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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 

的營造與保護 
 

關傳友 

（皖西學院皖西文化藝術中心） 

 

摘要 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起源於先秦時期的墓地植樹，秦漢以後隨著風水理論體系

的確立而形成。明清受程朱理學推崇風水理論的影響及風水術的氾濫，營造和保護墓

地風水林已成為華北地區社會各階層人的普遍共識和行為。華北墓地風水林客觀上培

養了古代人種植和保護森林的習慣，發揮了巨大的區域生態效應。 

 

關鍵詞：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種植，保護。 

 

 

一、前言 

墓地風水林是古代人在墳園墓地周圍栽培或天然保護的林木，其作用是為蔭護地

脈，彌補墓地景觀的某些不足。受風水研究熱的影響，墓地風水林的研究也受到學界

的關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楊國榮《關於中國傳統林業遺存——風水林的歷史

文化初探》1、郭風平等《中國古代陵寢樹木文化整理研究》2、曾雄生《土葬習俗中的

農業歷史觀》3和筆者《中國古代風水林探析》4論文及《風水景觀——風水林的文化解

讀》5專著等，都是對中國墓地風水林的宏觀探討，但專門探討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

的，則未見報導。筆者根據實地考察和文獻資料對明清時期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的營

造與保護，進行探討，敬請諸方家指教。 

 

二、明代以前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的回顧 

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的種植和保護最早可上溯到先秦時期，春秋魯人孔子埋葬之

時，就在其墓地植樹，南朝宋裴駰《史記・孔子世家》集解說：｢孔子塚，去城一里，

塚塋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 塚塋中樹以百數，皆異

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

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戰國策》卷十一載：「昔者秦攻齊，令

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而樵採者，死不赦！」這當是出於對先賢的敬仰，與風水無關。 

秦漢以後風水理論的產生並盛行，種植保護墓地之一草一木，皆關乎後代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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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業經濟問題》（福州）1999 年，第 6 期，將墓地風水林視為傳統林業的說法不妥。 
2 《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 年，第 3 期，陵寢為皇家墓地的專用名詞，將所有墓

地林木視為陵寢樹木，很顯然是概念模糊，不夠恰當。 
3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2010 年，第 43 卷第 5 期。 
4 《農業考古》（南昌）2002 年，第 3 期。 
5 東南大學出版社（南京），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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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一旦被損，就會造成子孫不蕃。北宋李思聰《堪輿總索雜著》說：「樹木榮盛可徵

山有氣至，朱侍郎祝禧寺祖塋，先是植木皆枯，人疑為不祥。乙未前，樹木或皆蔥茜

如油，公發大魁。」所以秦漢後華北地區的歷代人都重視營造和保護墓地風水林。《鳴

條古柏錄存》碑稱山西運城鳴條崗舜帝陵自秦漢時就遍植柏樹，「陵垣內大柏五十餘

株，皆數十圍，而南下長坂夾道兩夫妻柏不與焉。肅深古茂，幾千年物，凡所以護帝

陵，表聖蹟也。」清光緒二十六年碑文撰者不華子杜居實統計稱：「今約計柏數，五十

餘圍者五，四十餘圍者八，二三十圍者十。神道兩旁，俗名夫妻柏者二，以其陰陽相

抱，故父老相傳，古是有名。」6漢末陳琳《為袁紹檄豫州》說漢梁孝王墳陵尊顯，「桑

梓松柏，猶宜肅恭」。《上黨郡志》載「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云葬焉，諸生

遵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家，松三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為令狐

墓。」令狐徵君即令狐茂，為漢武帝時名士，其學生以植松樹標榜其高潔品性。《晉

書》載「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母喪，在母墳地種植松柏無數。《魏書．甄琛傳》載

「琛母服未闕，复喪父，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

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山東夏津城西白馬湖鄉崔樓的崔家林，為北魏名臣崔

光、崔鴻的墓地，曾植松柏近 300 株。7 北齊時一次就在孔子墓地種植松柏樹六百株。

《唐書．列女傳》載汴女李氏葬母，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官府旌表之，「詔樹闕

門閭」。北宋韓琦《寒食親拜二墳，因誡子侄》提到河南相州（今安陽市）其父、祖墳

地是「松楸各萬株，崗勢擁城府」。 

唐代帝王陵地種植柏樹，周圍並築圍牆，稱為「柏城」。唐白居易《長慶集四·陵

園妾詩》有「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蕭」詩句道及。北宋皇帝陵寢在今河南

鞏縣，陵上所植柏樹成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九載：「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

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

有岡阜不甚高，互為形勢，自永安縣（今鞏縣芝田鎮）西坡上觀（永）安、（永）昌、

（永）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

掌，計一百十三頃，方二十里云。」 

唐宋時期重視保護華北墓地風水林。《國朝雜記》載：「唐武后將如洛，至閿鄉

東，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騎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樵採者所

苦，聞大駕至，故來求哀。後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荊棘森然。」死者影響生者當

是基於風水理論，反映了當時華北地區已存在著禁止砍伐風水林的風水思想。《唐律疏

義·賊盜》中有：「諸盜園陵內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一百」的

法律條文，宋代就曾多次發布「諸如諸陵側近林木禁樵採詔」一類的詔書，以確保本

朝和前朝華北地區皇家陵地的風水林不被破壞和砍伐。 

兩宋理學家的風水之說對以後墓地風水林營造和保護產生了極致影響。北宋理學

家程頤說：「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

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何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

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8南宋理學家朱熹深信「葬先蔭後

論」，很重視墓地風水林的種植實踐，在徽州婺源其四世祖母墓植杉二十株，今尚存古

杉十六株，是國內目前較為罕見的古杉樹群。南宋王十朋為「化子孫」而寫就的《家

政集》，對保護墳墓風水林有具體的要求。他認為「墳墓者，祖先體魂所歸之地，神魂

所憑之宅也，為子孫者不可不保守焉。」保護墓上的樹木，就是保護墳墓，所以「墳有

樹木，當封植保惜。」他提出：不可砍伐為「屋宇材器之用」，用來建房屋，「必不吉

                                                        
6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五十六。 
7 劉承智：〈夏津古樹漫話〉，《德州晚報》2010-11-09（15）。 
8 《河南二程全書》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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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賣墓樹「求錢財以利益其家」，賣墳樹之人是「不肖子孫」，未制止族人、

「分其所伐之木」、「分其所得之價」者，雖未直接砍樹，但「不孝之罪與之等焉」；不

能捐給寺院以求福，有些人「以墳墓木舍歸佛寺造宮殿堂宇，以求福田利益」因「所

舍之木必是成材合抱，可為梁棟之用者，幹修根鉅，枝盛葉茂，其木僵倒之時，縱橫

數畝之地，必毀傷墳墓，震驚骸骨，使浮魂不安於九泉之下。」這樣也是不孝行為，

「祖宗既不佑，福田從何而得耶」；不能砍伐別人墳上的樹木，「以利一己之用」，這樣

「必虧損陰德，殃及子孫」。9這些理論和實踐成為華北地區明清人營造和保護墓地風

水林的基礎和效仿榜樣。 

 

三、明清時期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的營造 

墓地以風水為重，蔭護以樹木為詵。明清華北地區風水術氾濫，風水活動遍及於

皇家和民間社會各階層，人們十分酷信風水，不僅慎重選擇墓地，且大力種植墓地風

水林。 

明清兩朝定都北京，皇家陵寢位於京畿周圍的直隸之地，為確保皇家的江山永

固，刻意在陵寢周圍種植大面積風水林。明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位葬於北京昌平天壽山

南麓的皇帝陵寢的總稱，陵園內外遍植松柏風水林。據《明史．刑法志》載當時朝廷

採取植樹贖罪的方法，「發天壽山種樹贖罪者：死罪終身；徒、流各年限；杖，五百

株；笞，一百株。」動用犯人種植皇陵風水林。目前十三陵陵區範圍內在冊的一、二級

古樹有 4,000 餘株，按照陵園的自然分布劃為十三個古樹群，主要以油松、側柏為主。 

清朝皇帝從利於皇家江山萬代的風水學角度考慮，選擇四季常青的松柏為風水樹

種，以之「映襯山脈，合匯陰陽」，視為「江山永固，萬代千秋」的象徵，在選擇好萬

年吉壤後，陵區風水林種植便是陵寢營建的重要工程之一。規定神道兩側「十株為

行，各間三丈」稱「儀樹」，再外側大面積遍植松樹稱「海樹」，使風水禁地成為莽莽

林海，以便「形勢理氣」。清廷設有專門的「樹戶」，負責風水樹木的種植管理。河北

遵化的清東陵十多里長的「神道」，兩側各種植十行紫柏「儀樹」，共計 43,660 株；在

各座陵寢的寶山（後靠山）、砂山（兩翼砂山）、平原、路旁遍植松柏「海樹」。景陵

（康熙陵）植儀樹 29,500 株，裕陵（乾隆陵）植 11,007 株，定陵（咸豐陵）植 11,848

株；從皇帝陵通向皇后陵的神路，也都植滿儀樹。慈禧定東陵就植有松樹 10,234 株，

其他妃陵也各植儀樹。整個清東陵共植有儀樹 20 萬株，海樹近千萬株。10河北易縣清

西陵自雍正帝開始便遍植風水林，據清宮有關檔案記載，嘉慶二十五年昌陵補種松樹

3,080 棵；道光元年昌陵補栽松樹 3,000 多棵；道光十三年整個陵區補栽松樹 11,370

棵。清末梁鼎芬在光緒帝崇陵區內種植了 40,601 株松柏等樹。至清末，西陵登記在冊

的古松樹就達 20 多萬株，整個陵區是一望無際的綠色「翠海」。清西陵現存有古油松

風水林 2 萬多株，還有很多古柏樹（植在寶頂上）以及少量的古白皮松、古云杉等，

是華北地區面積最大的古松林，馳名於世。 

明清華北王公貴族的墓地也盛植風水林。濟南長清青崖山是明朱見潾等六代德王

的墓地，建陵時大面積種植杏樹為風水林。北京豐台長辛店太子峪為明代某太子的陵

墓，建陵時種植了大片墓地風水林，現存有 71 株古樹，佔地 1.4 公頃，其中白皮松 9

株，油松 9 株，側柏 53 株，現為豐台唯一的古樹群。河南新鄉鳳凰山是明藩王潞王的

墓地——潞王陵，建墓時遍植松柏風水林，雖經歷代砍伐，至今墓地仍保留有不少松

柏古樹。 

                                                        
9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家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8 年，頁 1038—1039。 
10  劉策等：《中國古典名園》，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1984，頁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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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王爺共有 240 多位，其死後園寢內均營造風水林，周圍遍種松柏等樹。據

馮其利、周莎《重訪清代王爺墳》11統計目前尚存 87 處，分布於北京、河北、天津等

地，在建墓時均種植風水林。如北京西郊白石橋鄭王墳，墓地種植了大片的風水林，

目前尚存數株古樹。京西香山門頭村禮王墳墓風水林曾被民國政府列為十三處保護區

之一，但多毀於日偽政權時期。門頭溝妙峰山肅王墳（現為二六八醫院）建墓時廣植

松柏、白皮松等樹，現尚存古樹 43 株。清康熙十三子、怡親王允祥墓地位於河北淶水

縣，600 餘畝的陵區內遍植松柏 6 萬餘株。昌平白洋溝五峰山是清乾隆十七子慶王永璘

的家族墓園，陵園遍種松柏風水林，現尚有古柏樹百餘棵、白皮松 30 多棵。嘉慶皇帝

四子瑞懷親王墓在石景山，種植有大量的馬尾松、白皮松等風水林，至今整個墓地松

柏成蔭，環境清秀。西山妙高峰七王墳是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奕譞和福晉的墓地，

整個墓地遍植白皮松，蔥翠茂密。 

明清在歷代先賢的墓地也種植大片風水林。明清孔林大規模種植風水林就有五

次，明成化七年和萬曆二十二年各植樹 1,000 多株；清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五十四年、

道光二十八年又植樹 32,700 餘株，如今孔林內有樹 10 萬多株，其中古樹尚有 3 萬餘

株，形成了古木參天、遮天蔽日的森林景觀。孟林位於山東鄒縣，明朱觀烶《重建亞

聖林享堂記》碑稱明嘉靖四十一年鄒縣令、青陽人章時鸞督諭並帶領孟氏族人在孟子

墓地「樹柏檜三千餘株」。12明代著名文人薛瑄曾有「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

煙」詩句稱頌孟林的風水林景觀。《山東通志》載明成化初，山東守臣於曾參墓地「封

樹丘陵，…… 路旁松柏樹木繚以周垣」。河南洛陽關林自明萬曆年間植柏樹為風水

林，現風水林存有古柏 800 餘株。 

華北官宦之家注重種植風水林蔭庇墓地風水。據劉承智稱「建國前，夏津尚有墓

地林數處。城西北 3 華里處的郭家林，為明代二品大員郭四維墓地，植有合抱之木 200

餘株。城東 30 華里張官屯滕氏墓地林，約有古樹 500 餘株。以上兩林均在 1958 年被

伐盡。城東 4 華里處杜家林，佔地 20 餘畝，植有古柏 200 餘株，1963 年被伐盡。」13

明萬曆朝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於慎行的墓地在山東平陰縣洪範龍池，墓

地周圍種植了大片松柏風水林，還植有萬曆皇帝所賜白皮松 63 株，現尚存 44 株。清

河南焦作《劉氏宗譜》所收「貤贈文林郎劉十四公墓」碑文稱其後代於康熙四十四年

在其「塋西內培柏樹」。14清乾隆時兩任荊州將軍德敏的東直門外東壩北墓地，周圍植

樹 300 餘株。15清末重臣張之洞墓地在河北南皮縣的張氏墓園，墓園種植了大面積的風

水林，當時還僱請專人看管墓地及風水林。 

華北普通民眾的墓地也種植有一定數量的風水林，一般僅有一畝以至十數畝。山

東無棣縣車王鎮范氏宗族的祖墳地有一片古柏樹林，據碑文載植於晚明，現古柏尚存

30 多棵，呈自然院落排列。16 山東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東是蒲松齡家族的墓

地，內植柏樹為風水林，現存有古柏樹 37 株。河北豐潤董氏祖塋樹木森然，青蔥蔚

起，但後漸消枯，族人乃於乾隆十八年公議各出資財，培植樹木。山西洪洞城南 13 里

處豎虞士墓碑文稱，清康熙時，「共植松柏一百五十株」17。山西陽城縣北留鎮《陳氏

                                                        
11 馮其利、周莎：《重訪清代王爺墳》，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2007 年。 
12 劉培桂：《孟子林廟歷代石刻集》卷四，濟南書社（濟南），2005 年。 
13 劉承智：〈夏津古樹漫話〉。 
14 張玉潔、林中園、張青：《洪洞古大槐樹志》，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8 年，頁 84。 
15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塋地與祭田——依據碑刻進行的考察〉，《清史論叢》第 2001 年

號，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北京），2001 年。 
16 郭笑、劉靜：〈百年柏樹林，自然成院落〉，《魯北晚報》2013.04.11。 
17 翟旺、段貴書：《太嶽山區森林與生態史》，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太原），1996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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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祖塋碑記》稱該鎮有郭峪中道莊七里許虞家山為陳氏祖塋，清順治十一年墓主後

人昌期植樹 40 株、奮志植樹 10 株。18河北邢台南宮《白氏族譜》（又名《尚書世家》）

載白氏祖墳原有松柏一林，因無力培植，經合族首事議決，將百株枯死松柏樹出賣，

得價補種楊樹，去舊換新。信仰伊斯蘭教的回人也在墓地種植風水林，如北京昌平城

東何營村「篩海墳」，是伊斯蘭先賢伯哈智墓地，墓地面積 10 畝左右，墓地風水林是

明清兩代回族民眾祭墓所植。19 

明清華北墓地種植的風水林樹種，除松、柏樹外，還有梧桐、楸樹、梓樹、香

椿、臭椿、榆樹、楊樹、柳樹、棗樹、栗樹、柿樹、黃連木等種類。但民間種植最多

的則是楊柳樹，明謝肇淛《五雜俎》云：「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

種白楊。白楊即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

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就連皇帝陵寢也植白楊，明蔣一葵《長安客話》載金

山口景泰帝陵墓，是「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20無

獨有偶，今山西長子縣在人死後，要在墳地上栽植楊柳樹，女死在墳地上栽種柳樹，

男死則種楊樹。這種習俗無疑是古代的遺意。 

 

四、明清華北地區對墓地風水林的保護 

墳墓乃「先體之所藏」，所以明清人都對墓地風水林施以保護措施，禁止砍伐和破

壞。明清墓地風水林保護最為嚴厲的則是皇家陵園風水林。《大明律•盜園陵樹木》規

定：「凡盜園陵內樹木者，皆杖一百，徒二年。若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杖八十。若計

贓重於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21《大清律例•盜園陵樹木》也有相同規定。 

雖嚴刑峻法，也難以遏止偷盜者的貪婪之心。《明實錄》載明廷嚴厲處置了多起偷

伐十三陵風水林的事件，如宣德七年、正統二年、正統六年、正統八年、正統九年、

成化十六年、嘉靖七年、嘉靖十年、嘉靖十一年、嘉靖十七年等，偷伐者和監守自盜

的守衛官員都受到了嚴厲懲處，足見對陵寢風水林保護的嚴酷程度。清代十三陵風水

林也依然受到朝廷的保護，如順治六年十月頒布諭旨：「禁伐昌平故明陵寢樹木」；22同

治六年九月與七年四月，兩次下旨「禁止砍伐明陵樹木」。23 

清代也十分重視陵寢風水林的保護管理，建立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針對風水

陵樹的狀況，詳細造冊，建有專門的檔案。於每年霜降前，將各段樹株一一查明，呈

報給陵寢總理守護大臣存查。如發現其中有舞弊行為則將「監視各員一併參處」。清廷

為護衛東、西陵的風水和風水林，還劃定風水禁地。清東陵以昌瑞山爲界，劃定了

「前圈」、「後龍」封禁區，「前圈」立以風水牆，「後龍」外則以木樁和界石為界。木

樁分紅、白、青三色，外沿 160 公里。每里一根，紅樁上書「風水內界」，白樁上書

「風水外界」四字，青樁掛牌一塊，上書：「後龍風水寶地，凡木樁以內軍民人等不准

越入設窰燒炭，各宜禀遵，如敢故違，嚴拿從重治罪」24。清西陵周圍也都豎有層層界

樁，並有駐軍看守，界樁內嚴禁樵採。 

「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明清華北地區的民眾刻意保護墓地風水林是

                                                        
18 張正明、科大衛、王勇紅主編：《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續一）》，頁 377—378。 
19 寧國志：〈篩海墳與護林碑〉，中共昌平縣委老幹局編：《十三陵地區風物記》，東方出版社

（北京）1994 年版。 
20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卷四，〈郊坰雜記〉、〈景帝陵〉。 
21 《大明律》卷十八，〈刑律一〉，法律出版社（北京），1999 年。 
22 清王先謙：《十朝東華錄》、〈順治六〉。 
23 清周家楣、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卷六十六，〈故事志二〉、〈時政下〉。北京古籍出版

社（北京），1987。 
24 清《遵化通誌》卷二，〈陵寝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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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共識，認為墳地風水林的生長狀態反映了家族的興衰，偷盜和砍伐，都會被視為

對祖先的不敬，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一些宗族的宗譜對此有明確的記載。河北滄州

《鄭氏族譜•原譜凡例》規定：「祖塋中柏樹為祖宗庇蔭，不許擅自斬伐，如有不肖子

孫變賣墳樹者，合族當共攻之，斷不可遠怨坐視。」清光緒《山西平定石氏族譜》的

《宗祠規條》規定：「墳中蔭樹，關係甚重。無論各股老墳新墳，倘有不成材子孫偷賣

者，查明情由，請總管並族長到祠秉公責罰。如係外姓偷伐者，祠中經理人並各股家

長查明，令其賠栽，將所伐之木歸於宗祠使用。伐一株者，補栽十株，仍令祭墳陪

禮。若不服理處，禀官究治。」25清北京曾任荊州將軍德敏的《墓碑誌》，對墓塋管理事

務作了十條規定，其中第五條規定「所栽樹木，偶有回乾，理宜補種，毋得砍伐活樹

以作炊爨，如有砍伐活樹者，準眾子孫將伊應得地租扣除補種。」26對出賣墓地風水林

木的行為給予嚴厲懲罰。 

華北一些地方在官府的支持下，立禁碑保護墓地風水林。如山西陽城縣陳氏宗族

清乾隆三十二年所立的「戒伐木碑」曰：「紫雲阡，吾祖文真公之塋。松柏蒼翠，華表

森嚴，望之蔚然深秀。已歷數十餘載，差壯觀瞻，更有聖祖皇帝挽詩碑在。塋中樹株

房舍，子若孫自應保護，世守勿替。今歲暮春，堂姪耀曾誤伐松樹一株。壽華等同堂

叔觀化公議欲鳴官究處。耀曾追悔無及，迫切服咎。華等因念一株尚微，遽行聲明，

不免傷殘，然不有勸懲誠恐由漸而長，將來效尤益甚。茲將所伐樹株變價勒石，直書

垂戒，以昭久遠。自戒之後，如有擅動一草一木者，察出送官，官以■孝昭罪。各自

凜遵勿忽。」27這是為保護宗族祖墳風水林所立的示禁碑。清末昌平回族民眾針對何營

村少數人企圖砍伐篩海墳的風水林木變價出賣，具呈「禁止砍伐，以存古蹟」的訴狀

向昌平知州禀告。經州官審理判定：「所有篩海墓前松柏樹株，不得妄議砍伐，各宜癝

遵，勿違指示。」並出具告示，勒石立碑於何家營篩海墳地。其告示內容有：「墳墓之

墓內松柏等樹，俟後不許砍伐，倘有違者，非是清真正教之人也，公同呈送查究。」使

之成為昌平一處古樹景觀。28河北井陘縣南寨立有清嘉慶七年孤娘娘墳碑，禁止砍伐祖

塋樹木，違者重罰。 

 

五、華北地區墓地風水林的效應 

明清華北地區營造和保護墓地風水林的行為，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和區域生態

效應。 

「木之茂者，神所詵」。在古人看來，墓地上所植的風水樹木，正是祖先魂靈的憑

依之所。墳墓上的一草一木都被看成與自己的祖先聯繫在一起，是因為「墳山之有樹

木，猶祖宗之有神靈。墳山之樹木榮，則祖宗之神靈安。祖宗之神靈安，則子孫之福

祥應。……木既衰，祖靈亦散，祖靈既散，則吾身之精神命脈與祖考相通而無間者，

必然危殆不安，災害百出，豈得以獨存哉！由此觀之，伐山木即所以戕祖宗，戕祖宗

而所以滅吾身矣。」29正是出於這一邏輯，古人要在墳墓上大力種植風水林木，並加以

保護，自然成為子孫後代孝敬祖宗的具體行為。如果不予保護和肆意砍伐，自當被社

會視為不孝之舉，無疑會受到社會的譴責。故在客觀上培養了古代人種植和保護森林

的習慣。 

                                                        
25 費成康主編：《中國的家法族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1998 年，頁 343。 
26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塋地與祭田——依據碑刻進行的考察〉。 
27 張正明、科大衛主編：《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第 1 輯》，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2005

年，頁 6；■為碑文缺字。 
28 寧國志：〈篩海墳與護林碑〉。 
29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齊魯書社（濟南），2006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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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墓地風水林的區域生態效應也極為顯著。墓地風水林歷經數百年，一般都形

成了混合林，極大地發揮了森林的生態效應。如清西陵區遍植的松柏林，對保護陵寢

建築物、防止水土流失起了重要作用。從泰陵到崇陵建成的 200 餘年間，從未因洪水

沖毀陵寢建築。只是到了民國年間，由於兵匪的盜伐，管理鬆弛，松林毀壞慘重，以

致造成河床淤塞，泊岸倒塌，陵區石橋有 10 多座被沖毀。30 

墓地風水林對保護生物多樣性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曲阜孔林明清時期營造的松

柏風水林，經數百年的封禁，形成了針闊葉混合林，據調查林中有木本植物 98 種，優

勢樹種有側柏、圓柏、麻櫟和黃連木，其他常見樹木還有油松、槐樹、銀杏、毛白

楊、楝樹、旱柳、皂莢樹、臭椿、香椿、杏、棗、柿樹等，呈喬灌藤、針闊雜混生的

繁榮盛景。孔林內草本藥用植物還多達 150 餘種。31清東陵所劃定的「後龍」封禁區，

歷經近 300 年的封禁，使得「後龍」霧靈山成為森林茂密的風景秀麗之地，被譽為

「華北物種基因庫」和「京東綠色明珠」，現已被闢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六里坪列入

國家級森林公園。 

墓地風水林的景觀效應也很顯著。華北墓地風水林都受到嚴加保護，墓地一般會

成為植被覆蓋最好的地方，許多到過中國的外國人對此卻印象深刻。英國的阿綺波

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穿藍色長袍的國度》書所說：「我發現，與中國北方一

樣，這裡唯一可以住人的地方就是墳墓。只有墳墓可以在樹木的庇護下免受風吹日

曬。」現今留存的墓地風水林無疑已成為風景資源的典型代表，風水林木一般枝體蒼

勁、奇姿異態，與周圍的建築構成別具一格的園林風貌景觀，集科學、歷史、觀賞、

文化價值於一身，吸引了千千萬萬的人們去遊覽，已成為寶貴的旅遊資源，具有旅遊

觀光價值。許多保存相對完好的墓地風水林景觀現已被規劃、建設列為國家級、省級

風景名勝區和森林公園，如曲阜孔林、清東陵和清西陵、明十三陵等陵園風景名勝

區，都是中國重要的風景名勝區，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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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ed and Protection of The Cemetery Fenshui Forests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in North China 

 

Chuanyou Guan 

（West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Cemetery Fengshui forests in North China area originated in the churchyard 

planting the Qin Ago Dynasty.The Qin and Han Dynasty aft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Fengshui the formation of the Fenshui forests.Neo-Confucianism 

respected by the influence of Fengshui the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and proliferation 

of fengshui,builded and protection of the cemetery Fenshui forests has become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uman the consensus and behavior of North China area.Objectively, It is the ancient 

culture of people planting and protecting forests habits, played a huge area of ecological 

effects. 

 

Keywords: North China Area, Cemetery, Fengshui Forests, Planting, Prot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