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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三台县，历史上潼川府府治所在地，为川东襟喉之地，历史悠久，素有“川北重
镇，剑南名都”的美誉。

在三台县石安镇，坐落着一栋规模宏大、古拙质朴的清代院落——蓝家大院。在
这错落有致、古朴幽静的大宅院里，隐藏着一段辉煌的客家移民历史。

蓝氏先祖蓝兆义不顾蜀道艰险，辞别故乡，远涉6000里来到这里，筚路蓝缕，以启
山林，终成大业。

遥想300年前，正是无数像蓝兆义一样的祖辈们携家带口，告别桑梓，远赴巴蜀开
基立业，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才能得以昔日重现。

蓝家大院坐落在三台县石安镇，
坐东南朝西北，背靠青山，依山势错
落起伏，已历风雨300载，现为县级文
保单位。

大院布局为“三堂四横”式（其中
左侧外横屋已损毁），结构呈中轴对
称，层次丰富，秩序井然。

大院中轴线横向排列三进，每进
房屋拾阶而上，逐次升高。

这三进依次排列的厅堂，组成了
蓝家大院的中轴线，加上两侧的厅
堂，构成“九厅”。

三堂左右各有两横厢房，厅堂与
厢房（横屋）组成大大小小56间房间，
12 个天井，这是典型的客家民居“九
厅十八井”的格局。

第一进5道大门，取“五福临门”
之意。中门最为宏伟，门上悬有一个
面目狰狞的木刻“吞口儿”，口含宝
剑。

“吞口儿”又叫“泰山石敢当”，具
有辟邪、镇宅的作用，民间多供于村
庄宅院。

从正中大门进入，便是下厅。屋
梁上至今悬着一个红绸包裹的罐子，
据说里面装着蓝氏家族从故乡广东
带来的土壤、五谷与百草。

经过下厅，穿过天井，六步台阶
上便是第二进大厅，是为中厅。六级
台阶，寓意六畜兴旺、六六大顺。

中厅是蓝家大院中最为宽敞、明
亮的大堂，也是族人活动的中心。内
侧高悬“耕读传家”4个烫金大字，反
映了客家人“左手不丢猪，右手不丢
书”的耕读传承。凡有客人来访或族
内商议大事，一般都在这里举行。过
去，中厅还是执行家法的地方，谁犯
了大错，就在这里打板子。

中厅内侧设有4扇高门，两侧各
有一耳门。4扇高门平日紧闭，只开
耳门，这使得门后的空间更显庄严。

走出中厅后，穿过天井，台阶上
就是上厅，也称堂屋，是供奉和祭祀
祖先的地方。

堂屋正中，安置木质神龛，雕工
精致，两侧楹联“世守农医绵世泽，
家传耕读振家声”，与“耕读传家”牌
匾前后呼应。

神龛中供奉“汝南堂上历代高
曾祖神位”祖宗牌位，神龛左侧挂着
入川祖婆戴老孺人画像，右侧供奉
财神，下供土地神位。

神龛后设孝堂，三五平方米大
小，两侧有小门供进出。

旧时，女眷被禁止进出堂屋，客
家人便专门为女眷设置孝堂。族中
老人过世后，女眷们从屋后小门绕
进孝堂里哭灵。

蓝氏家族谨守着客家传统习
俗。据说，蓝家女人一辈子就进两
次祖堂：一是结婚拜堂，二是年满花
甲寿终正寝后认祖归宗。

2017 年 6 月 23 日下午，蓝氏族
人在维修清理堂屋时，发现孝堂门
楣和墙体夹缝间有类似卷轴一样的
东西。轻轻取出，呈现在眼前的是
一卷污渍斑斑、遍布虫眼的东西。

众人小心翼翼展开，竟是蓝氏家
族入川一世祖母亲戴老孺人的画像。
后经修复，孺人真容得以重见天日。

蓝
家
女
人

一
辈
子
就
进
两
次
祖
堂

蓝家大院整体以红
砂石作为基础，铺设石
梯街沿，以青砖和土砖
砌墙。下中上三进房屋
依山势逐级升高。

院落虽大，但无论
下多大的雨，天井都不
会积水，这是为什么？

谜底在2017年房屋
维修的时候揭开。蓝家
后人撬开天井中的石
板，发现下水道均为陶
管，设置科学。

有趣的是，管道并
非按直线铺设，而是呈

“之”字形分布。雨水经
“三弯九倒拐”后流出，
寓意财不外露。

“之”字的转角处，
均埋放着一个大瓦缸，
用来沉淀净化污水，方
便清淤。

每个瓦缸正中搁着
一个青花瓷碗，青花瓷
碗和下水道进水口的古
老钱相映成趣，这是客
家人把水当“财”的朴素
思想，青花瓷碗寓意聚
宝盆。

综观蓝家大院，其
“三堂四横”、“九厅十八
井”的格局，显然与四川
民居常见的院落格局迥
然不同，它实际上是客
家围屋的一种变体。

这种独特的整体格
局和传统的建筑结构，
巧妙运用上下落差和院
院相通的门户，起到偶
有沉降而不至于拉垮墙
体的作用。

房屋托梁使用榫卯
结构，檩子、椽子穿斗拉
纤，保证了房屋的整体
性，起到了外防匪盗、内
聚人心的作用。

大院最明显的特点
在于“围”，内部房间虽
多，但通过繁复而曲折
的巷道连为一个整体，
院落之间还有不少暗
门。

若有盗贼相侵，便
可关闭5道正门，此时的
大院就如同城寨一样坚
固。即使强敌破门攻入
大院，也能利用曲折迂
回的巷道和隐藏的暗门
机关与敌人周旋。

客家人之所以称为
客，自然与“土”相对。
清初闽粤一带人稠地
少，客家人与当地土著
为争夺生存资源，常常
发生械斗。包括围龙
屋、土楼等在内的围合
式建筑，非常契合当时
客家人的生存环境。

高峰期时，蓝家大
院中曾住过200多人，他
们聚族群居在这种围屋
式的建筑中，充分展示了
其“对外封闭、对内开敞、
强烈向心”的宗族观念。

康熙五十八年（1719），25
岁的蓝兆义离开广东长乐老家，
与三叔蓝如桂及邻里乡亲一起，
踏上了西行巴蜀的漫漫长路。

历经数月，叔侄二人来到三
台县的凯江边居住，以经商、佃
田、手工业为生，后“历尽艰辛之
苦，不惮子夜之劳”，事业初成。
三叔蓝如桂，选择在三台老马乡
老马渠建基立业。

此时，蓝兆义已年届三十，
方始成家，娶妻叶氏。

稍有积攒，夫妻到潼川府天
宝观（今三台县石安镇）购置百
亩田产，又勤耕数载，积银数千，
便开始大兴土木，着手修建蓝家
大院。整个修建过程历时 3 年
半，耗资白银近千两。

房屋落成，蓝兆义心念严慈手
足，遂返乡还粤。回到广东后，才
知父亲已经离世，唯有母亲戴氏纯
贞守寡、育儿维艰。蓝兆义拜别父
亲陵墓，手捧灵位，携老扶幼，重返
四川，时值雍正五年（1727）。

戴氏来到蜀地，将熟稔的闽
粤宫廷贡品丝织工艺带到了四
川。于是，举家女眷从事绢丝、
棉麻、毛绒等手工纺织业；男丁
则操持耕作、栽桑养蚕、酿酒榨
油，家业越来越大。

为更好经营产业，蓝家设立了
两处商号，老马渠蓝如桂支系叫鸿
兴和，天宝观蓝兆义支系叫和义
盛。两处商号名称均带有“和”字，
代表和气生财的为商之道。

后来，蓝家大院逐渐成了蓝
家商号主要的货源供应基地，现
今大院的左侧厢房便是当年的
烧酒作坊，大院内还有榨油坊、
染坊等。

竹编工艺更是蓝家每个儿
女都必须掌握的技能。如今，大
院里还保存了当年各类作坊所
使用过的器具，如脱米用的礧
子、榨油的油槽、酿酒的发酵缸、
缫丝用的铜盆、打草鞋用的工
具、清代竹衣等。

蓝家商号经营范围广，既经
营自家作坊生产的绢丝、棉麻、
糖酒、油米等杂货，又运输贩卖
盐茶、蓝靛等大宗货物。

当时商号的经营路线，以三
台县为中心，分为东西两线，西

线走江油，东线直达隆昌、自贡，
并在三台、江油中坝、隆昌等地
设有门市，一时成为当地巨商。

蓝氏族人经商有道，江油盛
产能做染料的蓝靛，蓝家便以鸿
兴和的名义，预付蓝靛矿主货款，
将全年蓝靛买断，以供应自家染
坊，多余的则贩卖给其他商队。

蓝氏一族因商致富，人丁繁
盛。在戴老太君的主持下，蓝家
又在附近芦溪镇、塔山镇另造两
处规模一样的房屋，分别分给次
子蓝兆辉、幼子蓝兆增。

可惜的是，上述两处建筑毁
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今仅存石
安镇一处。

饮水思源，以其知有本也。
在三台开基立业后的蓝家人，时
时思念着广东故里的一草一
木。川粤两地相距 6000 里，思
乡情切的蓝氏族人不顾路途遥
远，不定期派出代表回乡省亲。

平时书信往来不断，至今蓝
家大院里还保存着许多当年川
粤两省蓝氏家族来往的信札，信
中详细地记载了彼时两地蓝家
的发展状况，既解相思之情，又
作互相劝勉。

清代移民填川历史达数百
年，不少家庭早已忘却了家族的
来源，而三台蓝氏家族近300年
来竟与原籍来往不断，这在四川
移民史上也不多见。

上世纪 80 年代，蓝家大院
居住人口一度超过200人，每户
人居不过一两间房，有人就冒出
了拆老屋建新房的念头。

幸得族中老人蓝兴足立下规
定，族人可搬家外出建房，老屋一
律不得拆毁，只许将之兑换或卖
给本族人，蓝家大院才得以保留
原样。

改革开放后，逐渐富裕起来
的蓝氏后人没有忘记祖宅。为
使蓝家大院保存完整，族人自动
放弃房屋所有权，配合家族管委
会，拆除了临时建筑，使得大院
原貌基本恢复。大院立足天宝
观近 300 年，虽不致毁坏，但也
残破不堪。为更好保护大院，在
蓝天的带头倡导下，蓝氏族人纷
纷倾囊相助，捐款捐物超过百万
元修缮祖屋。

蓝家大院除建筑格局独特
外，其内藏的各类器物、精美的
木刻珍品以及丰富的历史内涵，
已使之俨然成为一座客家民俗
博物馆。

为重现大院盛景，蓝氏族人
将以前使用的各类农耕器具、生
活用具、商业器具，纷纷捐赠到
祖屋。

他们还还原了蚕房、染坊、
烧坊、榨油坊等生产空间，将传
统的油榨工具、擂子、石磨、纺
车、簸箕、箩篼、气死猫儿（一种
装腊肉的竹编器具）、雕花床、太
师椅、八仙桌、官轿、箱子、柜子
等一一陈列，供人参观。

其中，大院中所藏的5张雕
花描金大床更是精品。这些花
板床上刻人物、鸟兽、花草图案
上千。圆雕、透雕、浮雕、线雕、
题刻、绘画等技艺纷呈。

雕刻图案呈现出祥瑞吉利、
昌盛繁荣的意境，如龙凤呈祥、
双凤朝阳、金线麒麟、梅兰竹菊、
花开富贵、牡丹宝瓶、八仙过海、
琴棋书画、天官赐福、天赐良缘、
文武状元、五子登科、才子佳人
等，给人以美的享受。

其中一张百兽人物万工床，
整床为全围式，床体门罩达5层，
大床分两进，每进雀替处均饰有

双凤朝阳，工艺奢繁，金碧辉煌。
大床汇集多种雕刻技法，雕

刻人物故事、花鸟虫兽等祥瑞图
案上百幅，再用大漆、朱砂、金粉等
漆绘贴饰，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足
见当年蓝氏家族的繁荣盛况。

另一张则更别具一格，乃是
中西合璧的产物。

床顶顶帽呈巴洛克式拱卷
形，正中却雕刻着抱桃寿星图
案。每幅木雕外侧，饰以繁复线
条，几何造型清新典雅。

大床分为三进，寓意连升三
级，又富有东方哲理。此床造型
别致，寓意吉祥，可谓匠心独具。

更有意思和令人称奇的是，
在众多花草鸟兽图案中，竟隐藏
着两幅西洋浮雕。木雕描绘了
天主教历史上两件意义非凡的
大事。一幅是“耶稣诞生”，另一
幅为“耶稣显圣容”。

此床乃是民国晚期族中一
位私塾先生购买来的。一般来
说，旧时乡间相当保守，对信洋
教者多有歧视。如果不信教，家
中存放跟西洋教会有关的物件，
也是犯大忌的。时至今日，蓝家
也无人信教，可见当年蓝氏族人
对西洋文化开放接纳的态度，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民国年间
中西文化的交流情况。

戴氏祖婆画像。

蓝家大院珍藏的两层千
工床。

“耶稣诞生”浮雕。

“和义盛”牌匾 。

清朝竹衣，夏天贴身穿在
内，外穿丝绸长衫，不至于出
汗粘住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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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填川蓝氏族人与蓝家大院

中西合璧中式床上有西洋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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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家大院上厅，也就是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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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家大院中厅。

为帮助市民恢复口腔健康，
本月特联合知名种植体厂家及
相关合作单位，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口腔健康援助：种植牙免费
送，做牙援助（共100个名额），
免费为市民提供口腔全套检
查。本次援助力度大、涵盖范围
广、受益人群多，凡全口半口缺
牙、单颗缺牙、牙松动、假牙不
适、烤瓷牙失败的市民均可拨热
线028-96111报名预约。

做牙援助，免费送种植牙
很多市民想知道种植牙是

怎样做的？想知道种牙痛不
痛？均可拨电话96111咨询了
解。援助当日，免费送种植牙。
对于饱受缺牙痛苦和劣质假牙
折磨的市民来说，这是一次极佳
的改变现状的机会！此外，进口

树脂补牙、拔牙也专享援助。
告别活动牙，种植牙可用40年

在过去，活动假牙和烤瓷
牙是缺牙常见的治疗方案，但
假牙不好用的问题成为普遍现
象。而种植牙咀嚼力媲美真
牙，可使用40年甚至更久，缺哪
颗种哪颗，对邻牙无损。半口、
全口缺牙的市民，种植2颗/4颗
可恢复。
爱牙行动：全家人免费口腔筛查

在9.20全国爱牙日来临之
际，特面向所有市民，推出全家
人7项数字化三维立体口腔筛
查，全额免费：含挂号、CT拍
片、曲面断层全景片、口腔基础
检查在内。为有序安排，每日
限前20名，以拨打028-96111
报名的顺序为准。

还在为缺牙烦恼？全城启动做牙援助

扫码上封面新
闻，了解客家民居
的活化石。

9月11日晚6点20分，四川画坛再失一位
重量级名家。四川中国画学会顾问、四川美
协人物画专委会顾问、著名画家沈道鸿因病
去世，享年71岁。

当晚，其女儿沈莘发文悼念父亲：“因为突
发脑溢血的缘故，他没有知觉、没有痛苦。是
的，爸爸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沈老
的突然离去也让不少本土画家感到意外和吃
惊，画家李国麟为沈老写的挽联是：道鸿搁笔
驾鹤西去不复回，锦城哀呜画坛从此失一色。

生前留遗言：不要墓地骨灰撒河里

在四川国画界，若论人物画领军者，沈道
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主攻人物画，
旁及花鸟和山水。其作品注重意境、艺术技
巧和思想深度，将人生体验、理想和中国文化
积沉浑融，无迹而发。他擅作巨制宏卷，亦擅
长点染尺幅，铺排聚敛自如；惯用羊毫中锋，
月影穿潭、风行水面、自然成纹；笔力含而不

露，于具象透弥出意识的抽象，以及既出世亦
入世的两种情感态度。其笔下之古代和现代
人物寄寓远大，格调高华，气象恢宏。被誉为
一位有能力建构艺术殿堂，同时亦能甘守寂
寞的艺术家。

“爸爸乐观豁达，他早就和妈妈商定好了
身后事。不要墓地，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一
条可以通向大海的河里。他说了，他要静悄
悄地走，不要打扰任何人……我爸爸总说自
己是一堵沉默的墙，好吧，我们就尊重他的意
愿，让这堵沉默的墙，继续沉默。但是，我和
妈妈知道握在爸爸手中的那支笔，一刻都没
有停歇，我们还能听到笔在宣纸上沙沙作
响。”沈莘在悼文里深情写道。

成名不容易：全靠勤奋天赋及热爱

沈道鸿自幼家境困难，童年经历过不少
磨难，能够成为名家全靠勤奋、天赋以及对艺
术赤子般的热爱。他曾写过一篇自述：“无师

无门，我开始自学油画。素描、色彩、写生，每
一个环节无不错位。早期更多触摸的是西方
绘画。第一次创作选入四川省美展的作品即
是油画。后来自学中国水墨画，对中国绘画
传统的研究亦是十多年后对中国文化参悟后
的又一历程。”

沈道鸿的中国人物画打破了传统素描与墨
线的困局，集结了无畏的探索，拓展出有力的空
间，把自己的才情、性格、审美以及对生命的认
知，以不容置疑的造型，更新了传统人物画并撕
开了一道口子。他的人物画作品以极其精微写
实的笔触表现出萨特存在主义的现实题材，不
拘泥于中国，放眼世界，完全凸显出一位杰出艺
术家宏阔的眼界与精湛不朽的艺术内涵。

早年，沈道鸿的一幅《达摩面壁》曾让原中
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国画大
家叶浅予惊叹不已，叶老曾评价：沈道鸿的《达
摩面壁》体现了画家对达摩个性的新认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著名画家沈道鸿去世
这堵“沉默的墙”永远屹立在巴蜀画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