皇宫、皇陵、皇园、皇庙等宫殿建筑上有龙纹装饰之外，普通寺庙和百
姓住房上的确见不到龙纹。然而，其他地方却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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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黟县西递村石牌楼

狮子耍绣球雕饰

麒麟灵芝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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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雀、鸟雕饰

梅花鹿、仙鹤、竹、松雕饰

西递村石牌楼局部

在远离北京的山东泰安泰山之下的岱庙前，竖立着一座三开间的大石牌楼，中央开间的梁枋上雕着双龙戏
珠的画面。因为泰山作为五岳之首，皇帝要来这里作封禅之礼，所以岱庙牌楼上出现龙纹当属合理。但西递村
的一座普通功德牌楼上为何也敢用龙纹装饰，这是因为在汉高祖自称为龙子之前，龙作为神兽早就成为中华民
族的象征和图腾形象了。每逢节日民间多有“耍龙灯”“赛龙舟”的民俗活动，所以龙的形象在广大百姓心中
成了神祇与吉祥的象征。朝廷虽有禁令，但一到地方，天高皇帝远，也得不到严格的遵行。正因为如此，在安
徽绩溪龙川村的“弈世宫保”牌楼上也出现了双龙戏珠的雕刻。江苏常熟虞山下言子墓前有一座小石牌楼，这
是座十分简洁的牌楼，四根冲天柱，三个开间各有上下梁枋，连屋顶也取消了，但是就在中央开间的上梁表面
却也雕着双龙戏珠的图案。

山东泰山岱庙石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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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山岱庙石牌楼局部

安徽绩溪龙川村石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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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绩溪龙川村石牌楼局部

江苏常熟言子墓道石牌楼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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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南浔镇牌楼狮子雕饰

狮子俗称“兽中之王”，原来生长在非洲和亚洲的印度、伊朗一带，传说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东汉时期由
安息国（今伊朗）传入中国，由于性格凶猛，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护卫的勇兽，因此在陵墓墓道的石兽行列中开
始出现石狮子的形象，在主要建筑大门之前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一般都是大门左侧为雄狮，大门右侧为母
狮，起着护卫大门、以壮威势的作用。在多地的节日民俗活动中，除了“耍龙灯”“赛龙舟”之外，“舞狮
子”也是深受百姓喜爱的内容之一。由人装扮的狮子被绣球引导着上下跳跃，左右翻滚，做出各种逗人的动
作，原来凶猛的狮子变得可亲可逗的形象了，狮子又成为吉祥、欢乐的象征，于是这种场面也出现在建筑的石
雕装饰中。“狮子耍绣球，好事在后头”，“狮子加绶带，好事不断”，我们可以在许多石牌楼的梁枋上见到
这种“狮子绣球”“狮子绶带”的形象。

麒麟是一种神兽，《索隐》中记：“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西递村“膠州刺
史”牌楼上的麒麟看不出雌雄之分，牛尾、狼蹄也不明显，只保留着头上有一角的特征，麒麟有时替代了虎的
位置，与龙、凤、龟合称为“四灵兽”，也具有神圣与吉祥的象征意义，可见它的重要性。

虎与豹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野兽，由于人们很早就认识了它们，所以早在汉代的墓室画像砖与画像石上就
有了它们的形象，尤其老虎的形象更多，跳跃的、奔跑的、行走的都很真实生动。老虎很早就和龙、凤、龟合
称为“四神兽”，而且以其性格凶猛而成为威武、强壮的象征，在民间广泛地出现虎鞋、虎帽、虎枕、虎背
心、虎形玩具等日用品，形成了中国民间特有的“虎文化”现象。所以牌楼出现虎、豹形象也是一种对力量的
颂扬。

汉代画像砖上虎、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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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的形象四肢细长，雄者称“牡鹿”，头上长出树枝般角，初生之角称“鹿茸”，是一种对人体有大补的
名贵药材。鹿性温驯，并且鹿与“禄”同音，具有“高官厚禄”发财的象征意义。

仙鹤为鸟类，腿高、嘴尖、脖子细长，羽毛呈白色，如头顶带一撮红色羽毛则属名贵的丹顶鹤。鹤在鸟类
中属长寿者，所以古时用“鹤寿”“鹤龄”形容人之长寿。

牌楼上出现的松、竹、灵芝等植物皆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松树枝杆挺立，四季常青；青竹其身中空而有
节，可弯而不可折；它们的形态都寓意着人生哲理。芝为一种菌类，生长于山林中，对人体有大补，故称“灵
芝”。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植物分别组合在一起能够表现出更为丰富的人文含义。当然不是每一座牌
楼上都有如此多样的雕刻内容，在各地牌楼实例中，见到最多的是上梁雕双龙戏珠，下梁雕双狮耍绣球。不论
在标志性，还是功德性牌楼，也不论表彰的是忠、是孝，还是贞节，似乎都用的是这一龙一狮的内容。

也有的牌楼因其特定的功能而采用与功能相适合的装饰内容。湖北荆州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在进入武当山
区的大道上竖立着一座“治世玄岳”石牌楼，它既为武当山的标志，又是这座道教名山的第一道门户，所以又
称“玄岳门”。四柱三开间五楼顶，仿木结构，石柱、石梁皆很厚实，屋顶四角起翘平缓，整体造型显得稳重
而敦实。值得注意的是梁枋和柱子上的装饰，中央字牌上额雕的是中央一只坐龙，两侧各有四只飞翔的仙鹤簇
拥着，下枋刻的是翱翔于云朵中的四只仙鹤。牌楼的左右开间上、下梁枋上各雕有两只仙鹤，在云端中鹤头相
对。道教主张通过长期修炼能长生不老，得道成为神仙，而古人认为仙人是驾鹤而飞的，所以在这座武当山第
一关的牌楼上，用这么多仙鹤作装饰应该不是偶然的。在挑出柱身的梁头上分别雕有道教的八大仙人，他们
是：身带宝剑的吕洞宾，手持莲花的何仙姑，吹笛子的韩湘子，手持尺板的曹国舅，手握掌扇的汉钟离，还有
蓝采和，铁拐李和张果老。他们有男有女，有文有武，从形象到性格都各具传奇色彩，深受百姓喜爱，所以，
这八仙的形象常出现在建筑装饰里。但由于要在有限的装饰部位上再现八位仙人的具体形象比较困难，所以，
工匠只将他们日常随身带用的器物用作装饰以代替八仙，称为“暗八仙”。像这样在牌楼上用真实的仙人形象
作装饰的现象还不多见。

湖北荆州武当山“治世玄岳”石牌楼

山西榆次有一座常家庄园，它是山西巨贾常氏家族的庄园。常氏家族依照祖训：“学而优则贾”，倡导儒
商兼融的理念，十分重视族人的儒学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家族精神理念表现在庄园中牌楼的装饰上。
在庄园住宅群之间的主要通道上竖立着一座石牌楼，它是一座“大清嘉庆元年奉旨诰赠常公万达为从二品武功
将军”的庆功牌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功德牌楼上见不到龙、麒麟等表现神祇、吉祥的装饰，连最常见的
狮子也不见踪影。上、下梁枋上雕的是回纹与绶带，字牌左右雕博古器物，中央开间梁下的挂落为“琴、棋、
书、画”的雕饰，连四根立柱下部的夹杆石也不用常见的狮子抱鼓，而只用回纹作装饰，从这些装饰上可以看
到常氏家庭的持家家训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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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玄岳牌楼中央开间石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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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玄岳牌楼次开间石雕饰

治世玄岳牌楼八大仙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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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榆次常家庄园石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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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榆次常家庄园石牌楼局部

透过牌楼望庄园

以上所说的都是石牌楼上的装饰内容，就这些石雕装饰的技法来看，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明、清
皇陵那几座巨大的完全仿木构形式的牌楼身上，可以见到梁枋上的彩画装饰完全是用很浅的平雕表现，它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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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仿佛是依附在梁枋表面的一层绘画，虽然没有色彩，但它富有像彩画一样的华丽效果。在多数石牌楼身上多
不用这种浅平的雕法，西递村那座“膠州刺史”牌楼，梁枋上的雕刻都用凸起的高雕技法，双狮耍绣球都凸出
梁面许多，有的还将绣球雕成镂空的球体，通过这些凸起的雕饰可以使它们的形象突出，人们从牌楼下抬头观
赏也能看到明显的装饰效果。但同时也由于这些突起的局部雕刻而影响了牌楼在造型上的整体性与协调性。

河北易县清西陵石牌楼彩画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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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楼上凸起的雕饰

讲到石牌楼的装饰，不能不介绍山西五台龙泉寺的石牌楼。这是一座四柱三开间三楼顶的牌楼，完全模仿
木牌楼结构的形式，四根立柱立于夹杆石中，柱间梁枋相连，梁上罗列斗拱，斗拱上挑出檐椽和飞椽两屋椽
子，屋顶用歇山式，正脊、戗脊、垂脊、正吻、走兽俱全，角梁上还悬挂着铎铃。由于屋顶出檐很远，为了保
持牌楼的稳定，四根立柱的前后都加了戗柱，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石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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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龙泉寺石牌楼

山西五台龙泉寺牌楼中央开间石雕

值得注意的是，在牌楼上还用了相当多的属于木结构上的装饰构件。例如梁柱之间不用雀替而用了挂落，
梁枋上不但雕满了龙纹装饰，还在中央开间的柱子间加设了一层垂柱与花板的装饰，并且在八根戗柱上也加了
整条龙纹而成了蟠龙柱。在屋顶上，除了屋脊、吻兽上有雕饰外，连小小的瓦当、滴水上也加了雕刻。在装饰
内容上，用得最多的是龙纹和人物。梁枋花板上的双龙戏珠，梁头、博风板头的龙头含宝珠，小小的垂柱身
上，字牌的两侧都有人物组成的画面。在中央及左右开间的字牌上书刻着“佛光普照”“共登彼岸”和“合赴
龙华”，意味着佛门向人们的召唤。这座位于龙泉寺大门前的牌楼就是想通过这些满布全身的雕饰向人们展示
出佛国世界的繁华。而且这些雕刻几乎都用的是高雕和透雕，高低起伏，光影交错，繁华到令人感到缛重的程
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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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龙泉寺牌楼局部雕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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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龙泉寺牌楼局部雕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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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龙泉寺牌楼局部雕饰（三）

琉璃牌楼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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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香山昭庙琉璃牌楼

琉璃牌楼是在砖筑牌楼表面用琉璃砖、瓦拼砌出木牌楼的形式，所以它的立柱、梁枋、屋顶都可以视为一
种装饰。这种牌楼出现得比较多的是在各地较重要的寺庙门前，例如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佛寺，香山静宜园昭庙
和河北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等处的琉璃牌楼。这几座牌楼的形式多很雷同，都是四柱三开间，上面几座楼顶，立
柱和梁枋都用黄、绿二色琉璃砖拼贴而成，梁枋上还拼出彩画的形式，花板上有黄色的金龙，这些黄、绿二色
的琉璃配上大红色的墙和汉白玉石料的门券与字牌，显得十分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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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香山昭庙琉璃牌楼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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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琉璃牌楼

牌楼门装饰

这里所说的牌楼门不是作为建筑群大门的牌楼，而是贴附在建筑大门上的一层具有牌楼形式的门脸装饰，
它们并非是一座独立的牌楼。

这类牌楼门大都出现在寺庙、祠堂、会馆等公共建筑的大门上，在少数讲究的住宅大门上也能见到。从制
作的材料区分，有木牌楼门、砖牌楼门、灰塑牌楼门，还有少量用石料拼贴的牌楼门。

木牌楼门装饰：牌楼门也与牌楼一样，有二柱一间，四柱三间，六柱五间之分，其上的屋顶也有多少之
别，也是开间与屋顶越多越复杂与讲究。在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的祠堂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木牌楼门。

前面介绍过的浙江兰溪诸葛村专门祭祀先祖诸葛亮的大公堂，它的大门用了一座二柱单开间的木牌楼作门
脸，柱间上下两层梁枋、屋顶歇山式，屋角翘得很高，在梁枋、雀替和檐下的牛腿上都有木雕装饰，尽管其他
装饰不多，但看上去很有气势。

在浙江、江西的一些祠堂大门上可以见到四柱三开间的牌楼门。其中有简单的，如浙江永嘉花坦村敦睦祠
大门，三开间，上面有三层悬山顶中央高两侧低，组成阶梯形屋顶，除了用月梁和牛腿外，没有其他装饰，整
体造型虽简洁，但在长条祠堂立面上也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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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大公堂牌楼门

浙江兰溪诸葛村大公堂牌楼门立面图

浙江永嘉花坦村祠堂牌楼门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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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婺源汪口村俞氏宗祠大门立面图

江西婺源汪口村俞氏宗祠是俞氏家族的总祠堂，它的大门为三开间牌楼，左右两侧还连着影壁，所以总体
上比一般三开间的牌楼门更讲究一些。柱间下层梁枋皆为月梁，梁身有木雕，梁上方有花板，屋檐下的斗拱为
密集的小拱，三座屋顶皆用歇山式，屋角翘得很高，屋脊正吻和屋角的尖端都用鳌鱼装饰。立柱下部有石雕柱
础，柱间安有栅栏门，所以从总体造型到细部装饰都显得比较华丽。

安徽绩溪龙川村胡氏大宗祠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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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大宗祠大门内立面

胡氏大宗祠大门局部

在安徽绩溪昔日徽商的家乡可以见到更为讲究的祠堂牌楼门。其中龙川的胡氏大宗祠具有代表性。祠堂规
模很大，它的门厅就有五开间之宽，其上用了一座五开间的牌楼作为门脸，左右两侧还连着八字形影壁。其中
央开间上下三层梁枋，其余四个开间皆二层梁枋，梁枋下层皆呈月梁形，上层为直梁，从横向看，中央的梁枋
略高于两侧，沿左右依次降低少许。梁上斗拱中央开间左右两座并列，其余开间皆一座。屋顶五座，中央三顶
为歇山式，屋角翘起很高，正吻与屋角顶端用大、小鳌鱼装饰。从木构件上的装饰看，下层月梁除两头梁托之
外皆不用装饰，上面两层梁身上满布木雕。中央开间下梁雕的是人物车马出巡图，上梁雕的是九狮耍绣球图，
斗拱上附有花板，梁枋之间和斗拱之间的拱眼板部分皆用白灰墙填实。雕花的梁枋虽为素色，但在白粉壁的衬
托下，显出几分华丽。中央四根立柱为浅色石柱，下垫石柱础，左右影壁为浅灰砖壁身，石壁座，上端有砖雕
装饰。经过这样的精心处理，这座牌楼门总体造型显得稳重、端庄而很有气势。在装饰处理上有疏有密，有简
有繁，显得简洁而不失华丽，而且这样的牌楼门在门厅的前后两面各有一座，更显示出这座祠堂的重要地位。

会馆是产生于商品社会的一类建筑，其中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客居同一城市的同乡聚会与休息娱乐的场
所，称“地方会馆”；一种是供从事同一行业商业买卖的商贾议事、休息的场所称“行业会馆”。会馆多设有

56



议事、聚会的厅堂，供住宿餐饮的旅店，讲究的还设有戏院。不论哪一种会馆为了显示出家乡或行业的财势，
都会把会馆建造得很讲究，所以，在会馆建筑上往往可以见到一些装饰得很华丽的牌楼门。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牌楼门

禹王宫牌楼中央开间装饰

重庆湖广会馆是一组很大的建筑群体，其中有一座禹王庙位居中心，其门面为一座五开间的牌楼，它的总
体造型很规整。五个开间柱间都是上下两层梁枋，中间为花板，梁下有雀替，中央开间比左右开间宽，字牌中
央刻“禹王宫”三个金字。左右开间花板上刻龙纹，稍开间花板刻凤纹，每个开间上各有一顶，屋角高跷。从
色彩装饰上看，黑色立柱，中央四根立柱上挂有通长的黑底金字的楹联，上下梁枋为黑底金色刻花，花板为朱
红底金色雕饰。总体上以黑与金为主色，所以，这座牌楼门从造型上看严整而端庄，华丽而不喧嚣，位居会馆
中心，形象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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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宫牌楼次间、稍间装饰

四川自贡是古代中国著名的盐都，明、清以来，云集了各地盐商，因而出现了不少会馆，其中的西秦会馆
为陕籍商人的地方性会馆，耗巨资，经十多年才陆续建成。会馆大门开设在临街房屋的中央开间，由于在大门
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牌楼门因而使大门显得异常突出。这座牌楼门用四柱三开间，但它与一般的三开间牌楼门
有很大不同处：其一是中央开间的两根柱子之间不用普通的梁枋，而改用两根垂柱加短梁拼联的做法；其二是
在左右开间两侧又用垂柱凌空挑出一个开间；其三是在牌楼的前方又加了一副牌楼，只是它的立柱都改为悬在
半空的垂柱，实际是一副牌楼的上部紧挨着的牌楼门成为牌楼外的一层装饰；其四是牌楼上的屋顶因而也形成
前后两层，共计有十一座牌楼顶。牌楼柱子下方坐落在蹲坐石狮子的背上，四只威武石狮即为大门的护卫，又
成为坚实的柱础。经过这样的精心处理，这座牌楼门好似一具美丽的花冠戴在会馆大门的头上成为自贡市内很
亮丽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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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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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西秦会馆牌楼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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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西秦会馆牌楼门局部

砖牌楼门装饰：砖制牌楼门虽不及木牌楼那样立体，那么富有色彩之美，但它的优点是不怕火烧、日晒和
雨淋，能比较长久地保持原状。在前面第一章“牌楼功能”中提到的浙江兰溪诸葛村中有两座房派祠堂—春晖
堂与雍睦堂，它们都是用的牌楼门脸，都是两柱一开间上面三座楼顶罩在祠堂大门的上方，都是用灰砖拼成牌
楼的形式贴附在墙的表面。上面也是由墙面挑出单面坡的屋顶，如果屋顶部分高出墙体，则屋顶就成为两面坡
的真正屋顶了。牌楼装饰自然都用砖雕做出各种花纹，这两座牌楼门的雕饰用的比较多，上下几层梁枋的表
面、梁上出头、梁柱间雀替、小垂柱以至字牌的边框上都有砖雕，出现的内容有动物中的草龙、鹿、鱼、仙
鹤、雀鸟，植物花草和琴、棋、书、画以及“卐”字、“寿”字纹等。一座牌楼门脸也增添了家族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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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春晖堂大门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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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雍睦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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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春晖堂牌楼门局部雕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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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诸葛村春晖堂牌楼门局部雕饰（二）

安徽古徽州地区的一些祠堂也常用牌楼门脸，比较讲究一点的多用四柱三开间，上面多有五楼顶，大门开
在祠堂的正面墙上，牌楼紧贴在墙体表面占据了墙面的大部分。这里的牌楼用砖雕装饰，比较有节制，只在梁
枋上施以连续的花纹，由于注重牌楼本身的比例，以及在立面上的位置，使祠堂立面的整体形象十分完整和协
调。安徽绩溪的朱氏宗祠为了增添牌楼门脸的立体感，竟将木结构用在几座屋顶的角上，使上下六只屋角挑出
墙面高高地向天空翘起，使牌楼门更添神采。

安徽绩溪朱氏祠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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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湖广会馆中有齐安公所和广东公所两组小建筑群，它们的大门上也都用了牌楼门脸。齐安公所用四柱
三开间，由于公所大门比例瘦高，因此，牌楼也用瘦高形。四根贴在墙上的立柱很高，之间连着横梁，梁上有
四面坡庑殿顶。在梁枋、檐下、屋顶正脊上都用连续花纹装饰，尤其在正脊中央特别用瓷片拼出图纹、宝珠作
为重点装饰，从而使牌楼顶部如同一只花冠罩在大门之上。广东公所牌楼门的比例也是瘦高形，但用的是六柱
五开间，柱面只用简单的梁枋相连，梁上五座屋顶挑出墙体。这里的装饰只用在短梁和左右两处圆形花板上，
右侧的梁上为龙纹，花板上为红日下的鹿与竹林；左侧梁上为凤纹，花板上是月光下的仙鹤与松林，这些都是
传统装饰中常见的题材。黑色的立柱与屋顶，点缀几处彩色的雕饰，在黄色墙体衬托下，装饰效果十分醒目。

齐安公所大门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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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湖广会馆齐安公所大门

重庆湖广会馆广东公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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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公所大门局部

四川盐都自贡不但有讲究的木牌楼门，同时也有很讲究的砖牌楼门。位于市内的桓侯宫是当地屠帮商人为
纪念蜀汉名将张飞而建造的宫庙，称“张爷庙”。因为屠宰业因盐而发财，所以此宫建造得十分讲究，从大门
开始直至宫内建筑梁架、门窗到处都有雕刻装饰。在桓侯宫的正面，大门位居中央，一座四柱三开间的牌楼门
罩在大门上方，牌楼上的五座顶高出宫墙之上，四面坡的庑殿顶，上下共有十二只屋角高高翘向青天，大门位
于临街的一块台地上，更增添了这座庙门的气势。牌楼门上的装饰几乎布满了梁枋、柱身、檐下等各个部件之
上，这里有仙人骑龙、仙女骑凤、人物、博古器物，一块“桓侯宫”字牌的周围也满雕着龙体与火焰宝珠。当
地的屠业商贾就是用这样的大门装饰来显示对名将张飞的崇敬和自身的财势。

灰塑牌楼门装饰：在四川、湖北一带可以见到另一种牌楼门，它们既非木结构，又不是贴砖牌楼，而是用
砖砌造出牌楼的形式，在表面用泥灰塑造出各种装饰。重庆奉节白帝城有一座白帝庙，庙门是一座由砖砌造的
两柱一开间加两翼及八字影壁的牌楼门，在牌楼的各部位几乎都用了灰塑的装饰。中央开间门洞上方的字牌，
用蓝白磁瓦片拼出，“白帝庙”三字，四周用五龙相围，下有云水依托。牌楼两侧翼各用一只插着雀鸟花卉的
大花瓶，瓶身上分别有“福”字与青竹和“喜”字与卷草的装饰。两侧八字影壁上分别有在云朵中的蝙蝠和神
龙图画。此外在各部位的边框上、梁枋上都有由人物、动物以及中国结等组成的图案。所有这些泥灰塑像表面
都涂以彩色，它们在土黄色的底子上显得五彩缤纷。这种牌楼门的优点是由于灰塑工艺相比木雕、砖雕比较易
行，所以能够充分塑造出各种装饰形象，可以制造出比砖木牌楼门更为华丽的门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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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贡桓侯宫大门

桓侯宫大门局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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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侯宫大门局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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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忠县石宝寨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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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奉节白帝庙牌楼门

白帝庙牌楼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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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牌楼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经历了八百多年的规划与建造，1949年之后作为共和国首都，又经历六
十余年的发展与变化，因此观察、研究北京牌楼的价值与盛衰应该是有意义的。

古都内外城牌楼

根据清代《京师乾隆地图》记载，当时古都北京有关帝庙一百一十六座，佛教寺、庵一百○八座，土地庙
四十余座，但是作为小品建筑的牌楼在这样的地图上是看不到的，而且寺庙有大有小，并不是每座寺庙前必有
牌楼，所以至今没有古都北京究竟有多少座牌楼的确切数字。但是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在京城经常能见到的则
是竖立于主要街道中央的那些具有标志性的牌楼。

北京皇城前横贯东西的长安街上立着两座牌楼，紫禁城北，东西大道横跨北海的大桥两端各立有一座名
为“金鳖”“玉蝀”的牌楼，东西城商业中心的十字路口各有四座牌楼，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的路口立着牌
楼，东城区成贤街口的牌楼虽只有两柱一开间，但它却用了三座顶的形式，表现出这里是国子鉴、孔庙的所在
地。古都北京有一条长达七千余米的建筑中轴线，从外城南面的永定门经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直至城北的鼓
楼与钟楼，紫禁城的重要殿堂都处于这条中轴线上，就在正阳门箭楼的南面也竖立了一座六柱五开间的牌楼。

北京长安街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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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四牌楼

北京成贤街牌楼

北京前门牌楼

古都北京有严整的规划，皇城、宫城居中，四周围着胡同住宅区，城内街道笔直。内、外城四周共设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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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座城门，每一座城门都有城楼与箭楼各一座，两城楼之间有城墙相连而成瓮城，有的瓮城还设有闸楼，所
以，这十六座城门加上内、外城四个角上的角楼共计有五十二座大大小小的城楼。人们从四面八方到京城，首
先见到的就是这些高耸的城楼，它们成了古都北京的标志。北京城内，紫禁城尽管宏伟，御园西苑尽管秀丽，
但人们在城里所能见到的只是紫禁城四角的角楼、西苑北海永安寺的白塔，还有像西城妙应寺的喇嘛塔和天宁
寺砖塔这样少数几座耸高的建筑，而构成古都城内主要景观的仍然是城四周的这些城楼。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
罗对元代的北京城楼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描绘：“四围的城墙共开十二个城
门，每边三个，每个城门上端以及两门相隔的中间，都有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即箭楼……”。

当人们走在古城笔直的街道上，常见到的景观是前有牌楼，透过牌楼可以见到街道尽端的城楼。在这里，
牌楼成了城楼的近景，正是这座座牌楼使城市街景增加了层次，使这些景观变得更为丰富而多彩了。

北京正阳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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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阳门箭楼

北京紫禁城角楼

北京北海琼华岛

颐和园的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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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古都北京西北部的皇家园林是清朝廷在元、明两代经营的基础上，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最后完成的，
它包含有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
量的供皇帝赐送给诸皇子的小型园林，它们分布在北京西北部，成为一处世界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皇家园
林区。1860年英法联军大规模掠夺、烧毁了这些园林，只有其中的清漪园于清光绪年间得到修复，并改称
为“颐和园”。所以，颐和园是北京仅存的保存得相当完整的一座清代皇园，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园林的高
度成就。现在，我们将对颐和园里的牌楼加以考察，研究牌楼在这座皇家御园中所占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皇家园林的特点一是功能多，二是规模大。园林的功能原是供人们休息与游乐，但皇家园林不仅供帝王在
这里游山玩水而且还要有帝王处理政务、拜佛敬神、游市逛街等的处所。所以，在颐和园除万寿山、昆明湖的
山水景区之外，还有供皇帝上朝的宫廷区、买卖街、大小佛寺。因此，颐和园的建筑与环境既要有皇家建筑的
气势，又要有中国传统自然山水园林之意境，正是在这座包容有多类型建筑、多种景区的庞大园林中，一座座
牌楼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颐和园的正门为面朝东向的东宫门，东宫门为三开间的殿式大门，大门外对面有一座砖影壁，两侧各有一
座偏房，与东宫门围合成门前的广场。就在影壁的东向前方的马路中央立着一座四柱三开间的大型木牌楼。作
为颐和园的标志，这座牌楼装饰得很华丽，三个开间上面顶着七座屋顶，四根主柱前后都有戗柱支撑，多层梁
枋上均画有最高等级的金龙彩画，梁枋之间的大小花板上都用突起的木雕龙装饰。在牌楼的字牌上正面书
刻“涵虚”，背面书刻“罨秀”。“涵虚”即包涵太虚之境，形容园内景色清幽如太虚之境。“罨秀”之罨为
彩色，古时将彩色之画称为“罨画”，在这里是形容颐和园的景色色彩丰富而秀丽。一座园门前的牌楼不但成
为皇园的入口标志，而且还简练地点明了园中景色的特征。

北京颐和园东宫门牌楼

进入东宫门，迎面即园内的宫廷区，一座供皇帝朝政用的仁春殿位居中央，正对大殿的是宫廷区的大
门“仁寿门”。仁寿门是一座两柱单开间的牌楼，两边各有一座灰砖影壁作陪衬，影壁中心与四角都有砖雕龙
纹的装饰。这是一座院门型牌楼，虽然只有单开间，但两根立根之间设有可以开关的门扇，上下梁枋和花板都
有龙纹装饰，梁上成排的斗拱支撑着上面的四面坡屋顶，门两侧又有影壁扶持，使这座宫廷区大门造型简洁而
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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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东宫门牌楼题字

北京颐和园仁寿门

颐和园万寿山前山有一组宫殿建筑，前为专供慈禧太后做寿用的排云殿，后为佛寺佛香阁与智慧海无梁
殿，它们位居前山中央，自山脚至山顶，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表现出皇家园林的宏伟气势。就在排云殿建
筑群的最前方立着一座三开间的木牌楼，四根立柱稳稳地立在夹杆石间，上面有多层梁枋相连，梁上成排斗拱
顶着七座庑殿式的楼顶。梁枋表面画着青绿颜色的旋子彩画。中央字牌正面写的是“云辉玉宇”，背面是“星
拱瑶枢”，描绘出彩云与华丽宫殿的相互辉映，众星拱卫着象征帝王的北斗星，彰显着这一组皇家建筑的气
势。在排云殿上方，高耸的佛香阁与智慧海这两座佛殿之间竖立着一座琉璃牌楼，它两边连着院墙，门洞中安
有门扇，显然是智慧海这座佛院的院门。四柱三开间，立柱、梁枋全部由黄绿二色琉璃砖拼贴在砖体表面，上
面七座楼顶为歇山式，满铺黄绿色琉璃瓦，三座主要楼顶的正脊中央都立着一座小型喇嘛塔作装饰。柱间的红
墙与红色板门与黄绿琉璃形成对比，汉白玉石料的门券与须弥座十分醒目。中央字牌为白色石板上书写着“众
香界”三个红色大字，按佛教教意，众香界是进入佛国的大门，所以它的造型华丽而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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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排云门牌楼

北京颐和园排云门牌楼局部

北京颐和园众香界琉璃牌楼

颐和园万寿山后山还有一座规模更大的佛寺称“须弥灵境”。这是清乾隆时期，朝廷为了团结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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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民族上层而特别修筑的佛寺。为了表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特别采用了当地佛教喇嘛寺庙的形式。须
弥灵境位于万寿山后山居中，沿山势逐层修筑殿堂、佛塔，前方正对颐和园北宫门。自北宫门进园，经过后溪
河的石桥直抵寺庙大门，门前有一条东西横向山道穿过。在庙门前方和东西山道道口各建有一座牌楼，它们和
庙门围合成门前广场，三座牌楼都是四柱三开七楼顶。四根柱子立于夹杆石中，没有戗柱支撑。梁枋上的金龙
彩画，花板上的盘龙装饰，四面坡房顶上覆盖着琉璃瓦，这种高规格的形态都说明了这座佛寺在政治上的重要
地位，三座牌楼各居一方，它们既是寺庙的大门，又分别成为面向三个方向的标志。

北京颐和园须弥灵境大门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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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转轮藏牌楼门

颐和园除了前、后山两组规模较大的佛寺之外，还有多处小型佛教寺院。万寿山中轴线上佛香阁的东西两
侧各有一组小的佛教建筑群，东侧为转轮藏，西侧为宝云阁。转轮藏由一殿、双亭组合成三合院，院中心立
着“万寿山昆明湖碑”，这是一座书刻有清乾隆皇帝《御制万寿山昆明湖记》的重要石碑，正对石碑的前方，
特设一座单开间的牌楼门，两根冲天柱夹着一座硬山式顶，两侧连着不高的院墙。宝云阁建在前山西侧的台地
上，是一座亭阁居中，四面有殿廊围合成院的建筑群。在它的前方竖立着一座四柱三开间的石牌楼，其形式完
全模仿木牌楼，四根立根插在夹杆石中，两层梁枋连着立柱，梁上成排斗拱承托着三座四面坡的庑殿顶。它与
木牌楼不同的是梁枋上没有仿照木梁上的彩画而用石雕的人物，龙纹和云纹作装饰，并充分应用石材特点，在
立柱、花板上都书刻着楹联和额联。如牌楼正面中央横额写的是“暮霭朝岚常自写”，两侧横额为“山色田心
远”“泉声入目凉”，四根立柱上的楹联分别为：“几许崇情记远踪”“境自远尘皆入詠”“物含沙理总堪
寻”“无边清况惬幽襟”。这些额联不但描绘了园中暮霭朝岚的变化和群峰参拜的自然环境，而且还道出了主
人公身在此境中所感受到的清幽心境和眼界之新远。颐和园内多座石牌坊中以此座最大，壮实的石柱石梁枋，
使它的整体造型敦实而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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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宝云阁石牌楼

在万寿山后山须弥灵境佛寺之东，还有一座小佛寺“花承阁”处于山林中，由主殿“莲座盘云”组成的三
合院处于一个高台之上，三合院的正面有一座单开间的牌楼门，两根冲天柱夹着一座硬山顶，木柱头上套着琉
璃帽，梁枋上描绘金龙彩画，大红立柱绿色琉璃瓦顶，牌楼不大，却富有皇家建筑特征。如今庙中殿屋均毁，
仅剩下此门和侧院的一座琉璃宝塔，它们相互衬托，显示出当年小庙之意境。

除了宫殿、寺庙建筑群体中的牌楼外，在桥头也有建牌楼的。万寿山之西，昆明前湖与后湖衔接处有一处
新月形的长岛“小西泠”，连接小西泠与万寿山的桥为“荇桥”，也许是因为此桥为进出小西泠必经之路，相
当于长堤之门，所以在荇桥东西两头各建了一座牌楼，四柱三开间冲天式，东牌楼之题额为“蔚翠”与“霏
香”，西牌楼题额为“烟屿”和“云岩”，描绘的都是此桥所处环境，也是游人登桥可以观赏到的景色，云中
山岩，烟中岛屿，远近荇花飘香，一片蔚然碧绿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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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花承阁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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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荇桥牌楼

荇桥牌楼题字

牌楼不但可以成为建筑群体之间的标志，它还可以创造出带有意境的环境。颐和园南湖岛上有一座祭祀龙
王的广润灵雨祠，祠前广场的三面各有一座木牌楼，它们的题额分别是：“凌霄”“映日”（东牌楼）；“彩
虹”“澄霁”（南牌楼）；“镜月”“绮霞”（西牌楼）。广润灵雨祠位于南湖岛的西北，整组建筑坐北朝
南，北临昆明湖水，站在祠前广场有很开阔的视野，所以这里几座牌楼的题额很好的描绘了一日四时的风景：
早晨高耸的云霄和红日的映照，雨后彩色的霓虹和澄空的云霁，黄昏的彩霞和湖水如镜的映月。在这里，牌楼
的题额成了描绘环境景色的点睛之笔。

颐和园后山的东端有一座“谐趣园”，这是仿照江苏无锡寄畅园而建的园中园。寄畅园中有一处“知鱼
槛”，谐趣园内也有一处“知鱼桥”。“知鱼”是战国时期庄子与惠子同游于濠梁之上的一个著名历史典故。
《庄子·秋水》记载，当两人见到水中游鱼时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是一段很有情趣的对话。庄子为当时著名学者，
主张清静无为，好游乐于清泉，后世造园家追求这种清静的意境，常在园林一角，开水池，养小鱼水中游，创
造出一处幽寂的环境。在谐趣园的东面用一段石桥隔出一处小水面，水中植有荷莲，桥头立一石牌楼，题额
为“知鱼桥”。

84



北京颐和园广润灵雨祠前牌楼

广润灵雨祠前牌楼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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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谐趣园知鱼桥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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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鱼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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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鱼桥牌楼题额

清乾隆皇帝亲自策划建造了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其中的谐趣园最是他喜爱之地，他不但手题“知鱼
桥”三字，而且还手书楹联刻于牌楼柱上：“回翔凫雁心含喜，新茁苹蒲意总闲”，“月波潋滟金为色，风濑
琤琮石有声”。这些诗句描绘的是观赏着水上飞翔的水鸟，岸边新长的蒲草，胸怀悠闲之趣，心含喜悦之情，
在这里见到的是日光下金光闪烁的湖水，听到的是风吹水动击石发出琤琮之声。乾隆尽管也十分欣赏江南文人
园林那种意境，但他毕竟是位集封建大权于一身的皇帝，在他生活里不可能出现那种完全清寂脱尘的环境，所
以，即使在“知鱼桥”上，也喜爱那种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情趣。

一座皇家园林里，散布着大大小小近二十座牌楼，按材料分有木、石、琉璃诸种牌楼；按功能分有牌楼
门，有标志性的，它们各尽所职，在建筑群体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使园林景观更加丰富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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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兴衰

先看北京牌楼的兴衰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古都北京被定为新的共和国首都，这意味着北
京必将开始新的建设。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被任命为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这位建筑学家
受党中央委托在古都北京的地图上标明需要保护不可毁坏的重要古建筑位置。接着他带领他的助手又提出了在
全国的解放战争中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名单，并上交党中央。这份名单的第一项即为北京城，并注明要整体保
护。这是因为北京作为几代古都，而且至今仍保存完整，成为目前世界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代都城，它全面记
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在世界城市建设和建筑发展史上具有极重要的价值。梁思成根据世界
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联合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份建设首都北京的计划方案，它的中心
思想是在北京古城的西部新建政府行政区，这样可以避免首都大规模的新建设与古城保护的矛盾，从而能够较
完整地保护下这座十分珍贵的古城。

但是这个方案未被采纳，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北京城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中央和北京市各机
关的建立，人口的增加，房屋的新建，车辆交通的发展，仿佛一下要把北京古城撑破，古城四周的城楼、城墙
不但是封建社会的象征，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了城市发展的阻碍，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梁思成立即提
出方案，封建时代的城楼、城墙完全能够“古为今用”，在城墙上种树栽花可以建成环城公园，座座城楼可以
改为图书馆、文化宫、博物馆供大众使用。在必要时可以将城墙开出豁口供车辆出入，他还画出图样形象地显
示方案的可行性，遗憾的是他的这些美好愿望也未被接受。

如果说，城楼、城墙阻碍交通的话，那么竖立在马路中央、大桥两端的牌楼更成为来往车辆之大敌了。这
些牌楼受到非拆除不可的命运。梁思成虽然一再宣传这些牌楼在古城景观中的价值，为这些牌楼被拆而感到惋
惜，但作为一位现代的建筑学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的矛盾。于是东西长安街的牌楼拆了，东四、西四
的四牌楼拆了，东交民巷巷口的牌楼也拆了，北海前的金鳌、玉蝀牌楼随着北海大桥的拓宽改建也被拆除了。
梁思成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许多次都亲临现场，仔细勘察，督促拆下的木料要妥善保管，设想在其他合适地
点重新竖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北京马路上的牌楼见不到了，城四周的五十二座大大小小的城
楼只剩下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与东南角楼四座，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象征着古都北京的重要标志
消失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民族受到一次重大的摧残，也使我们民族得以反思与苏醒。改革开放使中华
民族进入又一个春天，首都北京得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正确定位，保护古都风貌成为新首都规划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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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一段偶然被保存下来的明代城墙被视为宝贝，元代土城、明代城墙都开辟为“遗址公园”成了百姓
喜爱之地，古城内二十多片被定为古城风貌保护区。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小小的牌楼也悄悄地在北京城开始新
生。

最先出现牌楼的应该是最具有活力的商业店铺和街区。王府井的全聚德烤鸭店大门竖立着一座四柱三开间
三楼顶的木牌楼。商铺门面上加牌楼作装饰是传统的做法，但是在这里，烤鸭店已经不是古时三开间、五开间
的门面房，而变为一座高耸的玻璃幕墙楼房了。木牌楼紧贴在玻璃幕墙上，这新与旧，现代与古代既冲突又融
合的景象，表现了一种社会思想的包容，也显示出全聚德老字号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心态。王府井新建起一
座五星级饭店“王府饭店”，用了传统形式的斗拱与大屋顶，在饭店大楼前方特别建了一座标准清式的木牌楼
作为饭店的标志。

在城区的一些商业街口，也见到建造牌楼作为街区的入口与标志。牌楼的作用当然不限于商界使用，连北
京大学科技园的入口处也建起一座四柱三开间的木牌楼，它古老的形象不但没有减少现代科技的含金量，反使
现代科技增辉。所有这些牌楼都不在主要马路中央，它们避开了交通要道，静静地伫立一侧，起着标志、装饰
性的作用。

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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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科技园前牌楼

北京大学科技园牌楼局部

前面提到了在古都北京的中轴线上的正阳门箭楼前方，原有一座五开间的大牌楼，俗称“五牌楼”，它同
样因为阻碍交通而被拆除。虽然在保护与恢复古都风貌的呼声中也得到重建，牌楼的位置尽管仍选择在原址，
但为了不妨碍车辆通行，将六柱五开间的中间四根柱子都不落地而做成悬在空中的垂柱，这样的形式当然只能
采用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才能实现，原来的五开间如今变成头上有四根悬柱的一个大开间了。2006年北京前门
大街全面整治重新修建，因为要尽可能地保护和恢复原状，决定把这座经过改造了的五牌楼拆除，完全按原样
复建，于是一座六根冲天柱五开间五座顶楼的老式牌楼又重新竖立于前门大街的中央，因为这里已经成为步行
街，所以，六柱落地的牌楼也不会阻碍交通了。五十年前当拆除前门牌楼时，人们大概不会想到半个世纪之
后，会在同一地点重新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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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老牌坊

北京前门新牌楼

北京前门复建的牌楼

1949年初北京城得到和平解放，二月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战士们在北京市民夹道
欢迎下，由南往北挺进在前门大街上，他们透过五牌楼，第一次见到北京古城中央轴线上到正阳门箭楼，他们
走过牌楼接受站在箭楼上的解放军首长们的检阅开进了古城的内部。后来，随着五牌楼的拆除，这种透过牌楼
看城楼的景观也随之消失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拥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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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复建的五牌楼下，以正阳门箭楼为背景留下自己的身影，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变迁。

北京西城区历代帝王庙前的马路上有一座木牌楼，这是梁思成先生最喜爱的牌楼。透过牌楼柱间可以望见
马路西端的阜成门城楼，在天气晴朗的还可以见到远方的西山，组成一幅美丽的景观。当年拆除时，梁思成一
再要求不许用斧和锯，一定要仔细地拆开梁、柱之间的榫卯，将牌楼的每一个构件都保存好，以便以后找一个
合适的地方重新建立。这些构件原保存在建设部门的库房中，几十年间几经辗转，最后在2001年新建的首都
博物馆的大厅中得以重新竖立，成为新博物馆重要的标志。经过50多年的沧桑岁月，终于实现了梁思成的夙
愿。

北京首都博物馆大厅中老牌楼

发生在北京的这种牌楼被拆、被毁，又得到重建、复建的现象在全国各地也都能见到。安徽各地，尤其是
古徽州地区，历史留存下来的各种石牌楼何止千百，但那些功德、贞节、德孝牌楼在文化大革命中多被当作歌
颂与宣扬封建道德的标志而被拆毁了，即使未被整体拆除，牌楼上那些文字、装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浙江武
义郭洞村只是一座人口不多的小山村，原有石牌楼有六座，如今只剩下一座。山东莱州市盛产石材，如今仍
有“中国石都”之称，明清两代城区曾建有四十多座大理石的牌楼，如今也所剩无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
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之复兴，一座座旧牌楼得到保护与修整，一座座新牌楼出现在城乡各地。

浙江杭州的万松书院曾是明清两代杭州地区最大的书院，民间传说晋代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在这里同窗共读
过三年，随着这座书院的被修复，进门平台上的三座石牌楼成为书院重要的标志。三座牌楼都是四柱三开间五
楼顶，石柱下部前后有卷草组成的抱鼓石；中央开间的字牌上书刻“万松书院”四个金字，上下梁枋上分别雕
刻出双龙戏珠和双狮耍绣球的装饰；左右开间的上下梁枋上用突起的镂雕雕出动、植物花卉的装饰。牌楼顶用
歇山式，屋角向上翘起，具有南方建筑的风格，牌楼整体造型严整而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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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州新牌楼

浙江杭州万松书院牌楼

浙江杭州万松书院牌楼近观

山东莱州市除修复旧有的牌楼外，又在市内的广场建造出新牌楼，其中有一座把三座三开间的牌楼左右并
联成为一座具有八根立柱七开间七楼顶的大牌楼，八根立柱表面有突起的石雕，梁枋上用斗拱承托庑殿顶，造
型体量大而稳重，华丽而不显繁乱。四川峨眉山誉为中国四大佛山之一，在进入山区的大道上新建起一座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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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四柱三开间五楼顶。因为牌楼位于马路中央，为了便于车辆通行，特将中央开间加大，并且用垂柱把大跨
度的横梁一分为三。上面的屋顶，中央部分用四面坡庑殿顶，左右四座小顶用歇山式，主次分明。中央字牌上
为郭沫若题字的“天下名山”四字，黑底金字，十分醒目。在各地的古村落，为了开展旅游，多在村口外的大
道上建立石牌楼作为标志，这些牌楼多采用传统形式，由于多为当地工匠建造，所以不免在整体造型或细部处
理上多少带有地域的风格特征。

四川峨眉山新牌楼

让我们将视线由北京、江南各地转向西南的边陲云南地区。云南各地在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牌楼和牌楼
式大门不少。试观云南地区的寺庙、祠堂等古建筑，它们在造型上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屋顶的四角翘起很高，而
且往往和屋檐连为一根连续的曲线，十分具有弹性。这里的牌楼也有同样的特点，上下重叠的屋顶多出檐很
远，起翘的屋角和屋檐连接成一条完整的曲线。

云南腾冲老牌楼

腾冲市是位于云南西部的一座城市，它与缅甸接界，抗日战争时期是转运美国援华物质的重要城市。如今
又成为与缅甸贸易交往的重要边境，所以，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城内兴建起一片又一片新的住宅区和商业
区，而且在外形上多采用当地传统的民居形式，白墙黑瓦。这些小区的大门多用了牌楼，奇怪的是它们不用当
地传统的木牌楼形式，而采用石牌楼，四根冲天柱，夹着三开间，三座悬山式屋顶，梁枋、抱鼓石上雕出传统
的鳌鱼、双狮、云纹、万字和各式植物纹作装饰；字牌上书刻“翡翠古镇”“腾越古镇”，整体造型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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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新牌楼

云南腾冲新牌楼局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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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新牌楼局部（二）

腾冲市的和顺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至今还保存着文昌宫、云龙阁道观、刘氏宗祠、李氏宗祠和
古住宅与店铺。在这些宫、观、宗祠上都采用四柱三开间三楼顶具有当地传统形式的牌楼门。现在，为了开展
旅游，在古镇入口和东西景区之间的大道上又兴建起多座新的牌楼，这里和腾冲市内商业、住宅区一样，不用
传统的木牌楼而用石牌楼，都是四根冲天柱。柱头有的用宝珠，有的用狮子装饰，立柱夹着三开间三屋顶，屋
顶下有多层斗拱支托，屋顶正脊中央也有突起的宝珠装饰。这几座造型端庄的石牌楼，和分布在山坡上的寺
庙、祠堂的牌楼门组成为和顺古镇的牌楼系列，丰富和增添了古镇的景观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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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和顺镇文昌宫

云南腾冲和顺镇元龙阁大门

云南腾冲和顺镇李氏宗祠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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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和顺镇刘氏宗祠大门

云南腾冲和顺镇新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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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和顺镇新牌楼

云南是国内旅游大省，为了向各地旅客集中展示省内的名优土特产品，特地建造起一座规模很大的展销
区，名为“七彩云南”园区。在这座园区里展销名茶、名油、名药、服装、银饰、翡翠宝石的建筑不下数十
座，都是用白族、傣族等传统建筑形式设计的新建筑，很现代，也极具当地民族的风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建筑上也出现众多的牌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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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七彩云南”大门

“七彩云南”大门局部

其中，“七彩云南”的入口大门就是一座牌楼门，四柱三开间三座楼顶，只是为了方便每天大量车辆的出
入，把中央两根柱子改成了悬在半空的垂花柱，两侧的边柱用人造假山石包裹，使牌楼门整体造型更加稳定。
红色的垂柱，梁枋上满布彩画，四面坡的屋顶，屋角翘得很高，中央字牌上为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写的“七彩云
南”四个字，红底金字，显得很富丽华贵。园区内有一座孔雀园，园门也是一座牌楼，四根冲天柱，柱上有三
屋顶，在这里特别用了傣族佛寺常用的屋顶形式，一座顶分为上下多层，正脊两端为鸡形正吻，植物卷草纹罗
列正脊。这是一座汉族传统牌楼与傣族传统建筑相结合的新牌楼，红色的立柱，柱身满布突起的金色云纹，梁
枋上画满了青、绿二色的彩画，红色字牌上，由著名书法家沈鹏书写的“七彩云南孔雀园”金色的字，使整座
牌楼十分华丽。

“七彩云南”孔雀园大门

此外，在民族银饰馆、土特产馆等馆所都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牌楼门。这里有两柱一开间单楼的，有四柱
三开间三楼的木牌楼门，也有两座三开间三楼的牌楼上下重叠附在两层厅馆作门脸的，还有应用大理白族四合
院住宅砖木混合结构牌楼式门的。

总之，古老的牌楼在这座商业园区里又得到充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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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云南”商店牌楼门（一）

“七彩云南”商店牌楼门（二）

随着持续的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小小牌楼也漂洋过海走出国门了。世界各地的华人
街区总免不了要在街口造一座牌楼作为标记。当北京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结为友好城市时，北京特别向华盛顿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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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座牌楼作为纪念礼物。四柱三开间的牌楼立在华盛顿的唐人街入口，为了便于车辆通行，特意把中央两根
立柱改为悬空的垂花柱，一座巨大的凌空而过的牌楼横跨马路，在周围高楼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华丽且突出。

古老的牌楼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能够又获得新生？

英国曼彻斯特中国城牌楼

美国华盛顿中国城牌楼

建筑，除了个别像纪念碑之类的以外，都同时具有物质的和艺术的双重功能。各类建筑所具有的空间是人
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这是它们的物质功能；同时，建筑又是一种物质实体，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形象出现在
城乡各地供人们观赏，因此，又具有形象艺术的功能。但是建筑又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不同，画家可在画
布和纸张上任意涂画，雕刻家可以用泥土、石料任意雕塑出各种具体或抽象的艺术形象以表达出一定的情思。
但建筑的形象却首先决定于它的物质功能和采用的材料与结构：一座火车站和剧院由于功能不同而各具自身的
形式，同为竞技用的体育场，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材料与结构因而也会形成不同的外貌。因此，建筑师通过建筑
形象所能表达的情节与构思是不可能十分具体的，它们只能表达出一种气氛，一种感受，例如宏伟或者平和，
宁静或者嚣哗，简洁或者繁琐，肃穆或者热闹，含蓄或者鲜明，等等。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才使得建筑所具有
的艺术和美学价值能够长久保持，能够跨越不同的时代而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今天人们走进北京紫禁城仍然会
感到它的宏伟，步入苏州园林仍能欣赏它的幽静也正是这个原因。

牌楼作为一种小品建筑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牌楼形体简单，下有基座，中有立柱与梁枋，上有屋顶，
具有中国传统建筑最基本的形态，而且可以装饰得十分华美，所以，自古以来成了常用的建筑大门形式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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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装饰性建筑。牌楼的这种作用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一直沿用到今天，它们的形象也不需作任何改动而被用
在现代的城乡大道上和建筑上，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标志、一种符号出现在世界各地。在这些新
建的牌楼上，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部分是完全按照各地传统牌楼的形式仿建的；也有的则根据现代城乡的情
况对传统形式作某些改动和变异。见得最多的是那些新建在马路中央的标志性牌楼和建筑群体的牌楼门，为了
便于来往车辆的通行，多将中央开间的两根立柱作成悬在空中的垂柱，从而使牌楼中央形成宽大的通道。这种
对传统形式的牌楼作适当改动和变异的现象可以说在新建牌楼中是不可避免的。

牌楼复兴中的另一种现象是各地对被损坏的古代牌楼的修复与保护。其中，包括原来在城乡中具有标志性
的牌楼和牌楼门，也包括那些纪念型的牌楼。过去，纪念性牌楼都是为了表彰某一事或某一人的事迹而建造
的。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通过表彰这些事迹而达到的宣教目的自然离不开忠、孝、仁、义等传统意识形
态，而这些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而改变，甚至受到批判。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全国有很多座功德
牌楼，贞节牌坊被推倒、被砸毁正是这种批判的表现。

其实，推倒和砸碎这些老牌楼并不能消除旧社会的道德观与意识形态，今天修复它们更不意味着要恢复那
一套封建的伦理观念。何况被表彰的这些朝廷功臣和民间节女都不是他们具体的雕像而只是一座牌楼，除了在
牌楼上书刻有他们的姓名和官衔之外，在形态上和一般牌楼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在装饰内容上都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

今天修复它们并让它们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些牌楼记载着历史，通过它们可以使今人认识过去那个时代的政
治、经济与文化，就如同人们今天去参观浏览北京故宫可以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古老的牌楼和其他古建
筑同样具有历史、艺术与科学的文物价值，这就是古老牌楼需要得到保护的原因。在各地城市与乡村，古老的
和新建的牌楼不但记载了历史，而且还为城乡增添了文化内涵，丰富了各地的景观与环境，提高了人们现代生
活的质量。

北京地坛外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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