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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老虎

在百姓心中，狮子与老虎都属野林中的猛兽，性皆凶悍，都被称为兽中之
王。但老虎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兽类，而狮子却是从外国进口的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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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老虎是生活在山林野地里的猛兽，属猫科动物，性凶悍勇猛，能食百兽。
小者飞禽野兔，大者如鹿等，皆为老虎的捕食对象。在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
了老虎。河南濮阳西水坡村出土了一座距今有6000年的古墓，在祖先遗骨两
侧，由蚌壳砌成一龙一虎的形象；距今3000年的河南殷墟的甲骨文中已
有“虎”字；在距今2000年的汉代墓穴的画像砖上，更有不少虎的形象，有在行
进中的虎，有跳跃、奔跑中的虎，它们的形象神态都很逼真而生动。

汉代画像砖上老虎

由于虎生性凶猛，人们对它敬畏，将其发展成为威武的象征。古籍《山海
经》中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
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
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在这一段描述中，不但确立了把守鬼
门关的神人神荼、郁垒为古代第一代门神，而且也确立了老虎能食恶鬼的地
位。

在留存至今的秦、汉瓦当中有雕塑着龙、虎、凤、龟四兽的瓦当，在众多
的以动物、植物、几何纹为装饰的瓦当中，它们地位最高，多用在当年宫殿屋
顶上。由此可见，至迟在秦汉时期，老虎已经与龙、凤、龟一起，成为四神兽
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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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龙、虎、凤、龟四神兽瓦当

汉代瓦当上的虎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国家的兵权都集中掌握在皇帝手中，如遇将
帅领兵征战在外，则皇帝交付“兵符”。兵符由青铜制成虎形，所以称为“虎
符”。虎符由左右两半合成，交将帅一半，另一半留在朝廷。每遇皇帝有军令
下达，则由使臣携带此半虎符前往传令，将帅验完虎符后才能执行军令。由此
可见，老虎已经具备了十分重要的象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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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虎符

老虎这种威武、强悍的象征意义也步入了百姓的生活。在广大农村，为了
儿孙的健康强壮，妇女在怀孕时即在卧室墙上张贴虎形图画。子女出生后，家
人则给他们戴虎头帽，穿虎头鞋，枕虎形枕，系绣有虎形的围兜。人们还将幼
儿称“虎娃”，幼女称“虎妞”，祝福他们长得“虎头虎脑”。在民间年画、剪纸、
皮影、面食品等工艺品题材中，也有很多虎的各种形象，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
种虎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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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鞋

虎形枕

虎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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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

狮子与老虎一样，属猫科动物，但它的原产地却不在中国，而在非洲、西
亚和印度等地。外国的狮子何时传入中国，又是怎样传进来的——根据已知史
料，狮子的传入大致有两条途径。

一是作为贡品，由外国使者来中国访问时进献给封建帝王的。西汉汉武帝
时期（前140—前87）开通了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与中国使臣
得以频繁往来，由此中国的丝绸、瓷器能够远销域外；而西域各国的象牙、珍
珠，也纷纷进入中国，狮子也是在这时期传入的。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章
和元年（87）西域月氏国使臣向汉帝进献狮子；东汉章和二年（88）安息国
（今伊朗）使臣又进献狮子。此后至唐、宋，也有这类各国来中国进献狮子的
记载。这时的狮子只是一种性格凶猛的禽兽，被关在笼子里供人参观。

二是随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产生于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
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29岁时离别妻子与幼儿，云游四方去寻找解脱人生苦难
之道，6年后终于觉悟成道，创立了佛教。之后释迦牟尼四处传道，影响大
增。随着这位佛主威望的日益提高，他的身世也被神化。传说佛主出生时，有
五百只狮子从雪地走来，侍列于门前迎接佛的诞生。狮既然为猛兽，在盛产狮
子的古印度自然成为百姓敬畏之物，所以用五百狮子迎接佛的诞生也属情理之
事。之后，又说佛在传道说法时也是坐在狮形座上，其传道声洪亮犹如狮子
吼。《大智度论》中称“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房、若地，皆名狮子座”。

文殊菩萨是佛教中四大菩萨之一，其坐骑也固定为一只狮子。总之，百姓
敬畏的狮子也成了佛教中的护法狮。如果说早期外国使臣只是将狮子作为一种
奇禽珍兽赠送给中国皇帝，那么随着佛国传入的狮子已经具备了威武、力量的
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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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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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老虎谁厉害

老虎，这种在中国被公认为“兽中之王”的猛兽，早已成为威武、凶悍的象
征，它的形象上登四神兽之列，下达千万户普通百姓之家。老虎的地位按说是
外来的狮子不可相比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却与此相反，在许多场合，狮
子的地位却比老虎重要。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皆奉行以“礼”治国，“礼”的核心是等级制，从城市的大
小，城楼高低，道路宽窄，到人死后坟墓的大小，四周植树的多少，都因城市
所处地位（天子王城、诸侯国都、宗室都城）或主人身份地位之不同而区分。
这种礼制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例如，在建筑方面，从帝王宫殿、
各品级的官员到普通百姓，他们各自的住房除高低大小有区别之外，连大门形
制、房屋台基高低、屋顶用瓦的材料与色彩皆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不可僭越。

当时的官员服装也因官职品级的高低而规定出不同的装饰纹样。明清两代
官服的前胸与后背两面各有一块绣有不同纹样的装饰，清代的规定为文官装饰
各种鸟纹，武官装饰各类兽纹，图案分别是：

一品，文鹤，武麒麟；

二品，文锦鸡，武狮；

三品，文孔雀，武豹；

四品，文雁，武虎；

五品，文白鹇，武熊；

六品，文鹭鸶，武彪；

七品，文鸂鶒，武犀牛；

八品，文鹌鹑，武犀牛；

九品，文练雀，武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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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二品武官服上的狮子标志

清代四品武官服上的老虎标志

在这一宫服系列中，狮子是二品武官的标志，而老虎却为四品武官的标
志，中间差了两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需要从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认
识论与文化心理中去寻找原因。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对四周物质世界的认识，认为宇宙间万物皆分阴
阳，天为阳，地为阴；方位上，前为阳后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性别上，男为
阳，女为阴；数字上，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如此等等，阴阳之间相互对立又
相互依存。古人又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五种基本元素组成，这就是木、土、水、
火、金，它们之间存在相生与相克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只因为有这种相生
又相克的关系，宇宙世界才能保持安定，只因为有了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人类才能保持和谐。这种认识论与文化心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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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龙、凤、虎、龟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四神兽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
史，四兽中又以龙与虎的描述最为常见，前面介绍过的河南濮阳西水坡村出土
的6000年以前的古墓，在先人遗骨东西两侧就是龙与虎的蚌塑形象。《易经》
中说：“云从龙，风从虎。”居于天上云间的神龙能呼风唤雨，人世间凡遇大旱
之年或暴雨成灾，人们都到龙王庙中祈祷龙王，在百姓心中，龙成了天神，神
力无边。

至汉代之后，龙成了封建帝王的象征，使龙上升到更神圣的地位。但是对
于这样神圣的龙王，百姓也创造出制服它的神话，这就是盛传于民间的道家八
仙，即吕洞宾、张果老、汉钟离等八位道士。他们有男有女，有文有武，有身
居朝廷的国舅，也有卖豆腐的平民百姓，而且也并不生活在同一朝代，但古代
却把他们组合成八仙集体。元、明时期有一曲杂剧《争玉板八仙过海》描绘了
八仙应邀渡东海去蓬莱仙岛龙宫赴宴，因龙王之子抢夺了曹国舅用的玉板而激
怒了八仙，在海上大战龙王。八位仙人依靠团结一致各显神通，终于战胜了龙
王一家，可见再神通广大的龙王也会有八仙来制约和降服的。当然这只是戏曲
描绘的神话，但却反映出古人一物降一物的文化心理。

《易经》中说：“风从虎”意思是老虎能兴风，世间一切因台风、狂风引起
的风灾皆因老虎而起，只要制服了虎，风灾自会消失。如何制服老虎，人们自
然想到了狮子，同为兽中之王，一兽王降另一兽王自在情理之中。我国福建厦
门港外的金门、大嶝岛均为海中岛屿，四面临海，常经受疾风侵袭，加之海拔
较低，难以抵挡风沙之害。当地百姓相信风从虎，狮克虎，所以特意用石料雕
成狮子，蹲立风口以镇煞风害，并将这些石狮美名为“风狮爷”。因此闽南一带
也形成了一种石狮信仰的民俗。

狮子既然能克制虎威，于是一些老虎惧怕狮子的描述不断地出现在文字
中，流传于民间。宋末元初，周密著的《癸辛杂识》中记载：“近有贡狮子
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以非真，其入贡之使遂
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像这样的狮虎相见，虎皆俯
首、不敢仰视的记载在多处见到。其实老虎与狮子皆为生活于山林原野中的猛
兽，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地，史籍中所记硬将二兽相近相会以比高低的情景是否
真实很难考证。所以所谓狮能克虎，狮子比老虎厉害很可能出自古人现实生活
的需要，是一种古人对客观世界认识所产生的心理反映。

狮子自汉朝作为一种奇禽异兽被献送至中国，进而成为威武、勇猛的象
征，狮子终于走出丛林步入人间，开始了它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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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守门

前面已经说过，人们日常见得最多的是蹲立在建筑大门前的石头狮子，而
不是树林、草丛或动物园里的真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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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前的狮子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的是木结构体系，所以能够保持至今、历史久远的
地面建筑为数不多，唯有地下的墓室因为采用砖、石筑造，又深埋地面之下，
所以还保留了一批秦汉两代甚至更早时期的陵墓建筑。秦汉两代在都城咸阳都
建筑过十分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体，但至今都已荡然无存，只有秦始皇陵和一批
汉代皇陵如今仍安然保存在地下。

根据中国古代的礼制和人生理念，古人认为人死后只是身体的消亡，而灵
魂不灭，只是到另一个天国去重新生活。尤其是帝王、官员，希望继续他们在
世时的豪华生活和拥有的权势，特地把他们的生活用品、侍从人员都做成石器
或雕刻随葬埋入地下和墓地。于是这一类的陵墓，除在地下墓室里深藏着一批
石雕、砖雕制品之外，在地上还能见到一系列的石人、石兽和石柱。这就是石
像生。它们在陵墓前组成仪仗队，排列在神道两侧，极大地增添了陵墓的威严
与气势。我们正是在这些石雕作品中，见到了早期的守门石狮。

西汉时期的皇陵大部分建造在都城长安附近，即咸阳至兴平一带，其中规
模很大的茂陵为汉武帝之陵。武帝在位50余年，在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即开始
建陵，至公元前87年下葬。据记载，陵前有石像生与殿屋，可惜如今只剩下一
座巨大的锥形土堆，石像生已不见踪影。但是在茂陵东边的一座霍去病墓上却
见到了一批石像生。霍去病为西汉著名武将，受朝廷之命远征匈奴，六战六
胜，解除了朝廷边患，安定了民生，建立赫赫战功，24岁即身亡。武帝为了表
彰这位年轻武将，特将他安葬在茂陵一侧作为帝王随葬之墓，这也算是很高的
礼遇了。霍墓由石雕、竖石、坟冢、草木组成一座完整的陵园。墓地的石雕由
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2件、野人、野兽食
羊、人与熊、野猪、卧蟾共14件组成，它们零散地分布在墓地草木丛中，艺术
地再现了霍去病当年驰骋于边疆草木之地的征战环境。14件石雕中有卧虎之
像，但这里的石虎并非守卫墓门之兽，而只是草丛众兽中的一员。霍墓建于汉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那时，狮子还没有进入中国，自然不可能在这里见
到狮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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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咸阳霍去病墓石雕卧马

陕西咸阳霍去病墓石雕卧象

陕西咸阳霍去病墓石雕卧虎

人们所熟知的北京郊区的明代十三陵，陵前有一条长达千米的神道，神道
两侧竖立着石人与石兽，这种墓前设神道的制度自西汉以来就十分盛行。在汉
代，上自帝王陵下至贵族墓，皆有或长或短的神道，两侧设石兽，道的前端多
设有石阙一对，作为墓道之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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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三陵区图

留存至今的四川雅安的高颐阙，是目前能见到的汉代石阙中形象较为完整
者。它位于东汉朝臣高颐的墓前，除石阙外还有石兽一对，名天禄或辟邪。辟
邪顾名思义，即辟防邪魔：生前辟邪是为防病消灾保平安，死后辟邪为的是防
鬼怪以利灵魂升仙。所以这类辟邪不但竖立地上墓道两侧，而且也藏于墓室之
中。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一大一小，一为石造，一为玉制。但它们的形象却是相
同的。辟邪四肢着地，昂首挺胸，头上有角，身生双翼，造型威武有神，其形
其神很像狮子。高颐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四年（209），这时距离《后汉书》中
记载的狮子进入中国的东汉章和元年（87）已经有120余年了。所以也可以
说，辟邪是古代匠师以狮子为原型而创造出的一种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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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颐墓石雕辟邪

汉代墓中玉雕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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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高颐阙

江苏省南京、句容、开阳一带分布着一批南朝时期（420—589）的陵墓，
其中，贵族的墓前多发现有石雕辟邪之像。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辟邪从形象到
神态都与汉代的辟邪十分相像，经历朝代之更替，时隔200余年，这不同地区
的辟邪，在艺术造型上竟能如此传承。

江苏南京南朝梁萧景墓前石辟邪

唐代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期，这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宫殿、陵墓这类
属于皇家的建筑更是规模宏大，气象万千。唐代皇陵一改人工在平地上挖墓起
陵的方法，选用自然山体作坟墓，位于陕西乾县的唐代乾陵就是这种类型的皇
陵。乾陵为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合葬之陵，它很好地利用梁山建陵，将地
宫置于梁山主峰北峰之下，以主峰的两侧峰为阙门，东西对峙，陵墓神道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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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开始。自南而北，排列着华表、飞马、朱雀、石人等，但在这系列的石人、
石兽中并没有狮子的踪影。主峰之下的地宫四周围有陵墙，墙界成方形，四面
中央开门，门外均设石狮子一对。只有在这里才看到狮子，它们是真正守卫着
陵门的。在乾陵以及其他唐陵处见到的石狮，其造型接近真实的狮子，已经不
是早期辟邪的那种艺术形象了。

陕西乾县唐乾陵神道

唐乾陵神道及石狮

宋代的皇陵集中在河南巩县，这里埋葬着北宋七位皇帝和一座宋太祖赵匡
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所以称巩县的皇陵为“七帝八陵”。宋朝廷一反以前
秦、汉、唐代皇帝生前选地造陵的做法，而规定皇帝死后方能建陵，而且要在
七个月之内建成安葬。因此相对秦、汉、唐各代皇陵，宋皇陵规模都比较小，
但其布局也很讲究和规范，每座皇陵皆有上宫、宫城、地宫、下宫四部分组
成，在上宫之前设有鹊台、神道作为前奏，神道两侧排列石雕达23对。有华
表、驯象人、瑞兽、角端、马、虎、羊、密使、文臣、武将、门狮等。此外，
在上宫的四座门外及下宫门外也多有门狮1对。在宋陵，狮子作为守护陵门的
职责是很明确的，而老虎只是作为陵前礼仪队伍中的一员而出现。

明代又恢复了早期封建王朝大建皇陵的习俗，先后在安徽凤阳、江苏南
京、北京等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皇陵和皇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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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县宋代皇陵神道

宋代皇陵石狮

安徽凤阳县的明皇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其父母与兄嫂建造的陵墓，
始建于元代末年（1366），明洪武二年（1369）复建。在这座陵前有一条长
250多米的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生，有独角兽2对，狮8对，华表2对，马
及马官6对，虎4对，羊4对，文臣、武将、内使各2对。在这里，狮子与老虎并
列于众兽之中，而且石狮位居第二，在已知的各代皇陵中是最多的，显然带有
守卫陵门之意。当地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是因为朱元璋之父终年64岁，所以石
像生用32对，64只。在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都各有一条很长的神道，神
道两侧都排刻系列的石人石兽。这两处的石兽中都有狮子，它与麒麟、獬豸、
象、骆驼、马前后相列，各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狮子威武；獬豸公正，能分
辨是非；骆驼耐劳，长途行走沙漠，象征疆域辽阔；大象体大稳重，脚踏实
地，表示江山永固；麒麟为四灵兽之一，吉祥瑞丽；骏马驰骋千里，万马奔
腾。这样的布局已经成了中国古代陵墓的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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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陵分布在辽宁新宾、沈阳和河北的遵化、易县等地，在诸座陵墓中
都设有或长或短的神道。道两侧的石像生与明陵相比，可以说大同小异，有时
个别兽类不相同，如将獬豸换为狻猊，但狮子始终为诸兽之一，成为陵前礼仪
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安徽凤阳明代皇陵神道

江苏南京明孝陵神道

明十三陵神道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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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昭陵神道

辽宁沈阳清昭陵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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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清东陵石狮

24



易县清西陵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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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门前的狮子

中国封建时期的历代王朝，几乎都建造过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但保存
至今的只有北京的紫禁城和辽宁的沈阳故宫这两处了。紫禁城位居古都北京的
中心部位，在它的外围分别被皇城和内城、外城包围着。人们要从外地进北
京，由南而北需要通过外城的永定门、内城的正阳门和皇城的天安门才能到达
紫禁城的南大门—午门。狮子作为护卫大门的猛兽，在这些门前自然应该有它
的踪影。北京内城南大门正阳门原有的瓮城虽已拆除，但瓮城的箭楼依旧保
存。如今在箭楼门洞前和正阳门城楼中央门洞前都有一对石狮子分列左右，而
皇城南大门的天安门前却有石狮两对，分列于门前金水河的南北两侧，守护着
大门。

北京前门箭楼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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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阳门前石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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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阳门前石狮2

北京天安门前石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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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前石狮2

紫禁城为明清两代的宫城，规模宏大，主要由前朝行政区和后寝生活区两
部分组成，此外还有东西两侧的宁寿宫、文华殿、武英殿等区。这些主要部分
的建筑群大门前都有护门的门狮。位于中轴线上的太和门为前朝建筑群体的大
门，一座九开间的大殿坐落在汉白玉石造的台基之上，门前左右各有一座铜狮
子在守护着。铜狮蹲坐在一石一铜两层须弥座上。狮头微俯，两眼平视前方，
狮身大小和神态之严峻都居紫禁城内狮子之首。中轴线上另一座宫门乾清门为
后寝部分的大门，其重要性自然在太和门之下。同样为殿式门，但乾清门开间
已成为五间，屋顶改为单檐歇山式，连门前的铜狮子体量也变小了，张着嘴，
耷拉着眼，其神态也大不如太和门前的铜狮子。宫城东部有一组宁寿宫，是清
代乾隆皇帝准备在退位后使用的建筑群，具有相当的规模，也分为前朝的皇极
殿和后寝的养性殿两部分。在这两部分的大门宁寿门与养性门前也都有一对铜
狮护门，它们的体量自然都比太和门前的铜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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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禁城太和门前铜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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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禁城乾清门前铜狮

北京紫禁城宁寿宫养性门前铜狮

紫禁城后寝部分的西部有一组养心殿，规模虽不大，但自清代雍正皇帝从
乾清宫搬移到这里居住之后，它的重要性大大提升。雍正之后，清代历代皇帝
都在此殿活动。至清同治、光绪两帝时，经历了由西太后垂帘听政的一段特殊
历史时期，如今养心殿内仍保留着当年垂帘听政现场的实景。可能正因为如
此，所以在这组不大的宫室大门前也设了两座不大的铜狮子守门。慈禧太后在
她两朝听政、权力极大的时期，下令将已经建好的陵墓大殿拆了重建，使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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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绘金色彩画，连大殿台基上的龙凤石雕也改为凤在上，龙在下，形成龙追凤
的场面。但是在养心殿，西太后还没有敢将狮子改大超过其他殿堂大门的。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大门前铜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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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大门前的狮子

住宅供人居住生活，所以在诸类建筑中住宅数量最多，遍布城乡各地，只
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必有住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是合院式
住宅，就是由房屋四面围合成一个院落，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安静的
生活环境。四面房屋围合成院，就简称为“四合院”，这种四合院在中国已经有
2000年的历史。

既然从上面讲到的北京紫禁城出来，就先介绍北京的四合院住宅吧。北京
住宅分王府与普通四合院两种类型，前者专供清代帝王的王族居住，后者为一
般百姓使用。王府也是四合院，只是规模较大，多由数重院落组合而成。而普
通住宅只有单进或两进院落。在以“礼”治国的中国古代，王府的大小，大门形
式，屋顶形式，瓦件的质量、色彩等皆有规定。王府大门由单幢房屋组成，居
于院落中央位置，门前两侧各有一只石狮子护卫。而一般四合院的大门只占住
宅一边房屋的一开间，位居住宅的一角。这样的大门都是在一开间的两根柱子
之间设置门框，框内安装大门门板，门板一侧有轴，坐落在一块石料上，以便
旋转开启，这块石料称“门枕石”。

古代工匠多在门枕石表面施以雕刻，成为大门前的一种常见装饰。上面介
绍的宫殿门前的狮子、陵墓前的辟邪都起着护卫和防止妖魔侵袭的作用。供人
居住的宅第更需要这种护卫，于是狮子出现在住宅门前，而门前两侧的门枕石
便成了守门狮的最佳落身处。

住宅因主人的身份与财势的不同而有大小之分，因而宅门也会有等级的区
别，从而门枕石也有了高低、宽窄之别。综观北京四合院住宅门枕石的形式，
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石狮形，二为抱鼓形，三为石座形。石狮形是在简单
的门枕石座上加设石狮。抱鼓形是将门枕石分作上下两层，下为须弥座，上为
圆形石鼓；而守门狮雕在石鼓之上，狮子有大有小，有立的，有蹲的，有趴着
的，有的只在石鼓上雕出一个狮子脑袋。圆鼓上的狮子虽体量都不大，但姿态
多不相同，有的口中还衔有如意飘带，由嘴中伸出，左右盘卷一直延伸到圆鼓
和须弥座上，这种抱鼓形的门枕石在北京四合院里用得最多。石座形门枕石造
型规整，狮子雕在石座上端或蹲或立，也无定制。

如果我们走出古都北京，前往临近的山西、山东等地区察看，就会发现这
种住宅门枕石上的狮子雕刻更加多样。山西为古代晋商的故乡，这批颇具财势
的晋商在外发财致富，返回故里，置购土地，修建家园，为后人留下了一批深
宅大院。如今仍保存完好的晋中一带的乔家、王家、曹家等大院就是其中的代
表。在这些大院的众多住宅门前的门枕石，总体造型可以说与北京住宅的门枕
石基本相同或相似，大体上也可归纳为石狮、抱鼓与石座三种形式，但是狮子
造型比北京的更为多样。同样在门枕石上雕狮子，山西的狮子形态更活泼，神

33



态更丰富，有的大狮子足按绣球或幼师，但肩上可能还背负着一只小狮子。有

的石座上会雕出一大数小多只狮子，嬉戏玩耍。有的门枕石上的抱鼓变成一只
圆球，圆球与须弥座之间有一层垫布，垫布四个角各藏着一只小狮子，在圆球
顶上也雕有一大二小三只狮子，工匠在这座大门两侧共雕出十只守门狮。

石狮形门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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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合院大门石座形门枕石

北京四合院大门抱鼓形门枕石

另一座山西住宅的大门更有一种奇特的门枕石。一层须弥座束腰部分的中
央雕着蹲跪在地面的力士用头部和肩膀支撑着座的上枋，须弥座上雕着一位武
士手牵一头猛狮，狮子鼓着嘴，瞪着双眼，一副凶狠之状，在武士与狮子前方
各有一只绣球和幼狮位于石座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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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石狮形门枕石

门枕石上背负小狮的石狮

门枕石上大狮带小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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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球门枕石

在山西晋东南地区的乡村住宅，为了显示宅主人的财势，在大门外檐又加
了一层牌楼式的装饰，于是在大门两侧出现了大门的门枕石和牌楼的夹杆石里
外并列的状况。夹杆石为抱鼓形，上端蹲着或趴着一只狮子，门枕石上多用蹲
狮守门。有时抱鼓上的狮子不止一只，这样的守门狮除保持应有的威武之状以
外，更增添了几分活泼热闹的气氛。由此看来，离开了京城，减少了朝廷规矩
的限制，工匠更容易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用他们的智慧创作出了更丰富多彩的
守门狮形象。

人与狮门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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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村住宅门枕石与夹杆石并列的大
门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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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村住宅门枕石与夹杆石并列的大
门实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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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村住宅门枕石与夹杆石并列的大
门实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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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上的狮子

牌楼或牌坊原来是由城市里坊之门演变而来，在使用上有大门、标志和纪
念性三种功能的区别。除纪念性牌楼外，其他两种实际上都保持了建筑群体大
门的作用。

作为大门一般就需要有狮子来守护，但牌楼门前面很少用如同院落、宫殿
大门前那种独立的狮子，而牌楼门几乎都不安设门扇，所以也没有门枕石。因
此这里的守门狮都安置在牌楼立挂的夹杆石上。夹杆石，顾名思义，就是用以
固定牌楼几根立柱的石料构件，从功能上讲它应该是方整规则的两块石料，在
立柱的下端一前一后夹持住柱子。像门枕石一样，工匠就在这些夹杆石上，雕
刻出各式各样的狮子形象。

最常见的是夹杆石上蹲立的狮子，这种形式多用在石造牌楼上。山东泰安
岱庙是历代帝王祭祀东岳泰山的场所，规模很大。在庙门前竖立着一座四柱三
开间的石牌楼，此牌楼特殊之处是在平地上砌筑两座矩形须弥座。牌楼的四根
柱子分别竖立在左右两座上，然后用夹杆石前后固定住立柱。夹杆石分上下两
段，下段为安置在方座上的抱鼓石，上段为一只狮子蹲立于一座须弥座上。从
整体上看，也可以看成为石狮子蹲立于一座包含有抱鼓石的高高的须弥座上。
牌楼前后各有四只狮子，它们的头均歪向中心，好像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进出牌
楼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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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黔县西递村石牌楼

山东泰安岱庙石牌楼

牌楼夹杆石上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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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昭陵为清朝廷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墓前有一座三开向的
石牌楼，造型十分端庄，四根立柱立于地面，前后用夹杆石。只是这里的夹杆
石变为蹲立于须弥座上的狮子。四根立柱，前后各一，为了加固两侧的边柱，
在每根边柱的外侧又加了一只麒麟，所以这座牌楼门共有八只狮子和两只麒麟
在共同守卫。随着牌楼所在地和牌楼自身的大小，这种守门狮的大小也有区
别。山西榆次一座寺庙门前有一座石牌楼，也是四柱三开向，但却用的是四根
冲天立柱，也就是柱子上没有屋顶，比起前面介绍的寺庙和昭陵门前的石牌楼
的等级要低一些，相应的四根立柱只用抱鼓石夹持，在其上各趴伏着一只不大
的狮子。

山西榆次寺庙前石牌楼

榆次寺庙石牌楼抱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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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放置在夹杆石上的狮子并不全是蹲立的姿态，有的将狮子倒立在须弥
座上，头朝下，尾朝上，以狮身的腹部紧贴柱身。这种倒立的狮子，有的比较
写实，有的将狮子各部分加以艺术性的夸张。狮头特大，前肢向前屈伸，狮爪
抱着绣球；后腿向上翻卷，狮爪紧抓柱身。在这里，狮子已经离开真实，成为
一种工匠创造的艺术形象了。

牌楼柱子前后的倒立石狮

在一些大型的牌楼上，守门狮子呈现出另一种形象。北京明十三陵有一座
石牌楼安置在陵区入口处，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后山的须弥灵境寺庙门前也有三
座木牌楼。因为都属皇陵，皇园内的牌楼位置又很显要，所以体量都比较大。
石牌楼是六柱五开间，木牌楼为四柱三开间，柱子下面都用夹杆石夹持。夹杆
石呈方墩形，其高度达立柱高的三分之一，而守门狮就安置在这些夹杆石的上
端。一只狮子平俯在柱子前后的夹杆石上，狮头向里，面朝牌楼中央开间。如
果狮子身小，则在狮身前后，夹杆石的角上加以小型的山形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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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十三陵石牌楼夹杆石上的石狮

颐和园须弥灵境寺庙门前木牌楼夹杆石上的狮子与皇陵前石牌楼的狮子略
有不同，狮身平俯地面，而狮头却昂起向上，狮面朝向前方，迎接着进出庙门
的客人。

北京颐和园须弥灵境庙前木牌楼夹杆石
上的石狮

有一种附属在建筑入口的牌楼门，由于它依附在大门上，所以柱子不需要
夹杆石，而是直接落在下面的柱础石上。这样的牌楼门，其守门狮多立在门前
的左右两侧。但除此之外，还有在柱础石上也雕上狮子的。四川自贡市的西秦
会馆是当地一座著名的会馆，规模相当大。为了装潢它的门面，特别用了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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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大门，五开间的牌楼，只有中央的四根柱子落地，而两根边柱采用了悬在
空中的垂柱形式。工匠将中央的四根立柱坐落在狮子身上，石狮蹲立在一层薄
的台基上，背负着牌楼的立柱，四只狮子均头朝向中央。在这里，守门狮兼作
柱子的基础了。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大门牌楼门柱子下的
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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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足圣寿寺大门牌楼门柱子下的石
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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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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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凶猛的狮子被用在建筑大门的两侧，它不但成为护卫建筑的瑞兽、神
兽，而且也兼有了威武和勇猛的象征。于是狮子不仅出现在大门外，同时也出
现在建筑的其他部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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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部分的狮子

走进北京紫禁城，宫殿殿堂的一片屋顶上都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其中比
较重要的建筑都用庑殿或者歇山式的屋顶。这些屋顶的前后四条垂背的前端都
排列着一系列的小兽作为装饰。这种小兽有的多达九个，它们分别是龙、凤、
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他们按照固定的次序排列在仙
人骑凤的后面。这九种小兽各自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其中的狮子当然仍旧是
勇猛、威武的象征。它在这里排列第三，算是地位比较高的了。在以礼治国的
封建社会里，一切都有次序，都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这种等级的区别也很明显
地表现在宫殿建筑的装饰上。凡是重要的建筑，例如举行封建朝廷重要礼仪活
动的太和殿和保和殿的屋顶上，都用九只小兽；在比较次要的殿堂，如中和
殿、交泰殿的屋顶上，用七只小兽，将排列在后面的獬豸、斗牛去掉，只留前
面的七只；在更为次要的建筑，如御花园中的楼阁、亭子上，则用五只或三只
小兽；到一些墙门的屋顶上，则只保留当头的一种小兽了。屋顶小兽按建筑的
重要性分别用一、三、五、七、九只进行装饰，这就是展现在建筑上的等级
制。值得注意的是，位居第三的狮子在紫禁城的多数殿堂的屋顶上都有它的位
置。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屋脊小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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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小兽中的狮子

北京紫禁城宫殿屋脊小兽

狮子不仅出现在宫殿建筑的屋顶上，同时也出现在一些民间建筑的屋顶
上。广东东莞茶山镇南社村是一座古老的血缘村落，在这座谢氏家族聚居的村
落中，至今还保存着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祠堂。在几座祠堂大门前没有守门的狮
子，但抬头一望，狮子却出现在屋顶上。和宫殿建筑一样，这些狮子也是固定
在屋顶垂脊的前端，只是没有系列的小兽，而只有一只单独的狮子。它们蹲立
在屋脊上，歪着脑袋，瞪着双眼，张着嘴，口中还衔着带有花球的彩带，注目
凝视着前方。在一座百岁祠堂的屋顶上，小狮子分别蹲立在垂脊、戗脊和山墙
脊的前端，左右共有六只之多。这些小狮子由陶和琉璃烧制而成，色彩绚丽，
从姿态到神态都比大门前的石狮子活泼。它们不但守护着建筑，同时也起到美
化建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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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南社村祠堂屋顶的狮子

南社村百岁祠屋顶小狮

中国建筑绝大多数都用坡形屋顶，前后两面屋顶相交而形成一条正脊。我
们在这条正脊的中央也能见到狮子的装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区的大量住
宅建筑虽然也用木结构作构架，但房屋的前后左右皆用砖墙围护，所以当地也
将这类房屋称“砖房”。这类房屋两侧的墙称“山墙”，它在结构上起到稳定木构
架的作用，所以多为一面实心墙体，很少在上面开门与窗。山墙伸出檐柱的部
分称“墀（chí）头”，墀头的正面位于房屋正面的两边端，面积不大，但地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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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所以工匠多在这部分施以砖雕装饰。这种装饰又多集中于墀头正面的上
端，常见的是在这部分做出须弥座的形式，上下枋之间夹着束腰部分，其上分
别雕出花饰。比较讲究的有把束腰部分雕为一座方亭的，上有挑出的挂落与垂
柱，下有雕花栏杆。中间的两根柱子之间有的雕出“福”“禄”等字，有的雕一只
蹲坐或站立的狮子，这些狮子也是头大身体小，张嘴瞪眼，摇着尾巴，神态比
较生动。因为墀头上端接近屋顶，所以把它们也归于屋顶的狮子系列。

房屋屋顶正脊上的狮子

常家大院住宅墀头狮子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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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架上的狮子

中国古代建筑是以木结构组成房屋的框架，其结构的形式是在地面上竖立
垂直的柱子，在柱子上面搭建水平的梁，在立柱之间用枋连接。因为要便于屋
顶上的雨雪清除，所以屋顶多做成三角形的斜坡。因此柱子上则需要多层梁相
叠，才能构成坡屋顶的构架。两层横梁之间依靠方形的木块相垫，这种垫木称
柁墩。为了美化这些木构件，工匠对它们都进行了装饰加工，简单的只在上面
雕些植物花草或者回纹。复杂的有动物、人物，甚至雕出戏曲场景的。福建地
区的一些寺庙、祠堂的梁架上有将柁墩雕成一只狮子的，狮子蜷伏在房梁上，
用身体支负着上面的梁，左右各一只。狮尾相对，狮头转向前方。这里的木雕
狮子在整体造型上都夸大了狮子的头部，其大小占了狮子的一半，甚至超过了
狮身部分。更有的雕出一只小狮子骑在大狮子背上，而小狮子背上又各骑着一
员文臣和一员武将。

房屋梁架柁墩图

广东潮州祠堂狮子柁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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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寺庙祠堂狮子柁墩

福建寺庙梁架狮子柁墩

中国建筑的坡型屋顶为了既便于雨雪的清除，又防止落下的雨损及房屋的
木柱与墙体，所以需要把屋檐向外挑出。支撑屋檐向外挑出的构件有三类，即
斗栱、撑栱（木）和牛腿。斗栱是中国建筑木结构特有的一种构件，它由许多
方斗形和拱形的小木块拼装而成，放在柱子头上能支撑挑出的屋檐。但斗栱制
作和安装都比较费工、费时，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用一根撑木从柱身上斜撑住屋
檐。这种撑木可以是一根圆形木棍，也可以是一块扁形木板，制作、安装都比
较容易。工匠为了美化，在它的表面进行不同程度的雕刻处理。撑栱只是一根
棍或者一块木板，看上去比较单薄，不如斗栱那么丰富，所以又用一种称
为“牛腿”的构件替代撑栱。牛腿是一块有一定厚度的、侧面成三角形的木料。
它垂直的一面紧贴在柱身上部，用上边承托住挑出的屋檐。与撑栱一样，工匠
对牛腿也进行了雕刻装饰。

屋顶檐下的斗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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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棍状撑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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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木片状撑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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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撑栱：人物

屋檐下撑栱：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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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撑栱：植物

屋檐下狮子形撑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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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狮形牛腿

61



狮形牛腿图

在各地的寺庙、祠堂、住宅的房屋屋檐下，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撑栱
与牛腿，它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雕刻装饰。有在上面雕出植物花草的，
回纹装饰的；也有雕出动物、人物的；还有的是由各种题材结合而成的。在诸
种样式中自然少不了狮子的形象，而且还成为撑栱、牛腿的装饰中最常见的一
种。综观这些撑栱、牛腿上的狮子造型几乎都是狮头朝下，狮身倒立，用后肢
托住屋檐下的梁头，这样可以使狮子的正面面向前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狮
子的前肢都抱着一个绣球，组成为狮子滚绣球的造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
型，绣球为何物，这本属狮子文化的课题，应该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说，但是为
了理解狮子滚绣球的出现，在这里先将绣球介绍一下。

绣球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吉祥物。它的做法是用绸布或花布缝制成圆球
形口袋，里面装一些沙石，使绣球有一定重量，以便于抛球。讲究的还在绸布
上专门用彩线绣上富有吉祥意义的花纹，如梅、兰、竹、菊，有的还绣上龙与
凤。绣球尺寸小的直径为五六厘米，也有十厘米的或更大的。

在全国不少地区，绣球都作为青年男女的定情物。每到春季，大户人家的

62



小姐在居家的绣楼上抛出绣球，楼下站立的男子谁接住绣球即成为这家之婿。
在广西等地区的壮族聚居区，民间保持着每逢传统节日举行抛绣球的民俗活
动。有的将青年分作男女各一方，中间选一棵高树作标志，一方唱歌一曲，然
后将绣球高于标志树抛出，以便投向另一方，对方如接住即算胜方。如此双方
轮流抛出绣球，最后决出胜负。有的也是男、女各为一方，场地上立一根高达
九米的高杆，杆上悬挂直径一米的彩环，各方轮流抛出绣球，凡能穿过彩环者
得一分，在一定时间内计算双方得分多少以决出胜负。为了增添绣球的吉祥意
义，改用谷物、豆、粟、棉絮代替沙石装入球内，使之更富有“五谷丰收”和“生
育兴旺”的象征意义。抛绣球成了在全国许多地区盛行的一种民俗活动。现
在，在房屋的撑栱和牛腿上常有狮子和百姓手中的绣球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
使生性凶猛的狮子更加贴近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不但显示出其威武勇猛，而且
更增添了吉祥、欢乐的象征意义。人们由此还创作出“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
头”的吉语。

民间绣球

安徽绩溪住宅大小狮子滚绣球牛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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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木结构的发展，房屋出檐可以直接由伸出的梁头承托，屋檐下的撑栱
与牛腿在结构上支撑的作用日益减少，从而使工匠更加方便地在这些构件上进
行雕刻装饰。于是这些狮子滚绣球更加灵巧和复杂了，透空的镂雕与透雕增多
了。不但狮子前肢抱着绣球，而且绣球上还伏着一只幼师；狮子一面耍着绣
球，一面承托着站在脑袋上的老人与孩童。在一些比较讲究的祠堂、宅第的厅
堂屋檐下，正是这些狮子组成的木雕艺术系列，使建筑大大增加了它们的艺术
表现力。

绩溪住宅人物与狮子牛腿

有一些讲究的住宅，例如山西晋商大院的厅堂中央开间，紧贴着柱子还用
一道挂落作装饰，在一处挂落的两侧和中央可以见到用七只狮子作装饰，它们
起着护卫厅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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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商大院厅堂挂落上狮子装饰

晋商大院厅堂梁架上狮子装饰

65



牌楼上的狮子

前面已经介绍过牌楼的守门狮，它们或蹲在抱鼓石上，或趴伏在夹杆石
上，起着护卫牌楼的作用。现在要介绍的是在牌楼上部的狮子。石牌楼的结构
很简单，地上立柱，柱子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系，顶上或用屋顶，或不用屋顶。
各地比较多见的是四柱三开间的牌楼，立柱之间用一道或者多道横枋相联，工
匠多在这些横枋上雕刻出狮子滚绣球的场景。两只狮子左右相对，中间滚动着
一个绣球，有的在绣球上还趴伏着一只幼狮，组成群狮耍绣球的场景。值得注
意的是，不论是标志性的或者纪念性的牌楼，也不论是表彰为朝廷效力的功
臣，还是对家庭尽孝守节的孝子、节妇，这些牌楼上雕的都是狮子滚绣球的题
材。狮子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再加上有吉祥意义的绣球，已经具有了普遍
性的意义。

在各地的寺庙，祠堂或者讲究的住宅多喜欢用牌楼式的大门以增加建筑的
气势。这类牌楼并非独立存在，仅仅是贴附在大门四周墙上的一层装饰，多为
砖或灰塑制成。在这些牌楼门上也可以见到狮子的踪影，它们或出现在中央开
间的门枋上，或者出现在一对枋柱之间的雀替上，或在伸出柱子的枋木头上。
一个小小的雀替，里面雕出一只在行进中的狮子，狮身下还有两只正在嬉戏的
幼狮，脑袋上顶着如意纹，狮子不大，但仍然具有守护大门和吉祥的象征意
义。

安徽绩溪石牌楼上的狮子

祠堂牌楼门脸上砖雕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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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南浔石牌楼上狮子

牌楼门脸上狮子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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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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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狮子群像，指的是古代工匠用石材、铁、铜等原料雕作或铸造的
狮子的艺术形象，而不是生长在山林中的狮子真实形象。正因为是艺术创作，
所以它们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风格和地域与类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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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形象的时代风格

全国各地迄今留存下了一大批各时期的狮子作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
些狮子形象尽管有其继承性，但仍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我国早期狮子作品如
今看得见的只有汉代与南朝陵墓前的辟邪了，前面已介绍过，辟邪是工匠以狮
子为原型而创造出的一种瑞兽。这批辟邪的形象，都是四肢着地成伫立状，昂
首挺胸，双目仰视，张口吐舌，上身左右附有双翼，整体神态威武雄壮。为了
突出这种神态，工匠不拘泥于狮子的真实造型，有的还将狮身增大，胸部加
厚，四肢更为粗壮，狮头相对缩小，以强调狮子整体的稳重有力。在技法上，
从整体轮廓到局部都采用十分简洁的线条，而不作细致的刻画。四条狮腿略呈
方形，没有肌肉的起伏，连狮身的双翼也只用简单的几道浅浅的刻纹表现，这
样的处理更表现出狮子威猛的性格。这是一种重神态而不单求形似的艺术表现
方法。

这种方法早在西汉时期霍去病墓上石刻中已经表现出来。其中的伏虎石雕
就是用一块长方形的石料，只在前端雕出虎头的形态，而将虎颈、虎身、虎尾
和虎的四肢连为一体，只在石料表面用简洁的线刻，一只四肢覆地跃跃欲起的
猛虎形象就这样表现出来了。又如跃马石雕，也是用一块略呈三角形的石料雕
成。三角之尖雕出马头，然后在石料表面用浅雕刻出马的四肢，两前腿曲立，
后腿着地，表现出骏马一跃而起的姿态。另一件卧象的石雕更是如此，在一块
略呈长方形的石料上，只用极简单的几道浅雕和线雕，就将一匹巨象卧伏在地
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在这些石雕上，看不到对老虎、马、象细节部分的细致刻画，只抓住它们
最有特征的关键部分予以表现，如大象头上细小的眼睛和巨大的象鼻子，这一
下就呈现出了大象的神态（参见第18页、第19页）。可以说，中国表现在绘
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中那种重神似胜于形似，写意重于写实的创作方法在很早
就已经形成了。如果以南朝的石辟邪与西汉的石雕相比，辟邪比早期石雕更注
重整体形象的塑造，使表现对象更鲜明，更富有动态。

江苏南京南朝陵墓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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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王陵墓前留下了一批石雕狮子，它们的形象比南朝辟邪更接近真实
狮子—身上的双翼没有了，消除了神化的象征，从体态到狮身各部分的比例也
更为真实，但它们依然保持了重神态的创作传统。以陕西咸阳唐顺陵的石狮为
例，与石辟邪相比，它也是四肢直立地面，但却不挺胸昂头，没有那么夸张的
处理；只是头抬起，嘴微张，双目平视前方。在技法上也很简练，狮身上没有
细处理，狮腿也略呈方柱形，挺而有力：狮掌贴地，狮爪紧扣地面，仿佛入石
三分，总体造型十分雄威。

陕西咸阳唐顺陵石狮

宋代皇陵门前的石狮有蹲有立，它们的造型比唐代石狮更接近真实，总体
形象和细部都更为写实。例如，狮头上已雕出卷形毛发，尽管在局部也有夸张
的处理，如四肢粗壮略呈方柱形，显得比较有力，但在总体上不如唐代石狮那
么威武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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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县宋皇陵石狮

明清两代留下了大批石狮子和铜狮子，不论是在宫殿还是陵墓、寺庙前都
能见到它们的踪影。它们的整体造型多比较写实。以北京紫禁城内于太和门、
乾清门、宁寿门前的铜狮子为例，整体比例接近真狮子，细部刻画多，四肢有
肌肉的起伏，头上的卷毛梳成一个个圆形的小鬓髻，颈上还套着项圈与铃铛。
宁寿门前的铜狮上，为了表现守门狮子的狰狞，将狮子腿上的肌肉表现得特别
鼓凸，嘴张得很大，露出尖尖的牙齿。大门左侧的母狮用尖尖的前爪按着仰卧
的幼狮，一点也没有母性的温柔。由此可以看出，工匠在这里也用了夸张的手
法，但多用在狮身细部的刻画上，而不注意狮子整体的造型，从而使狮子失去
了威武的神态。

清代石狮毛发

狮子造型从秦汉、南北朝，经唐宋至明清两代的发展变化自然不是偶然和
孤立的现象，它是和一个时代造型艺术总的风格特征相连的，这也包括建筑风
格特征的演变。秦、汉时期的建筑尽管没有留存到现在，但从历史文献记载和
留存至今的宫殿遗迹上可以知道，这时期的建筑应该是宏伟大度的。唐代是中
国封建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从陕西西安遗存的当年大明宫宫殿建筑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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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还是留存至今的少量佛寺、佛塔建筑，都可以看到唐代建筑所表现出的
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时代特征。宋代建筑尽管在建筑技术上比唐代更为成
熟，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建筑形制的规范，但在建筑造型风格上却秀丽而缺失宏
大的气势。明清两代建筑技术无疑更趋完备，但在建筑风格上逐步走向追求华
丽。尤其到清代后期，这种追求绮丽烦琐的风气更为普遍，不仅在建筑上，在
其他工艺品的创作中都有表现，在狮子的形象创作中当然也反映出这种倾向。

既然谈到了中国古代在造型艺术创作上的特点，在这里有必要和西方古代
艺术创作作一简略的比较。

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也是西方古代艺术创作的
集中地区。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刻还是古罗马帝国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
和雕刻，其创作都十分讲究客观世界形象的真实性，追求描绘对象的形似。塑
造人物从整体到局部都与真实的人相似。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三
大文艺巨匠之一，一生创作过无数的雕刻和绘画作品。他所塑造的人体不但整
体形象真实，而且连人身上的各部分肌肉都要合乎人体的解剖。我们看到当时
的绘画作品，不论是小幅的静物写生还是描绘田野风光或者战争场面的大幅画
面，都是人眼从固定的视点所能见到的场景，也就是严格按照透视学所能展示
的景观。

希腊雅典神庙上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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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人体绘画

但中国古代雕刻与绘画却不是这样。我们在佛寺中可以见到天王殿中的四
大金刚的塑像，他们手持法器，瞪着双眼，手臂上凸起的肌肉表现出金刚的威
风。还有一些须弥座束腰部分的力士，他们蹲跪在地，用肩膀支撑着石座，身
上、手臂上的突起肌肉表现出这些力士身负的重压。这些表现在金刚和力士身
上的肌肉变化并不符合人体的解剖，但它们却形象地表现出了人物的神态。

75



广东潮州开元寺经幢基座力士像

在中国绘画史上出现过不少长幅的画卷，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从汴梁城外一直画到城里、农田、城楼、街巷、店铺，连店里的人物都
有清晰的表现。这当然不是按照透视法固定在一个视点上所能观察到的，画家
用的是移动式的多点透视。这种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创作方法在狮子形象创作上
也得到表现。

狮子在西方同样也象征着威武与勇猛，也同样出现在建筑大门两旁作守门
狮，还有的将狮子作为独立的雕刻放在城市街道和广场上供观赏。试观这些狮
子作品，其形象和真狮子十分相近，狮子头和狮身以及四肢都合乎真实狮子的
比例；和真狮子一样，头部和颈部长满蓬松的毛发。在欧洲各国的一些住宅大
门上常用狮子头作门环的底座，这些狮子头几乎和真狮子一模一样。可以这样
说，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在古代造型艺术的创作思想与方法不同，所以在同样
源于真实狮子的艺术作品中会产生不同的形象。

欧洲公共建筑门前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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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佛罗伦萨石狮像

意大利威尼斯铜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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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住宅门环狮子头与真狮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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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狮子群像

明清两代留存至今的狮子作品很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经过历代工匠的创
造，这些狮子形象可以说千姿百态。现在按这些狮子所处的不同位置，分别加
以介绍。

建筑大门前的守门狮。它们分设在大门前的左右两侧，右边为雌狮，其
标志为脚下按一幼狮；左边为雄狮，标志为脚下耍一绣球，这样的布置和形象
几乎已成规矩，成为固定的格式了。综观这些狮子，因其所在建筑的类别不同
而在造型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特征。例如，宫殿前的狮子多造型威武勇猛；园林
的狮子造型比较平和，甚至露出欢乐之态；而寺庙、祠堂门前狮子造型几乎无
定式，有的威武，有的平顺，有的欢乐甚至显出顽皮之相：它们也因南、北不
同地区而多具特征，大体上南方寺庙前狮子更显活泼。这些不同表情的狮子主
要是通过狮身的姿态、狮子脸部的表情、与幼狮（或绣球）不同的关系而表现
出来的。凡是显得活泼可亲的狮子大多是蹲立在石座上，歪着脑袋，张着嘴，
脸上露出笑容。如何处理幼狮和绣球更是多种多样——规矩的是雌、雄狮分别
用脚掌按住幼狮和绣球；但也有用脚护着幼狮和捧着绣球的；也有用双脚抱着
幼狮和绣球的。幼狮有大有小，有的被抱在怀里，有的蹲立在胸前；甚至有不
止一只幼狮与绣球，分别在大狮子的脚下、背上。这些灵活的处理，完全表现
出各地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创造性。

宫殿门前的雄、雌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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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禁城宫殿门前铜狮

北京北海牌楼前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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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笑脸表现的石狮子

手捧幼狮的石狮子

背负小狮的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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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鼓石与守门狮。抱鼓石是用在门枕石和牌楼夹杆石上的一种雕刻形
式，因为用圆鼓作装饰，所以称“抱鼓石”。这里介绍的几件作品表现的都是抱
鼓与狮子相结合的题材，它们既非门枕石，也不是夹杆石，而作为独立的石雕
放在大门左右紧贴着墙，实际上也是一种守门狮。其中两件是抱鼓石上方有两
只狮子在嬉闹着，一上一下，上者蹲伏在地，下者背向外侧，前肢举起，作站
立状，与上面的狮子相嬉，形态十分活泼。另一件则是一头狮子趴伏在须弥座
上，背驮着一面大鼓，脖子伸得老长，用狮头支撑着石鼓，鼓面上雕着凤凰等
吉祥物，这真是一对别开生面的守门狮。

背负石鼓的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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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鼓石上的双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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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鼓石上双狮嬉戏

石柱础上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木结构的建筑中，木柱子是主要的承重构
件。它们直立在地面，为了防止地下的潮气侵蚀木柱，都在柱子下面用一层石
料铺垫，称为“柱础”。这类柱础经过工匠的加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
式，不但外观好看，而且通过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植物等纹样表现出一
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柱础成为建筑装饰重要部位之一。

综观各地柱础，其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类，即覆盆式、圆鼓式、平座式。但
多数柱础都是其中两种相叠加的混合式。这些石柱础中经常有狮子的形象。它
们常出现的部位，一是在须弥座的束腰部分，如多边形的须弥座，束腰每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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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狮子或趴或立，用狮背支撑着座的上枋。另一处是须弥座与座上的石鼓
之间，座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只狮子，有的是整只狮子趴伏在地，有的露出狮子
上半身的头、胸与前肢，有的只露出狮头，有的甚至在一个角上放两只狮子
的。它们都用力地背负着上面的石鼓。另有一种更有意思的柱础，在八角形的
石座上，每两对边雕一只站立的狮子，一边是露出狮头、胸部和前肢的上半
身，而对边露出同一只狮子的后半身，即后肢与狮尾。这等于是一只狮子穿石
而过，头在前面，尾在后面。一座柱础，共有四只穿石而过的狮子承托着上面
的石鼓。还有一种是用整只狮子作柱础的，狮子或蹲或立，木柱子直接落在狮
子背上，中间用一层石座铺垫。也有狮子蜷身平伏在地，承托着上面的立柱。

覆盆式石柱础

圆鼓式石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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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座式石柱础

有小狮装饰的柱础

须弥座束腰部门有狮子装饰的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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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座与圆鼓之间有狮子装饰的柱础

狮子穿透的石柱础

狮身作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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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栏杆上的狮子。建筑台基四周，石桥的两侧，为了防止行人跌落，多
设有石栏杆相护。石栏杆多由栏杆柱与栏板两部分组成，每隔不远的距离在台
面或桥面上立一石柱，二柱之间安装石栏板，如此相连而成栏杆。这些栏杆柱
的顶端多有作为装饰的狮子，也有在栏板上雕出双狮耍绣球的。但最明显、最
具装饰效果的还是那些立在栏杆柱上的石狮子。这种石狮子的特点一是体量
小，二是数量多，成排地出现在台基四周和石桥两侧。北京天安门前华表四周
的石栏杆柱头上、紫禁城御花园内石栏杆的柱头上都有小石狮子作装饰，它们
蹲立于柱顶的莲座和须弥座上，脚按幼狮或绣球，脸部表情也不像太和门、宁
寿门前铜狮子那么凶猛和狞厉了。这是出现在皇城和宫城栏杆柱上的狮子。如
果到园林和民间建筑或石桥上看一看，那里的小狮子比皇城、宫城的要活泼、
丰富得多。辽宁锦州的广济寺大殿前有三层石台基，边沿都设有石栏杆，采用
当地产的砂石作材料。由于石质较松软，所以栏杆上都用浅雕和线雕作装饰，
只在栏杆柱顶用了立雕的狮子。这成排的小狮子都蹲立在柱头上，姿态相同，
狮头都面向同一方向，远望十分整齐而统一。但走近观察，可以见到诸小狮中
有的双齿紧闭，有的两唇微张，有的张嘴伸舌；套在狮颈上的项圈飘带，有的
飘向左边，有的向右边——这些细小变化当然都是工匠的即兴创作，正是这些
细微的处理，使这些石狮更显得活泼可亲。

石栏杆柱头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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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栏杆柱头上的石狮子1

石栏杆柱头上的石狮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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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华表栏杆柱子上的石狮1

北京天安门华表栏杆柱子上的石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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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板上的狮装饰

北京紫禁城御花园石栏杆柱子上的石狮

辽宁锦州广济寺石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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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寺石栏杆柱上的石狮子

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内有一座体量很大的石桥，它连接于颐和园东岸与龙
王庙之间，桥下有十七个券洞，所以俗称“十七孔桥”，桥面上两侧各有55块栏
杆，56根栏杆柱，共计110块栏杆和112个柱头，在每一个柱头上都雕的是狮
子。这众多的狮子远望都几乎一样，近看却不尽相同，大多数作蹲立状，也有
少数（例如桥头处）呈半卧状的；有的除脚按幼狮，还有小狮爬在母狮身上，
躲在胸前的；也有脚按绣球，背上也有小狮的—总之，处理方式十分自由，没
有什么规矩可循。这是皇家园林中的石桥，如果走向民间，这种随意性就表现
得更加充分。河北宛平县有一座卢沟桥，这是架在永定河上的一座大型石桥，
桥两边的石栏杆有280根石柱，柱头上都雕着石狮。这些狮子和颐和园十七孔
桥上的狮子一样，有的足按绣球，背负幼狮，有的足按幼狮，背上、胸前、身
后还藏着小狮，所以民间传说：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如果数清了，狮子就
都跑了。

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石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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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孔桥石栏杆柱上的小狮子

河北宛平县卢沟桥栏杆柱上的石狮

台阶上的狮子。台阶是上下台基的通道，由一层层的台阶或者由不分阶
台的墁坡组成。为了安全，在台阶两侧设栏杆，如果台基不高则不设栏杆，而
用一条垂带石。在有些比较讲究的厅堂台基前面，这些垂带石也装饰起来了。
有的用大、小石鼓相连，有的用连续的回纹，而狮子即出现在这些石鼓或者回
纹之上。有一只狮子跳跃在大小圆鼓之间的；有两只狮子一前一后追逐在石鼓
之上的；也有大、小双狮在回纹上玩耍绣球的。它们不像守门狮那么呆板，都
富有动态，活泼可亲。这些台阶都位于主要厅堂前方的中央，面朝着建筑院落
的大门，位置显著，所以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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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房屋台阶两侧狮子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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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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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这种生长在山林中的野兽，怎么会变成人间的一种瑞兽？长像凶悍
的狮子怎么会变成喜、怒、顽、乐这般多样的形象？要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从
文化的角度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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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礼品

自从汉朝张骞通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亚、西亚、南亚等地
区开始了频繁的商贸往来。这种贸易有两国政府间的官方贸易，也有民间的私
人贸易。当时中国向外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和手工艺品等。中
国自外国进口的有象牙、珍珠、胡椒、沉香等。在官方贸易中有一种是属于政
府间互赠礼品的形式，狮子就是当时安息国（今伊朗）、印度等国赠送给中国
封建王朝的礼品之一。

有趣的是，事隔2000年之后，时至现代仍有坦桑尼亚、南非、赤道几内亚
等非洲国家的首脑向中国历届领导人赠送狮子的，它们自然不是山林中的真狮
子，而是木雕、铜雕和象牙雕出来的狮子工艺品。非洲是世界狮子生长最多的
地区，它的形象在当地受到崇敬，因此成了这些国家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物。

坦桑尼亚赠送的象牙雕狮子

南非赠送的石雕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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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赠送的木雕狮子

在这些礼品中，有一件是意大利威尼斯市市长赠送给中国政府总理的一座
铜狮。这是一只身有双翼的飞狮，前足按着一本《新约马可福音》。这部《新
约》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圣马可，他在埃及殉难，尸体自埃及运回威尼斯后祭
放于大教堂。圣马可被奉为该城的保护神，传说他的坐骑为生有翅膀的飞狮，
所以飞狮捧着《新约马可福音》的图像成了威尼斯的城徽。如今，在圣马可教
堂中央大门的屋顶中央和竖立于圣马可广场的纪念柱顶上都有这种城徽。在威
尼斯城市的其他地方，如钟楼前的铁门上、石桥的柱顶上也有这种飞狮作装
饰，甚至在著名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奖杯上也用了它的形象。可见，威尼斯
市市长用铜制镀金的飞狮作礼品不是偶然的。

意大利威尼斯市赠送的铜雕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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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顶飞狮装饰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纪念柱顶飞狮

在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的朝廷赠送给外国的礼品不少，却还没有用真的
兽类的，但时至今日，开始将熊猫当作礼品。熊猫生长在中国，它是一种稀有
动物，除中国外，在世界其他地方迄今还未发现有它生长的踪迹。狮子与熊猫
都是野生动物，但不同的是狮子性凶猛，外貌威然可怖，而熊猫性情温驯，从
外貌到神态皆可亲可爱，所以深受百姓喜爱，成了中国的国宝。国家将它作为
十分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以示友好，只是它的国籍仍属于中国。狮子易
于繁殖，但熊猫相反，很不容易繁殖，有时还需要专家进行人工繁殖，从而使
熊猫更为珍贵。在这里，狮子（包括真狮子和狮子形象的工艺品）和熊猫都成
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友谊象征，很显然都带有政治与文化的含义。

威尼斯石桥上的飞狮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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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间的狮子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华大地上的虎文化现象。老虎作为勇猛、威武的象
征，早已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百姓需要老虎，但又不愿意身边有它凶猛的形
象，于是经民间艺人之手创造出了可亲近的老虎形象。这就是我们在虎头鞋、
帽、枕和虎背心上见到的多种多样的老虎，在百姓手中剪出的剪纸艺术中，老
虎更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形象。

狮子也一样，只要它走向民间，其形象必然也会发生变化，即使作为守门
狮理应保持勇猛、威武的神态，也因所在建筑类型的不同而显出不一样的神
情。因此出现在建筑梁枋、牛腿、柱头上的狮子，其神态就更为丰富多彩了。
在明清两代的都城北京，可以见到一种铜制的印章，印章上端蹲立着一只小狮
子，它们好像是从紫禁城太和门前的狮子座上跑到文人印章上来的。

在北方习惯吃面食的山西、河北等地的农村中，每逢年节，百姓还用面做
成狮子的形象，这些狮子从造型到色彩都更加艺术化了。

狮子与老虎同样都走向民间，但它们的走向仍有些区别。老虎深入到个体
百姓的衣着、姓氏等领域之中，而狮子更多地出现在百姓的集体活动中，其中
最常见的就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民间狮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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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印章上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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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村面制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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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舞蹈

民间的狮子舞除了表现狮子的勇猛性格之外，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欢乐与吉
祥。每逢过年过节，乡村里举办狮子舞，除了在村头、祠堂、场院等公共场所
表演之外，有的还沿街到家家户户的门前，表示将吉祥、平安送到家，当然各
户也要相应的送给红包以示谢意。除此之外，凡在村中建造新房的，也要将舞
狮请到家，以求给新居带来吉祥。有新婚办喜事的，则把舞狮请到新房以求新
婚大喜，早生贵子。由此可见舞狮子在各地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民间狮子舞1

民间狮子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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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重要的狮子舞活动是怎么产生的？又是什么时期开始有的？有关的答
案在史书文献中记载不多，在民间的传说却不少。《汉书·乐志》中提到“象
人”，按后人解释，象人应是扮演鱼、虾、狮子等动物的人，由此可见，汉代
即有了人扮狮子的舞蹈活动。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西凉伎》：“西凉
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
如同流沙来万里。”它不但证明了唐代有人演狮子舞，而且还生动地描绘出刻
木做的狮子头和丝绸做的狮子尾，金眼银齿和抖身摆动双耳的动作。流传在民
间的传说更加五花八门：有说在汉章帝时，狮子刚传入国内，帝王命令三人驯
狮，他们不但没有驯服野性很强的猛狮，而且还在狮子兽性发作时用乱棍打死
了这只狮子。朝廷宫人怕皇帝问罪，于是将狮皮剥下，由二人披着狮皮，扮作
狮子，由另一人引逗起舞。皇帝见了很满意，以为是真狮子被驯而起舞，由此
而产生了人扮狮子舞。也有说是唐明皇梦游月殿，见到一只色彩缤纷的瑞兽在
殿前对着皇帝边舞边耍着绣球。明皇见了很喜爱，于是在梦醒后，要下臣按梦
中所见重现兽舞。下臣当然命宫人扮狮起舞以悦皇心，由此狮舞由宫中流向民
间。各地方民间的传说多与民生安全有关。广州佛山地区传说每逢过年，山中
就走出奇兽进村破坏农作物，危及百姓安全，村民称其为“年兽”，为了驱走这
些年兽，村人想出办法，用纸和竹篾扎成奇兽，兽身涂上色彩。每逢害人的年
兽进村，即用乐器及铁锅等击打出声，跃出迎击，年兽见奇兽，落荒而逃。由
于狮子性凶猛，为兽中之王，所以百姓所扎奇兽很自然就变成了狮子形象。而
且这样的行动还有了保安全求吉祥的象征意义，从而发展成为过年过节期间的
吉庆活动。

在这里，我们不去深究狮子舞的起源，只需要知道狮子舞确已经成为普及
大江南北的民间活动，它带给百姓欢乐、吉祥与平安，而且在不少地区还形成
了自己的特征。大体上可将它们分为北方与南方两派，简称为北狮与南狮。北
狮以河北为中心，其中以徐水县的舞狮最著名；南狮以广东为中心，其中佛
山、阳江都是著名的狮舞之乡，其他在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也都有自己的舞
狮之乡。南、北、中各地都很注重自己地区的狮子舞特点，但在普通百姓眼
中，各地狮舞的共同点很多，它们之间的相似处大于相异处。

首先，狮子舞都由人扮演，两人一前一后，前者手握狮子头，后者身披狮
子皮扮为狮身与狮尾，二人皆在腿上套上毛皮以作狮子肢腿，如此合扮成为一
只狮，称为“太狮”。另用一人头戴狮头帽，身披狮皮衣，手脚当狮腿扮成小
狮，称“少狮”。除太狮、少狮外，还有一人手持绣球，身穿武士装作引狮人。

这些人扮狮子的造型都是头大身子小，俗称“十斤狮子九斤头”，而各地狮
子的特点多表现在狮子面部和眼睛、嘴巴的大小与表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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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间狮子舞中的狮子头

狮子身上披的皮毛颜色南北有差异，北狮多为黄色狮毛，而南狮喜用多种
色彩。各地狮舞都结合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武术。音乐都用锣、鼓和钹，击打
出声，狮子按锣、鼓声的高、低与节奏之快慢而表演出各种舞姿。狮子舞的动
作有站立、行走、跑动、跳跃、滚翻、睡觉等，这些都是通过狮子身体的大动
作来表现的；此外还通过四肢和头部表现出打哈欠、挠痒痒等逗人喜爱的动
作。南派狮子自称还能通过狮身狮头的动作和狮子面部的神情表现出惊吓、疑
惑、寻找、盼望、烦恼、急躁等不同的神态。

狮子舞中的跳木桩

无论南、北狮舞都有一套十分惊险的高难度动作，包括走绣球、跳桩、爬
高和高空翻滚等。走绣球是狮子站立在大绣球上，随着绣球滚动而行走；跳桩
是在地面上插立若干高低不同的木桩，狮子随着锣鼓节奏，在木桩上跳动；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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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狮子爬上高梯子或者用方桌重叠的高台，由低到高逐级跃登，然后从桌子
顶上空翻落地。由两人合扮的狮子要完成这些动作需要很好的武功，否则很容
易失手摔伤。

狮子舞中的走绣球

狮子与引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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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的人化

在介绍了狮子舞的情况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舞狮子表现的那些动作和狮
子的各种神态都是真狮子所能表现的吗？如今人们有机会在天然野生或普通动
物园里见到真狮子，在动物园尤其在野生动物园里，可以见到真狮子的停留、
走步、跑、跳等各种姿态，也可以见到狮子脸部的平常神态和发怒时张嘴露牙
的凶狠相。人们也能够在杂技团的场地内见到经过驯化和训练的狮子，它们在
驯兽狮的引导下，能够做出一些如登高、走绣球的动作。但我们不会看到狮子
脸上那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神态，更看不到以狮子形态与脸部表情表现出
来的诸如惊恐、疑惑、烦恼等样子。所以这些动作和神态其实都是由人设计出
来，又由人本身来表现的，他们只是借助了狮子这个形体。

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狮子的“人格化”，或称狮子的“人化”。狮子一经
人化，便可以表现出并非狮子本身所具有的，而完全是由人想象设计出来的各
种动作与神情。这样通过狮子舞和其他民间的狮子面点、狮子玩具，狮子与百
姓的生活更加贴近了。狮子这种生性凶猛的丛林野兽终于走进人间，变成象征
着欢乐与吉祥的瑞兽。

全国各地的狮子舞创造了一系列狮子的艺术形象。狮子舞作为产生自民
间，又扎根和流传于民间的土生土长的艺术，产生的狮子形象必然会影响到其
他的民间艺术。民间一张硬木太师椅上竟雕出生动活泼的狮子和狮头，达十处
之多。我们在各地乡村中见到的面食狮子、泥玩具狮子、扎纸狮子等，都说明
了这种状况。当然在各地家具、面食、泥、纸狮子的创作中，民间艺人对狮子
形象又进行了再创造，它们又会影响到狮子舞的形象……如此的相互借鉴和影
响，使流传在各地民间的各种狮子形象更加丰富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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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家具上的狮子装饰

民间家具上的狮子装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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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狮子工艺品

这种影响同样也会表现在建筑的狮子形象上，如果说在北京紫禁城宫殿大
门前的守门狮还保持着狮子那种凶猛的形象，那么在紫禁城西路虹桥栏杆柱头
上的小石头狮子就表现出民间狮子那种顽皮形象了。走出宫殿到各地民间，寺
庙前、住宅门旁都可以见到千姿百态的狮子。山东曲阜孔府大门前的一对雄狮
与雌狮，都蹲坐在石座上，歪着头，扭着身，不是用足按，而是两腿抱着绣球
和幼狮，这种神态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一代圣贤大学问家孔夫子的家门前。至于
在各地石桥栏杆柱头上的那些狮子造型更加随意，嬉戏状的，顽皮的，嬉皮笑
脸的，甚至是一副无赖状的，形如一条哈巴狗的，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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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禁城址桥栏杆柱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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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孔府门前石狮

喜笑之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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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笑之狮2

木呆之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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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呆之狮2

嬉皮笑脸之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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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状之狮

哈巴狗状之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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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狗状之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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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狮子

狮子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朝被当作礼品送到了中国，尽管在性格上和熊猫
相异，凶悍而不温顺，形象也不像熊猫那样憨厚可亲。但狮子也很快地从宫廷
走向民间，像熊猫一样受到百姓的喜爱，成了欢乐、平安与吉祥的象征。正因
如此，狮子能够超越时代的限制，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活跃在中华大地。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狮子曾经被当作“四旧”（旧思
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遭到断肢砍头的破坏，但改革开放以后，狮
子更加普遍地出现在各类建筑的大门前。从学校到商店，从官府到民宅，门前
左右都喜好摆上一对或大或小的石狮子。在农村，制作泥狮子、纸狮子、面食
狮子的手工艺都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与继承。1998年北京大学百
年校庆，正值新建图书馆落成，外地校友特地运来两只石狮子放在图书馆的入
口，还在石狮子脖子上围以红色绸巾以增添喜庆。北京圆明园从大门到各个景
区，大大小小的建筑群的门前过去曾经有过无数的石狮子。自从1860年遭到英
法联军的洗劫破坏后。这些狮子也先后被运走或被盗，散落在远近的机关、学
校等各个场所，近年来圆明园经过努力也收回不少。长春园中的含经堂原来是
一组规模很大的殿堂建筑，现在经过考古发掘，被当作遗址保护下来。大门前
的石狮子不在了，每逢节日，园林工人用花草结扎成一堆狮子蹲立在门前，也
算是对当年石狮子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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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圆明园含经堂遗址的花狮

北京一家百货公司新厦落成开张，特地制作了两只石狮子放在大门左右。
狮子蹲坐在高高的石座上，不论雄狮或雌狮，其足下、胸前、背上都趴伏着幼
狮。在须弥座的表面和侧面也雕出不同姿态的小狮子，加起来共有百只之多，
寓意“百世庆太平”。为了满足社会对狮子的需求，在河北曲阳县和福建惠安县
这北方和南方两大石雕之乡的石雕厂院里，满放着大大小小的石狮子。曲阳马
路边私营的小石雕厂一家连着一家，已经完工待以出售的石狮子排列在马路两
侧，组成了石狮子的长廊。今日的中华大地上，狮子真交到了好运。

北京某商厦门前石狮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现代化的信息畅通为人们扩
大了眼界，外国的石狮子形象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接近真实狮子形象的、与中
国传统石狮子具有不同风格的石狮被放在商店，银行的入口。广东东莞市郊的
一个农村，早年去国外经商、打工的不少，现在纷纷回来在村里修建家族的祠
堂。这个村的村委会大楼前就安放了两只洋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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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建筑门前的洋狮子

如果说这是国外对国内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狮子传到国外的就更多，它们
当然不是真狮子，也不是石雕的或者铜铸的狮子，而是狮子舞。

狮子舞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传到国外的时间应该比较早，那是
随着出国的华侨带出去的，但是大规模地在国外各地出现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了对外的文化交流，把各种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艺呈现在各国人民的眼前，狮子舞是其中演出最多、最受观众欢迎的节
目之一。狮子舞所表现的各种动作，各种神态，既可亲可爱，又十分惊险，尤
其演到最后，扮狮子的人从狮子头和狮身中钻出来面对观众时，都会引起人们
一阵惊喜。

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华人更多了，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华人街。随着祖
国的日益富强，各地华侨倍感欣喜，他们更乐于在异国他乡用自己民族的传统
民俗活动来庆祝传统的节日，其中用得最多、最普遍的就是舞狮子和耍龙灯。

在中国的牌楼下，锣鼓一敲，狮子一跳，长龙一游动，节日的欢乐气象一
下子就出来了。在这里，牌楼只是提供具有中国特征的环境，而狮子和神龙却
是活的，它们更能表现出广大华侨对自己乡土的怀念和对所在国家的友好之
情。在中国，人们喜用“龙腾虎跃”来形容和表达国家太平盛世时百姓欢乐与喜
庆的心情。可人们在此时此刻看到的虽是“龙腾狮跃”，却完全忘记了狮子。和
牌楼、龙不一样，狮子不是土生土长在中国大地上，而是由外国“进口”的，但
它竟替代了老虎的位置，和牌楼与神龙一样，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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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这就是传统文化所展现的力量。

龙腾狮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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