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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临夏地域文化、民居民俗文化的分析研究,同时概述了我国西北地域的民居特点作以比较,以临夏八坊十三巷为例,分别从

“围寺而居”、
“以坊为商”、
“前店后院”的坊巷民居形制为视点,对其解析研究。一方面,引入我国传统建筑历史中的“里坊制”加以比对,以
辩其义；另一方面,对“八坊十三巷”的开发与保护提出了相关建议。为今后研习者总结了地域文化对民居形制的影响要素,以及归纳了民俗文
化传承与民居建筑艺术的辩证关系,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借鉴模式和建设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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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夏地域文化分析

临夏砖雕工艺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绘画在二维空间上,依靠明

临夏是甘肃省回族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地区它的地理位置在甘肃省西

暗关系和形象结构来表达事物的凹凸起伏,并通过其大小和遮挡的关系以

南部,大夏河穿城而过,因此得凶美称“河州”。临夏地区作为丝網之路上

及透视变化和色彩变化、虚实等手法的艺术形式和木刻特点从而得到了更

的商贸重镇之一,华夏文明和西域文明在这里交织。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地

大的发展。它普遍的应用于清真寺、庙宇、公园和民居建筑的装饰中。建

理位置是处在青藏高原和黄王高原的交界地带,大夏河和黄河流经临夏,

筑砖雕题材多样,多数都以美好祝愿为雕刻内容,砖雕纹样有松树、牡丹、

这里河流众多,历史源远流长,是远古人类居住生息繁衍地之一,新石器时

菊花、梅花等图案。
2.2木雕

代就有先民居住生活在此。
现在的临夏市,汉朝时期被称之为是“凤林骚”、唐朝时期叫“袍罕郡”、

经过明、清两朝的发展,临夏的木雕工艺已发展为一种建筑装饰特有

明朝时期称“河州卫”、清朝时期叫“河州”、民国时期改称为“导河县”,

的工艺技术。在八坊古民居中,木雕在建筑装饰上多用在斗拱、口營、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州府所在地,因其所居的交通地理位置、商贸发达程度

花柱以及木制口窗等处,在室内装饰上多用于火坑的巧围、花罩、床衾、

以及居民的人口规模成立了临夏市。

屏风、博古架等处。这些木雕装饰都是具有功能性的结构部件,在经过工

八坊民居群就处在整个临夏市的核也区域内,是一个集商贸、居住为
一体的商住街区,原居民多从事商业资易,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为,这就

匠们精巧的雕刻处理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北方建筑本身所带来的繁重
沉闷的感觉,増添了房屋的活力和装饰性,给房屋带来美的意境。

为八坊区域内大兴主木,营造取家宅院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

2 民俗文化对民居形制的影响
临夏河州城夕做南关聚居这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这里面积纵横
七、八里,人口稠密,整个区域有清真寺有8所,各寺所属的教民自成一个教坊,
所以此地被称之为“八坊”,八坊内的八坊十王巷古街是典型的回族聚居街
区围绕泛8座清真寺居民们保留了“围寺而居、围坊而商、前店后院”的八
坊回族生活圈。
“八坊十王巷”古街为甘肃临夏回族聚居区至今保存比较完
整的古民居建筑群。其中既有宗教建筑更有形态各异的民居建筑,这些民居
建筑在融合当地本王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因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地域性民居建筑,尤其是在建筑装饰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
八坊十三巷古民居建筑形式与其它地方的四合院建筑形式有很大的
区别,在八坊传统修筑房屋的建筑风格较为完整的延承到了今天,在其房

图2

临夏木雕

2.3彩绘

屋的装饰上特别突出本土的砖雕、木雕工艺,砖雕己经成为了临夏独特的
民居特色装饰艺术形式。
2.1临夏砖雕

图1

临夏民居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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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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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夏八坊古民居建筑中,建筑彩画颜色多黄褐色和蓝绿色为主要色

筑的严重毁坏,现在遗留的八坊古民居建筑主要分布在八坊内的十三巷里,

调,也有使用暖色系的情况,在房屋的屋顶处用色基本都是绿色或者是灰

它分别是由：大苔巷、巧日巷、北巷、沙豕愣巷、专员巷、大南巷、仁义

色系。彩画图案中的多用联珠、回纹、击字等图案。藻头画由如意头演变

巷、细巷、小南巷、铁家寺巷、王寺街、拥政路等十兰个巷道组织构成的,

来的卡子(分软卡子和硬卡)。坊屯、又称包狱,多绘制有这山水、人物、

其中以王寺街的“白氏民居”和大杳巷的“大公馆”为八坊民居四合院古

花弁、博古等。

典建筑的代表。

3 临夏地域民居形制研究
3.1西北地域民居特点
甘肃的西北地区是一个民族成分重多的地方,藏族、回族还有其他各
少数民族在这块地方长期居住生存,因为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的不同,所在长期杂居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在一些生活习惯上相互吸收相互
借鉴共同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特点,而在民居的营造技术上他们为了
更好的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所以修建了更为适合在当地自然环境下适宜
居住的住宅环境。
“大杂居,小聚居”是回族居住分布的基本格局。在临夏这一特点
充分的得到了体现,临夏八坊是回族聚居区,这里的居民多信仰伊斯兰
教,这使八坊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具有鲜明的特点,在过去同一民族集
中居住,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他们的同一劳作,另一方面,是为了防守抵御
外敌的需要。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于统治,所对少
数民族群众实行了大规模的迁徒,逼迫他们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

图5

围寺而居

图6

以坊为商

图7

前店后院

其次,还有就是宗教信仰也是推动聚居的重要因素之一。同一教派的穆
斯林希望聚集居住,因此以围绕清真寺为中心、的八坊民居建筑群及其
装饰由此而产生了。
3.2八坊十三巷
临夏旧城南口外的八坊是穆斯林聚居生活的地方,清朝初期,在甫关
外的整个区域内共有８所清真寺,信仰伊斯兰教的教民们“围寺而居、以
坊而商、前店后院”(这里的人们围绕清真寺居住,同时以坊形成的街道进
行经商,并且把自家临街的房屋作为商店,在院落后面进行生活居住),因
此这个区域得名为“八坊”,它是临夏典型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古民居
建筑群,它是由大寺、祁寺、西寺、北寺、铁家寺、前河沿寺、老王寺、
新王寺等八个坊构成的,街巷布局最早形成于清初,街巷是在没有外力影
响下自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专门的规划设计。

图4

八坊十三巷砖雕

八坊地区的街巷布局没有在规整的模式下进行分布,街巷组织模式多
一个或多个不同区域内的清真寺为中心,居民们以清真寺教派的不同环绕

4 “八坊十三巷”与“里坊制”的比对

各自的教派组团居住,形成了集中成片的聚居区域,八坊古民居建筑的总

4.1里坊制的演变

体分布形态比较的松散,每个院落呈树枝状的“断头巷”相连,由于自然灾

铁器时代的到来、封建制的建立、地方势力的崛起,促成了中国历史

害和年久失修等因素,传统民居没有能够非常完整的保存下来,后因临夏

上第一个城市发展高潮,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千丈之城,万家之

旧城改造大规模的施工,造成了八坊古民居建筑的布局形态和民居院落建

邑相望也”(《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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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
一些定时开闭的“市”中。统治者们的宫殿和衙署占有全城最有利的地位,
并用城墙保护起来。“里”和“市”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
市令管理,全城实行宵禁。

不协调的新建筑的整治；商业店面及牌匾的整治；对建筑外挂及基础设
施的整治。
5.2培育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再生的生命力
以挖掘街区历史文化价值为基础——找魂、塑形、注魂。临夏八坊十

汉代的棋盘式的街道将城市分为大小不同的方格,这是“里坊制”的

三巷对临夏的文化进行梳理和解构,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价值重构,围绕

最初形态。开始是坊市分离,规格不一。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

临夏最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作为典型代表,最终在整体的资源体系中形成三

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市的四面也设墙,井字形街道将其分为九部

大核心资源价值：“最生态的穆斯林生活形态,最虔诚的穆斯林宗教信仰,

分,各市临街设店。到唐代后期,在如扬州等商业城市中传统的里坊制遭到

最原生的中国穆斯林市井生活”
。

破坏。坊市结合,不再设坊墙,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演变,此外“夜市”也逐
渐兴盛。

5.3提升地域文化元素的科技开发与体验性
八坊全方位演绎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的穆斯林文化,打造国内独有的

里坊制的极盛时期,相当于三国至唐。三国时的曹魏都城——邺城开

伊斯兰文化品牌。在该品牌的引领下构建多元产品体系,多元文化体验结

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平面呈长方形,

构,发展多元的(文化)休闲经济,并在特定的穆斯林氛围下发展文化休闲

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居民与市场纳入这些棋盘格中组

型经济,打造中国原生穆斯林生活情境为特色的穆斯林文化休闲聚落与文

成“里”
。

化旅游区,形成新八坊十三巷。

4.2八坊十三巷中坊的形制

6 结论

八坊是历史上河州城南关一带回族聚居区的泛称,在文献资料中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某种民居形制的形成与发展,受制

“八坊”还有“八方、八房”之称。有关“八坊”一词的由来基本上有

于长远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域文化的影响至深。同时,地域文化在历史积淀

三种比较集中的说法：一是“八坊”,这主要是由宗教的原因而得名。

中其传承与再生的表达方式也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形态中。地域文化、民

自元代以后,临夏成为回族主要的聚居区当时的八坊地区有八个“坊”

族文化与民俗文化等多元性互相交融,共同影响着地域人民的生活和生产

(即８座清真寺),每个“坊”周围的回族群众以清真寺为中心进行日常

过程,折射在凝固的音乐——民居建筑形态中得以保留和传承,形成了特

的生活起居,因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八坊”之称；二是“八方”,其中有

定与多样的形制,即：“八坊十三巷”。在当下城镇化进程与乡村振兴中,

两层含义,一是临夏地处甘肃、青海和宁夏的交汇地带,是与西藏地区接

蓦然回首古时的“里坊制”不无道理,而当下的“开放社区”理念若融合

壤的枢纽,送里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三是“八方”的先民来自不同的地

“邻里单位”与“坊巷制”,是否更能体现城市归属感和居住设计的亲和

区其中有中亚人、还有从中国内地汇聚的各个民族,所以由此得来“八

力？值得思考！

方”之称。

5 八坊十三巷的开发与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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