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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国古建筑脊饰的现存遗物和资料

的分析入手，探究脊饰的演变情况，为古建筑

脊饰的修复提供历史文化依据和参考图样，促

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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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relic and 
material of ridge adornment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ridge adornment to provide 
historic basis and reference drawing for 
repairing it as well as promot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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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屋脊上常见一些雕刻精美

的瑞兽形象，人称吻兽。这种中国传统大

屋顶上特有的装饰构件在历史发展中经历

了不断的推敲和锤练而达到了形式上的完

美境地，最终以其独特的气质傲立于屋脊

或檐背上，形成一条生动而不失庄严的的

天际线。目前有关中国古建脊饰研究多以

建筑脊饰的文化研究为主，本文分析了历

代建筑脊饰的特征，并侧重于对其演变情

况的探究。

1 中国古代建筑脊饰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建筑中，屋脊是屋面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屋顶的重要装饰部

位。特别是在皇家建筑或大型寺庙的主殿

上，屋脊上都有一些兽形的装饰瓦件，根

据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对其也有不

同的称呼和定义。

1.1  吻兽（或称鸱尾）

吻兽是指正脊两端各有一兽形装饰，

两者相向口吞正脊，又称正吻或吞脊兽。

早期称鸱尾，文献记载中也有见鸱吻、蚩

吻、祠吻等称呼，这些名字的出现和更替反

映出鸱尾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程。

1.2  垂兽及脊兽

在正脊的两端，是四条垂脊，它们两

两相构，构成人字形，垂脊上的装饰构件

是垂兽。以垂兽为界分成兽前和兽后两部

分，垂兽之后叫垂脊，垂兽之前叫角脊。

在角脊上列着一排动物雕饰，称脊兽。最

前面一个称仙人（或仙人骑鸡），后面一

排小兽多做蹲踞状，清称走兽（宋称蹲

兽）。这些小兽使用的种类和数量与其所

处的朝代和建筑等级有直接关系。

歇山式屋顶比较特殊，除了正脊和四

条垂脊之外还有四条戗脊，在垂脊端部有

垂兽，角脊有一排走兽，在戗脊端部有戗

兽。

1.3 套兽

套兽即套在仙人之下仔角梁的预留榫

上的兽头形陶质装饰构件，既美化了檐角

又可以保护仔角梁的顶端不受雨水侵蚀。

总之，屋脊上的这些兽形装饰是高贵

尊严的象征，至于消灾化吉，辟邪除凶的

说法仅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精神寄托。然而

它却装饰了中国古建筑的大屋顶，点缀了

中国古建筑那美妙而又尊贵的冠冕。

2 中国古代建筑脊饰的演变及发展

状况

2.1  鸱尾形状的演变

建筑物的附件必然是与建筑物本身所

求的安全理念及修建人的品位相和谐的，

鸱尾也不例外。魏晋的朴实古拙，大唐的

雄壮威严，宋时的纤美玲秀，明、清的端

庄瑰丽，鸱尾形状和风格的变迁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忠实而无声地演绎着一部中国

古代建筑的发展史。本文将鸱尾形状的演

变大致分为3个阶段：隋唐前为鸱尾发展

的前阶段，隋唐后直至元末为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为定型阶段。

现有实物资料中最早的鸱尾形式大约出

现在北魏时期[1]，它的轮廓只是一个向上竖

起又反向卷曲的简约的大尾巴（图1）。从

文献看来东晋时已经有鸱尾，可以推测在

此之前它已经存在了，所以保守的推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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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时算起持续到隋唐之前，大约500年的

时间，鸱尾的形状基本是这同一类型保持

不变，在此我们姑且把它定义为鸱尾的前

阶段。

到了隋唐，这种上翘反卷的样式开始

出现了变化。河南省博物馆藏隋代陶屋上

的鸱尾，在外围轮廓上作出了鳍状处理

（图2）。唐代的鸱尾形象则更加完整，

造型简洁浑厚。例如，唐昭陵殿献殿鸱

尾，由正脊两端上翘反卷，鳍状纹路清

晰，并在侧面有鳞状造型（图3）。值得

重视的是在这一时期，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大殿（图4）建于857年，正脊两端的鸱

尾出现了龙口含脊的新形象。口张合的很

有力度，突出了吻的形状，其尾部衔接在

头上上翘反卷。这在鸱尾形状的演变史上

是个极重要的转折，那么这是随机的转型

还是历史的必然呢？现在我们把唐代出土

的鎏金银盘上的摩羯纹（图5）和佛光寺

大殿龙口含脊的鸱尾造型相比较，正如佛

经《阿含经》中：“眼如日月，鼻如太

山，口如赤谷”，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鸱尾

的原形就是摩羯[2]。事实上摩羯的形象大

概是盛唐时传入中国[4]，而这个时间和鸱

尾上出现有头有尾的摩羯造型正好是吻合

的。另外，在晚唐时，鸱尾上出现丁字形

附件——枪铁，后来的宋代沿袭此制。

宋代的鸱尾分为鸱尾、龙尾和兽头等

几种形式。宋徽宗赵佶所绘《瑞鹤图》

中端门屋顶（图6），对屋脊有细致的

描绘，两头各带独脚屈膝，鳍上安“抢

铁”，与《营造法式》所述一致，比例瘦

高，与辽代（图7）相近。事实上北宋与

辽代风格接近，这正好也附和了当时的政

治背景，北宋与辽的共荣阶段为民族文化

的交流提供了广泛机会。其轮廓都保持了

鸱尾最初的风格，同时只在兽头外又加近

了形似摩羯鱼头的成分，张口力度夸张，

翘起空中的是尾部的末梢，他们的不同只

是上半部的形状相异，北宋沿袭了晚唐时

鸱尾顶端设置抢铁之制。至于南宋的鸱

尾，形态就变得丰富而活泼了。如福建泰

宁甘露庵蜃阁的鸱吻（图8），其底部的

龙头却未张口吞脊，口呈微张状态，而顶

部也一改鱼尾之形而细致的雕刻为精巧的

鸟头形，鸱尾形态静谧秀美，比例瘦高。

再如（图9）为宋画《大唐五山诸堂图》

所画鸱吻形态，为南宋作品，可见其形态

各异，不拘一格，其发展状况正好符合南

宋文人追求浪漫之风。而且这种风格直接

影响并流传到后世的民间建筑中。

山 西 省 朔 县 崇 福 寺 弥 陀 殿 的 鸱 吻

（图10）是金初（1143年）所建，其

尾 部 部 末 梢 被 加 进 一 些 小 龙 的 形 象 ，

且侧面还有卷云和浮雕小龙，背面有小

图1 龙门石窟古阳洞刻脊市饰（北魏）

（资料来源：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

与文化》）

图2  隋李静训墓石棺屋盖（北魏）（资料来

源：同图1）

图3  唐照陵殿鸱（初唐）（资料来源：同图1） 图4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

     （资料来源：李允禾《华夏意匠》）

图5  唐鎏金银盘魔羯纹

      （资料来源：藏丽娜《鸱尾考略》）

图6  宋瑞鹤图鸱吻（宋初）

（资料来源：同图1）

图7  大同华严寺壁藏鸱吻（辽）

        （资料来源：同图1）

图8  福建泰宁甘露庵蜃阁鸱吻

（资料来源：同图1）

图9《大唐五山诸堂图》中脊饰

（资料来源：同图1）

图10  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鸱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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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头，称背兽。相似的鸱吻形象在山西

省永乐宫三清殿（元代）可见（图11），

其浮雕小龙不仅仅在头部，在顶部还伸出

了长长的身子，呈现出卷屈曲折姿态。可

见元代鸱吻形象多继承唐代风格。其实在

鸱尾上雕饰小龙的例子早在此四百年前的

唐末佛光寺大殿中就有出现过，由此足见

传统艺术文化在华夏大地上扎根之深。此

外，我们注意到金元时期，鸱吻的尾部已

不是向中央卷曲，而是渐有向上向外卷曲

的趋势。元朝以后，龙形吻逐渐增多，已

经进入了形状转变的过渡时期。

到了明清两代，龙形吻更为普遍，鸱

吻也就顺其自然地被改称为“龙吻”。明

清两朝的皇族特别强调帝王之气，皇帝自

命为“真龙天子”，所以龙就更为神圣化

了，将其置于屋脊之端，居高临下，更加

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严可敬。明代

龙吻尾部向外卷曲，龙眼前视，吻身上有

小龙，鳞飞爪张，颇为富丽（图12）。

清代的龙吻与明代相似，但其尾部完全外

卷，剑把直立，龙眼侧视（图13）。明

清两代龙吻的宝剑在外形上也有区别，明

代宝剑的剑柄上部微微向龙头弯曲，顶部

做出五朵祥云装饰；清代宝剑的剑柄上部

直立，顶端雕饰的图案是鱼鳞装饰。明清

时，地方或民间建筑上因皇家不许擅用龙

形，所以其吻兽形态千变万化，呈百花齐

放之势（图14）。在华夏大地上无论走到

哪里，脊饰文化都处处体现着劳动人民丰

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然而随着清王朝的

灭亡，中国古代建筑脊饰也在一片精彩的

热闹中落幕了。

2.2  垂兽和走兽的形制及其寓意

垂脊的脊兽直到宋代之前没有太多讲

究，多是以筒瓦堆叠为饰。宋代则有了

套兽，嫔伽（清称仙人）和蹲兽（清称走

兽），如《营造法式》中“四阿殿九间以

上，或九亟殿十一间以上者，套兽径一尺

二寸，嫔伽高一尺六寸，兽头八枚，各高

一尺：滴当火珠高八寸。（套兽施于子角

梁上：嫔伽施于角上蹲兽在宾伽之后）”

文中关于套售、嫔伽蹲兽尺寸规定甚详但

对其种类和形象却没有详细的记载和规

定，蹲兽的数量为1~8个，且多为双数。

但考察的实物中除嫔伽一枚外蹲兽可为1

到4枚，形式与排列次序均无定制[3]。在

最后一个蹲兽的前面再搁上一块筒瓦，筒

瓦后便是垂兽。这时蹲兽一般有龙凤、狮

子、麒麟、天马、押鱼与猴，时代不同，

所放的蹲兽也不同，且放置的顺序也无严

格定制。

直到清代才对这些走兽的等级、大

小、数目、次序有了严格的规定。按规定

走兽可根据建筑建筑等级放置一到九件，

但一定要是单数，这大概是时人追求阳数

的结果。只有故宫太和殿上在一套走兽之

后又加一“行什”这是现存古建筑中绝无

仅有的，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惟我独

尊。其余则最多为九件一套，少则仅列三

件，甚至一件。无论数量多少，一前一后

的仙人、垂兽是必须摆放的。它们放置的

顺序是：仙人骑鸡、龙、凤、狮子、天

马、海马、斗牛、行什、垂兽（图15）。

这些脊兽不仅有名称，也各个有来历，都

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中的灵兽[5]。

①龙： 是被神化了的想象中的神异之

物，能“兴云雨，利万物，”为鳞虫之

长，四灵之一。早在周代就用以代表君

王，佛教将其作为护法之物，唐宋时引为

祥瑞之征，明清时象征着帝王。

②凤：是传说中的瑞鸟，为百鸟之王，

原是鹫鸟同孔雀的混合形象，后加神化，亦

为四灵之一。明清时作为后妃之象征。

图11  永乐宫三清殿鸱吻（元）

       （资料来源：同图1）

图12  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明）

          （资料来源：同图1）

图13  北京故宫太和殿（清）（资料来

源：梁思成《梁思成全集》）

图14  陈家祠和佛山祖庙风、鱼、鏊鱼脊饰（资料来源：同图1）

图15  北京故宫太和殿走曾（资料来源：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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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狮子：中国古代的狮子，它是随佛

教传入，人们将其视为“猛”与“仁”结

合在一起能驱魔辟邪护法的瑞兽。

④天马：为生羽翼的马，腾云驾雾。

是一种智慧的动物。《山海经.北次三

经》记载：“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

如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

天马是尊贵、祥瑞、权威的象征。

⑤海马：在海中的飞马，象征着皇家

威德通入大海。

⑥狻猊：传说为龙之九子之一，有是

龙非龙，似狮又似马的特征。《穆天子传

“狻猊，野马，走五百里，能事虎豹的异

兽。相传狻猊凶猛，但心地善良，能给人

带来吉祥好运。

⑦押鱼：传说中的海中异兽，能降雨

喷火，灭火防灾。

⑧獬豸：传说中的神兽。头生一角，

力大无比。（汉）杨孚《异物志》：“北

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

见人斗，触不直者。”将它作为脊饰 ，

象征着善辩是非，公正无私，也有辟邪，

压邪的意思。

⑨斗牛：是二十八宿的都宿和牛宿，可

兴云作雨，也是祥瑞的动物，起镇鬼压灾，

逢凶化吉的护宅作用。

⑩行什：相似猴，手执金刚杵，背上

生着双翅，趾高气扬，威风凛凛，为压尾

兽。因为排行第十。故称“行什”。

另外，关于垂兽民间也有很多传说，

亦为龙之九子之一，头上有角，叫“嘲

凤”据说特征是“好险”，所以安置于檐

坡最险处。

  中国古建筑脊饰文化源远流长，脊饰

形式的发展演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它反映出王权的尊贵与时世的变迁，传统

艺术的蔓延与民族文化传承。它自古以来

就自然含蓄的踞于大屋顶上，以传统的线

条与形象去修饰着这个庞大的几何体，成

为不可割舍地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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