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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入凯文·林奇的意象理论与比尔·希列尔的句法理论等叙事空间研究方法，将聚落中人类认知、社会活
动事件等与聚落空间形态有机结合，从“叙事空间”视角对桂北传统聚落进行系统分析与解译，提炼出其“叙事”
空间结构与组织特征及其隐含的社会文化规范。基于“叙事空间”解构的传统聚落更能回归对聚落及其所内含社
会人文的本质的探究，为传统聚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切入点。文中的探讨对于了解传统聚落空间构建
机制及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性，以及如何在城镇化语境下保护、传承与发展传统聚落具有较好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关键词：叙事空间、传统聚落、意象、空间句法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narrative spac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image theory and the space syntax method, and
combines human cognition, social activities with spatial form of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analyses and
interprets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northern Guang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pace”. Then the paper
abstracts the narrative spat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underlying social culture criteri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narrative space” can return to discuss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nd its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spa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The research will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deep social cultur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The resear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protect,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under urbanization context.
Keywords: Narrative spac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mage, Space 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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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质特征等的描述性的方法［1］，可将物质空间与社
会人文等内容整合，而“叙事空间”则是传承历史

传统聚落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空间状态与人

文脉、延续集体记忆、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共

文形态，其所包含的历史人文、社会关系等的多种

鸣和激发新的情感体验的空间，基于“叙事”空间

要素远远超越其实体地域的意义，当前对传统聚落

解构的传统聚落更能回归对聚落及其所内含社会

的研究也更多从对其物质形态的关注转移至对其物

人文的本质的探究。研究中引入凯文 · 林奇的意象

质形态与社会文化联系的关注，从过往纯粹建筑学

理论与比尔 · 希列尔（Bill Hillier）的句法理论等叙

视角转入社会历史文化与民俗关系等的结合，研究

事空间研究方法，将聚落中人类认知、社会活动事

方法也更加多元。文中尝试以“叙事空间”视角（融

件等与聚落空间形态有机结合，从“叙事空间”角

合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桂北传统聚落进行解读，结

度对传统聚落进行系统分析与解译，提炼出其“叙

合其空间形态分析探讨其隐含的文化与社会本性。

事”
空间结构与组织特征及其隐含的社会文化规范，

非同于纯粹的物质空间形态分析方法，
“叙事”提

以期对城镇化语境下传统聚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供了一种针对生活体验、集体记忆以及其他场所品

作出有益的探讨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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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空间”与传统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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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记、文化个性与地方认同的媒介，

建构主义者认为叙事时间反映的是叙事者

具有鲜明的历史叙事动机。

对历史时间的主观感受，
是存在的时间
（或

1.“叙事”与“叙事空间”

称“心理时间”）。聚落是时间的产物，传
2. 传统聚落叙事空间体系构成

统聚落历经时光长河的演变而沉淀为当下

叙 事（narrative） 是 人 类 本 能 的 一

的形态，在此过程中，聚落发生的各类行

种表达方式，意指信息传送者与信息接受

传统聚落具有强烈的时空两重属性与

为事件、思想意识、民俗风情等内容随着

者之间的信息传达这样一个过程，可以

典型的叙事特征，传统聚落空间承载着不

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演化为聚落独有的记忆

借助语言或其他多种媒介实现。叙事学

同时期的社会行为与活动事件，人们通过

或约定俗成的传统，也造就了传统聚落独

（Narratology）作为一种理论最初兴于法

此行为事件空间的认知形成对聚落独特的

特的人文传承与历史底蕴。对传统聚落的

国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末逐渐出现

意象，进而产生对聚落的认同与归属感。

梳理离不开对其发展时间纵轴的剖析，传

空间化的转向。“叙事的过程不单是时间

通常人们对外部环境或空间的认知或是说

统聚落也正是因为其所拥有的历史而彰显

结构，更应是一个空间结构” ，是因为

产生印象与记忆总要经历“物—场—事”

文脉的厚重，聚落空间中的诸多行为、事

叙事为我们展现的还包括所叙述对象的组

三个层次，其中，
“物”是指各类建筑物、

件也因时间而突显出其意义与内涵，也正

织与形式。基于此，空间叙事学（Spatial

构筑物或其他自然物质要素，而“场”是

是在时间的纵轴中，
聚落空间内实体物质、

Narratology） 应 运 而 生。 作 为 后 经 典 叙

指行为和事件发生的空间或环境，场所有

叙事的内容共同构成叙事的本体而融入聚

事学的重要分支，空间叙事学强调叙事的

着物质空间（物质环境）与社会人文（人、

落叙事过程中。（3）事件要素。传统聚

时间、空间二重性，认为空间在一定情况

行为等）的双重属性，“事”则是指相关

落由于行为、活动、事件的介入而具有了

下即是叙事的主体，其研究关注作为叙事

的事件或故事。“物”作为实体，可以是

叙事的特性。传统聚落中民间传说、历史

主体的空间形态与特征及其对观者带来的

历史的留存；
“场”作为“物”存在与“事”

故事、民俗活动、传统节事、文化传统以

体验与感知。空间叙事学的这些特征也使

发展的载体，
见证与历经人类的各类故事、

及当地名人传闻轶事等皆构成了聚落叙事

其成为分析与研究各类空间的一门理论，

事件，承载历史的转换变迁，“事”则赋

的本体，
虽然这些事件要素是非物质性的，

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空间叙事逐渐被

予环境丰富的意义与内涵，是环境活力的

却是聚落活力的调节器，聚落空间也因为

引入城市科学领域，为研究城市空间与形

调节器。环境中存在的“物”可以予人以

事件的介入而更具人文意味与情怀。

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视觉、触觉或听觉的直观感受，而真正让

［2］

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由“物”整合“事”

三、桂北传统聚落叙事空间的认知

究的方法，城市叙事空间研究关注城市环

而形成的“场”所空间 ；
“物”“事”整合

分析

境中叙事信息与空间结构的内在联系，其

并与“场”在时间维度上相互融合，最终

核心问题是叙事如何在空间中多层次展

形成的便是极具“叙事”意味的“空间”
。

作为一种基于叙事理论的城市空间研

开，以及如何利用叙事原则来组织空间结

借鉴诸多学者有关城市叙事空间理论

广西桂北地区位于湘、黔、桂三省接
壤处，这里集聚着苗、瑶、壮、侗等民族，

构使其更符合人的经验，其目的是使空间

的研究

与社会、文化更为一致并且使环境更易于

纳为空间要素、时间要素与事件要素。
（1）

的特殊性，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许多历

被人感知与认同。

其理论根本即是

空间要素。作为留存下来的实体形态，传

史颇久的传统聚落留存发展至今，并形成

将作为观者的人置于空间中，以人的视角

统聚落是民族物化的符号与资产。聚落中

了独特的聚落环境与风格。作为桂北各民

体验与感知空间，进而得出空间形态特征

的民居、街巷、广场、公共建筑（标志

族集体记忆的集聚与桂北文化传承特定的

的结论，这里的叙事空间是能够被认知的

物）等空间元素被遗留下来，这些要素烙

载体，这些传统聚落呈现出强烈的“叙事”

空间，作为集体记忆的基本载体，历经与

印着过往人们共同生活过的印记与痕迹，

空间特征 ：是一个易被感知的空间，人们

承载过多样化的事件、故事，在漫长的历

作为诸多行为、活动、事件发展的背景而

在此环境中能产生体会、反思、缅怀、感

史进程中不断演化并建构出特定的形式与

承载着聚落集体的记忆。对于当地人们而

动等各类情怀与感受，进而易形成情感共

结构，并因为承载了人类的记忆而成为一

言，此空间要素的意义已经远超其所具有

鸣、社会归属与民族（文化）认同。文中

个鲜活的、动态的空间。从此意义上而言，

的功能，传统聚落也正是由经这样的空间

选取了桂北不同区域的两个传统聚落案例

传统聚落的空间也是一个典型的“叙事”

纽带将过往历史与现实存在连接在一起， （图 1），基于叙事视角对其空间结构特征

空间，是各类集体记忆、历史事件、社会

无形中，此类空间要素也演绎为传统聚落

及其社会人文内涵进行研究，其中图 1-a

认同等的时空容器，作为漫长历史演进中

的记忆密码，具有典型“叙事”的意义。

是依山就势自然发展起来的聚落，图 1-b

［3，4］

留存的空间，传统聚落是表述各民族地域

，传统聚落叙事空间构成可归

［5-10］

（2）时要素。
“叙事”是时间的艺术

，

［11］

因其地理环境、位置、气候与交通条件等

则是在平地上自由生长的聚落，尽管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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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素材（聚落意象要素等）一样，包含
着复杂的聚落历史感，其本身的叙事特性
是保证与传承聚落记忆的重要因素。对桂
北传统聚落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节事（以
侗族为例）
及其所发生的空间等进行梳理，
聚落中心

可发现在桂北传统聚落的叙事结构中，空
间要素与事件要素存在以下（表 1）的对

聚落中心

应关系。
空间叙事学中空间（叙事）要素可划
分为均质空间、实体主导空间与氛围主导
空间三类［13］。其中，均质空间是具有同
a

一感知性的空间 ；实体主导空间是以标志

b

图1：桂北传统聚落

物为主导维系的空间 ；而氛围主导空间则
是以特色空间作为主导的空间。对应意象

然地理区域等元素的不同而使得聚落的具

路径则对应聚落中的各级街巷道路 ；节点

各要素及其在空间中所起作用，可将桂北

体空间布局有所不同，但都因其空间的历

在聚落中的形式较丰富，既可是较大空间

传统聚落叙事空间要素进行以下（表 2）

史性并承载着诸多事件（故事）的发生而

的公共广场，如鼓楼坪等，也可是路径上

的分类。故此，可从宏、微观层面对桂北

呈现出叙事的特征。

的转折点，如井亭、桥亭等 ；标志物则往

传统聚落以“均质空间”
“实体主导空间”

往是聚落中代表性的建筑或构筑物，如鼓

及“氛围主导空间”进行其空间结构的分

楼、风雨桥、戏台、宗祠、寺庙等，这五

析。传统聚落空间以民俗活动、传统节事

要素作为桂北传统聚落叙事空间要素的主

等（事件）为背景，聚落故事（事件）皆

空间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与林奇的城市

要构成，为事件的发展和意识的流动提供

在聚落空间里演绎发生，这个空间被作为

意象研究方法有诸多共同之处 ：两者都强

了物质基础。从叙事空间视角而言，聚落

事件背景出现的次数愈多，愈说明这个空

调叙事主体的时间、空间的二重属性，两

作为能够被认知的空间，因为承载了各类

间在聚落民众情感中的重要性。通过将这

者皆基于观察者（人）对空间的体验与感

事件的发生与人们的集体记忆而成为鲜活

些民俗活动与传统节事场所在聚落空间的

知进行相关研究，皆利用空间结构分析的

的、动态的、叙事性空间。需要指出的是，

叠加，可建构出桂北传统聚落整体的叙事

方法来说明问题。也可以由此推断，聚落

聚落事件与城市事件稍有不同，聚落中各

空间结构（图 2），并可以找出其中最具

的叙事空间结构与林奇的意象结构有很大

类民俗活动、传统节事等是与民众生活及

地域文化内涵与叙事特征的空间。

程度的相似拟合性。稍有不同的是，意象

文脉传承更为息息相关的事件，于聚落民

均质空间 ：在传统聚落中，这类“均

理论关注要素在空间层面给人们的体验与

众而言更具有人文意义。在桂北传统聚落

质空间”本身即包含着某种功能或场所的

感知，尤其是视觉感知 ；而空间叙事学则

叙事的本体中，这些民俗活动、传统节事

意义，通常其形式与功能反映着某一特定

更关注在视觉体验的基础上空间向人们所

作为隐性的聚落记忆素材，与显性的聚落

的文化内涵。桂北传统聚落中大片的传统

a

b

1. 基于意象理论的聚落叙事空间结构分析

传达的信息与空间的叙事性，其中融入了
更多的社会人文内涵。
林奇的意象结构是由边缘、区域、路
径、节点、标志物五大要素所构建的一个
有机整体。［12］其中，边缘界定与划分空间；
区域作为均质空间，具有可进入性 ；路径
起着联接的作用 ；节点兼具集聚与联接双
重作用 ；标志物作为参照物则具有引导与
识别的作用。桂北传统聚落中，边缘通常
对应的是聚落的边界线、稻田的边缘或河
流的边界线等 ；区域表现为传统民居建筑
区、
聚落外围的田间地头或林木茂密区等；

图 2：桂北传统聚落事件分布及其叙事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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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传统聚落意象（空间）要素及其承载活动事件（事件要素）
意象
要素

承载事件
“月也”（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

道路

传
统
聚
落
意
象
要
素
及
其
承
载
活
动
事
件

街巷

民居建筑区与其外围的田间地头和林木茂
密区等在其空间范围内各个部分予人以基

时间

备注（事件内容）

春节期间

集体走寨做客、吹芦笙、“枪客”，
集体设宴、“行歌坐夜”、唱山歌、
演侗戏

间”而言，此类空间的“叙事”性较为平

生态意识与农耕文化理念便印记在这类空

本一致的体验，也即是说具有相同的感
知性，具有空间均质的功能性与识别性，
故可称之为“均质空间”。相对“主导空

赛芦笙

街巷

春节期间

以聚落为单位街巷进行芦笙比赛或表
演，吹奏芦笙、跳芦笙舞、青年男女
交往，集体设宴

“春牛”节事

街巷

立春

跳春牛耕作舞、舞“春牛”，走家串
户逐一拜贺、表演活动

“油茶”节事

街巷

谷雨

采新茶、“打油茶”、走家串户喝
油茶

祭“三王”节事

街巷

六月初六

吹芦笙、备祭品，祭祀民族英雄“飞
山神”与“三王”

吃冬节事

街巷

十一月初一
至十一日

互送礼品、互相设宴请客欢宴

“月也”（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

鼓楼坪

春节期间

同上

故此而形成了聚落与周围田地、山林自然

赛芦笙

鼓楼坪

春节期间

同上

融为一体的宏伟图景［14］。聚落传统民居

唱侗戏

鼓楼坪

春节期间

演出侗戏，聚落与邻近聚落的人们前
来观看

建筑区域依凭其不同的群体组合与结构特

“春牛”节事

鼓楼坪

立春

同上

“共耕”节事

鼓楼坪

三月初三至
八月十八

聚落之间的青年男女集体耕种公地，
集体交往、吹芦笙、对歌，集体设宴

“萨岁”祭祀

萨坛

正月初八至
十一

集体供“萨岁”、“多耶”（跳舞唱
歌）、吹芦笙

读性”与“可识别性”，给予观察体验者

赛芦笙

鼓楼、风雨桥、
寨门

同上

同上

诸多民俗节事活动与事件也在此“均质空

唱侗戏

戏台

同上

同上

间”展开，如吃新节、斗牛节、土王节等

“春牛”节事

鼓楼

同上

同上

便在田间与林中热烈地开展，聚落各家族

“共耕”节事

鼓楼

同上

同上

的姓氏节事便在传统民居区隆重举行，如

祭“三王”节事

寺庙

同上

同上

此而进一步加深了区域的体验感与认知性。

“共耕”节事

田间地头

同上

同上

“土王”节事

林木茂密的土王
坡上

节点

标志物

区域

活动场所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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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落先民们朴素的原初的居住模式、

间中。桂北传统聚落在最初选址时，不仅
聚落周围保留有充足的耕地供开垦种植，
而且聚落布局以及聚落与聚落之间也预留
出适当的距离来满足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空
间，加之各类生态林木竹树的环绕种植，

征与外围自然环境两者相互融合，和谐共
存，建构出稳定、有机的聚落整体“均质
空间”与田园意象，并彰显出强烈的“可

深刻的视觉感受与场所印象。聚落传统的

实体主导空间 ：在桂北传统聚落中这

青年男女以歌择偶，男性进行斗鸟、
谷雨前的二、
吹笛子、吹木叶、赛鸟枪、比臂力等
三天
展示才能的活动

类“实体主导空间”通常是突出的标志物
或空间网络结构中的交接点（节点），呈

斗牛节事、吃新节事

收割后的稻田

七月间

斗牛节事活动有以聚落为单位斗牛、
踩歌堂、吹芦笙 、贸易、“多耶”，
集体设宴，吃新节事是以饮食活动庆
贺年过半、农忙过半的节日活动

姓氏节事

住屋（民居区）

各姓氏节日
时间不同

祭祀祖先、家族集体共餐

吃冬节事

住屋（民居区）

同上

同上

文化与记忆场景。从聚落景观组织而言，

斗牛节事、吃新节事

“斗牛场”（宽
平的河滩上）

同上

同上

这类空间往往也是聚落的趣味所在或重要

花炮节

地势宽平的河滩

三月初三

以聚落为单位进行抢花炮比赛，兼社
交、贸易、表演等活动

现出明晰的中心标志性与集聚性，占据或
统领聚落中的空间领域，
作为聚落事件
（故
事）的发生场所，是聚落各类民俗活动展
开的主要背景，承载了聚落物化的历史、

边缘

备注：另外，还有清明节、敬牛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送灶节等，其文化内容与汉族等各个民族的
同类节日基本相同。在此表中不再具体列出。

景观节点。在桂北传统聚落中，最具代表
性的标志物是鼓楼、
风雨桥、
戏台、
宗祠等。
譬如，鼓楼以其突出造型与独特功能成为
聚落的核心和最为显著的标志物 ；在空间

桂北传统聚落叙事空间要素

表2

设置中，鼓楼通常对应于戏台，轴线对称，
围合出一个较为规整的广场（即鼓楼坪），

空间叙事要素

意象要素

对应聚落要素

均质空间

区域

传统民居区、田间地头、林木区等

而此广场便成为统一和凝聚整个聚落的核

实体主导空间

标志物、节点

宗祠、庙宇、鼓楼、戏台、风雨桥、寨门等

心，成为“合款”习俗的象征［15，16］。鼓

氛围主导空间

路径、边缘

街巷、河流边界等

楼在聚落中往往存留有上百年的历史，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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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中有关鼓楼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明

整体和谐的聚落空间网络秩序。聚落街巷

述，来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内

代，鼓楼已然成为聚落的象征，历届的聚

内部空间是静态、内向、步行而“小”尺

在关联，是理解人居（聚落）空间的社会

落议事、制定制度等聚落内部重要政治性

度的，
作为聚落社会生活最为平常的载体，

逻辑语言［19］。空间句法为聚落叙事空间研

事件便发生于鼓楼，而聚落中重大的“月

更多展现出一种自由、亲切、随意生活状

究的完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是

也”、赛芦笙等民俗节事活动便以鼓楼坪

态的场景与映像。聚落中此类街巷空间除

作为理解空间的社会逻辑语言，空间叙事

为背景而展开。又如，风雨桥作为一种廊

交通功能外，更承载着生活休憩、社会交

学更多基于现象学层面对叙事环境的定性

桥，横跨溪河，常设置于聚落入口处，除

往等多重功能，聚落中诸如“月也”、赛

解读，而空间句法则将人类活动与空间形

却其基本的交通功能，更是聚落典型的赛

芦笙、
“春牛”节事、
“油茶”节事、祭“三王”

态有机结合，提供了对叙事环境空间结构

芦笙、对歌等公共活动与社会交往的场

节事及吃冬节事等多项民俗传统皆在街巷

及其意义的量化分析与解释。

所，不经意中成为聚落的突出标识甚或中

此“氛围主导空间”内展开发生。作为聚

聚落研究中句法对其空间的表达与描

心。风雨桥的存在历史也较久远，如程阳

落日常主要活动轨迹的反映，聚落街巷记

述整合了人们日常使用与体验空间的方

风雨桥已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记录了当

录了过往岁月的点点滴滴，
将聚落中呈
“碎

式，无论句法之轴线、凸多边形还是视域

地民众无数的悲欢离合，是聚落集体记忆

片”状态的折射社会生活“印迹”的片段

表示方法，都明晰了对空间的视觉感知与

浓缩的载体。
此类标志物及其所构建的
“实

有序地串联，最终整合其他类叙事空间形

体验方式。研究中选取轴线对桂北传统聚

体主导”空间不仅在聚落整体空间形态中

成对聚落的拼贴全景图式（意象）。另一

落空间进行表达，在此，轴线是对聚落街

极具控制与主导性，作为空间序列组织的

“氛围主导空间”聚落边缘则划分出聚落

巷、节点（标志物）等空间的高度概括与

高潮，更是聚落社会人文意义（仪式、信

的内、外空间领域，界定了聚落心理认同

抽象，意味着人们在聚落中活动的行为路

仰、议事）上的中心，是民众心理归属意

与事件（故事）承载的场所范围。或可以

径与视觉的感知方向。传统聚落中街巷、

义上的中心 —— 在心理上建立秩序的终

说，聚落通过街巷、边缘等空间线索将聚

节点等空间是居民最为平常的行为活动与

点

，给予民众强烈的归属感和场所

落各部分联接为起承转合、逻辑严密的空

社会交往的空间，更是诸多聚落故事、事

感。这些标志物的设立，源于聚落人们对

间序列，如此而强化了聚落叙事空间的连

件发生的背景与舞台，以最少与最长的轴

自然的尊崇、对人性的关怀以及对习俗传

续性、完整性与逻辑性，并最终建构出聚

线覆盖聚落全部的街巷、节点等空间，那

统或智者的敬重，是聚落中最具“叙事”

落历史空间的线性情节与聚落整体
“叙事”

么聚落整体空间便被描述为句法轴线地

意味的空间。桂北聚落中其他如寨门、桥

空间结构。

图，聚落整体的空间结构与秩序也由此而

［17，18］

建构出来（图 3）。为探寻人居空间结构

亭、休息廊、井亭等节点也颇具代表性，
这些节点或是位于不同街巷空间的转换

2. 基于空间句法的聚落叙事空间结构分析

处，或是因具有特殊主题性意味而予以人

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内在联系，句法应用了
数理模型来获取空间的某些关键特性，并

们深刻印象的小开放（广场）空间，并多

叙事是作为一种场所意义的表达方式，

借助一系列参量诸如集成度（也称整合

处于寨民日常生活必经之地，契合居民认

来完成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的，

度）、深度值、智能值等来量化解释空间

知与交往心理，聚落无数的故事也在此集

从而让人们获得对空间的心理体验与情感

结构、人们社会生活与空间行为等的相互

汇，无形中这些节点及其所串联的“实体

反应，也是因为事件（故事）的存在，空

关系（表 3）。其中，集成度反映的是空

主导”空间已成为人们“心理的锚固点”。

间不再是简单意义的物质空间，而演变为

间相对的可达与可视性，也即一个空间与

氛围主导空间 ：这类空间并没有明晰

一种认知性的空间，从此意义而言，叙事

周围其他空间的集聚（整合）或离散程

的标志物，但却具有特色的空间并以此作

可作为一种理解空间的社会逻辑语言。与

度，在句法地图上则以色谱层级来反映该

为主导，传统聚落中此类空间的典型代表

意象理论一致，空间句法也是基于空间认

值域的大小，其中图 3 红色区域的空间

便是街巷空间或聚落边缘等，
是可进入的，

知来理解与描述城市和聚落空间。简单来

可达与可视性最高，意味着此处空间与周

具有集聚与联结性。传统聚落历史发展的

说，空间句法通过对包括城市、聚落、建

围空间高度集聚整合，拥有最多人流的汇

脉络使其叙事空间通常表现为依循轴线发

筑甚或景观在内的人居空间结构量化的描

聚，不同类型的社会交往、行为事件也多

展的趋势，并且随着历史的推进，叙事要
素在聚落空间上不断叠加，呈现出空间要
传统聚落句法分析参量值

素性质、功能的线性集中。桂北传统聚落
轴线数目

整体集成度

核心区域集成度

平均智能值

核心区域智能值

平均深度值

聚落 a

498

0.53

1.43

0.399

0.646

9.71

聚落 b

293

0.79

1.54

0.433

0.593

8.87

多依托对外交通路径发展起来，道路网络
顺应自然地形起伏变化，借助渐次变化的
街巷将虚实相间的空间串联组合，营建出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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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发生于此 ；黄、绿色区域次之 ；蓝色

有机结合，创造与建构出微妙变化的集聚

区域最弱。智能值则是对空间可理解性的

（集成度较高的红色、黄色也即深色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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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就了“家庭叙事”空间的外延。
从可理解性视角而言，聚落 a（0.399）

解释，智能意味着从局部空间易于感受整

灰色区域）与离散（集成度较低的绿色、

与 聚 落 b（0.433） 的 整 体 智 能 值（ 注 ：

体空间，
空间系统结构是清晰而易理解的，

蓝色也即灰色及浅灰色区域）区域。对应

聚落 a 智能值较 b 低，这主要是因为聚

而非智能则很难有整体的概念，智能值高

桂北传统聚落所发生的民俗节事与传统活

落 a 地处山地，部分街巷并未连通所致。）

也就是可理解性强，而这类空间也往往是

动等考察（表 1），可发现聚落事件与聚

都不低（图 4），这意味着聚落看似无序

易于意象与被记忆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空

落空间结构、功能存在较强的耦合性，重

迷宫式的空间系统事实上在空间认知上却

间。句法的这些参量其实很好地将空间与

要的历史悠久的民俗节事与传统活动诸如

是清晰而不难理解的。相对聚落的其他区

此中人们的行为、事件、认知等联系起来， “月也”
“赛芦笙”
“唱侗戏”
“春牛节”
“共

域，核心区域（集成度最高）的智能则更

进而将空间的“场”与“事”对应关联。

耕节”等多高频地发生在聚落核心区域与

高，聚落 a 中的结合核心智能值为 0.646，

主导轴线等集聚性强（集成度高）的空间，

聚落 b 中的结合核心智能值为 0.593，也

清晰呈现出聚落的句法结合核心与主导轴

而“吃冬节”“姓氏节”等更生活化的节

就是说在人们的空间认知上，此处应是聚

线（图 3 中红色也即深色区域），结合核

事活动及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

落中最为突显的空间。句法分析显示出集

心意味着此处具有最强的空间集聚力与渗

交往与事件则更倾向于在集聚性弱（集成

聚性强（集成度高）的区域与认知性强（智

透力，是聚落句法意义上中心性最强的区

度低）的空间发生。聚落中集聚性强的空

能值高）的区域在聚落空间中相互叠合，

域，此处对应的正是聚落鼓楼坪，由鼓

间（鼓楼坪、主要街巷等）往往也是聚落

集成度愈高的区域，其可理解性也愈高，

楼、戏台等建筑围合而成，是聚落最核心

最为活跃与开放的区域，承载着聚落中最

对应可意象性也愈强，反之，则可意象性

的公共广场空间 ；而与此核心串联的主导

为重要的庆典仪式与社会公共事件，是聚

愈弱。可意象性强的空间并非单纯的物质

轴线则是聚落最初的发展轴线（Rn 1.43，

落中最具“叙事”意味的空间。而聚落中

环境，更具有“场”的意味，更易被记忆

Rn 1.54），即聚落最早与外界联系的道路，

集聚性弱的空间则是聚落相对内隐庇护的

与认同，也更易成为聚落诸多重大事件发

现今也仍是聚落最主要的街巷。整体聚落

区域，是作为居民住宅空间的外延，居民

生的容器与地域历史文化的载体，进而也

空间以此核心和主导轴线为基点，向外延

日常生活中许多不经意的社会交往与行为

更易成就居民心理的归属与社会的认同 ；

伸展开生长，空间轴线网络呈现出一种自

事件便以此为背景而展开，或可以说此类

相对可意象性弱的空间对外来者而言则易

组织式的分形，不同色谱层级的网络轴线

空间是居民日常“延伸的生活场所”，便

于“迷失”或记忆模糊，此类空间更多承

桂北传统聚落 a 与 b 的句法地图中皆

载与记录了居民最为朴实的社会生活与行
为事件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印记。
句法地图对聚落对空间形态的解释反
映出普通平面所不能观察到的种种属性与
特征，清晰地再现出聚落与其叙事空间的
结构特征及其所蕴含的深层次人文内涵。
譬如，聚落中叙事性强与可意象性强的空
间表现为高集成度轴线所架构的句法核
心，而集聚性弱或可意象性弱的空间则更
多成就了“家庭叙事”空间的外延 ；句法
a

将空间符号化表达，这种方式以一种自然

b

图 3：桂北传统聚落句法图解（注：红色即深色整合度最高、黄色即深灰色次之、蓝色即浅灰色最弱）

认知的方式隐喻地提炼与整合了传统聚落
叙事空间要素及其间意蕴与关联的人文信
息。还可发现，应用句法分析所得出的聚
落叙事空间结构与基于意象理论对聚落叙
事空间结构的解译相一致，其中聚落句法
核心对应的是叙事“实体主导空间”，而
聚落其他轴线对应的则是叙事“氛围主导

a
图 4：桂北传统聚落句法散点分析（智能值：空间可理解性）

b

空间”，聚落轴线之间的格网则对应了叙
事“均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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