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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04

在保护中实现传承发展

记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

方案》提出“六大原则”和“十五项任

务”，强调要注重保护、体现特色。

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

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

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

风貌。请您就传承优秀乡村文化，

推进乡村振兴，谈谈保护传统村落

的重要意义。

陈兴义：中国传统村落，一般
指落村时间较早，建筑环境、建筑
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
有独特的民俗民风。入选中国传
统村落有一定的条件，即历史文化
积淀较为深厚、选址格局肌理保存
较完整、传统建筑具有一定保护价
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良好、村

落活态保护基础好等。传统村落
的价值是多元且不可替代的。传
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
民族地域特色，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 55项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大都与传统村落的
密集区高度契合，1300多项国家级
非遗和7000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
大部分都在传统村落里。做好传统
村落的保护工作对传承文化、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等具
有重要意义。另外，现代人需要亲
近自然的生活，相对简单的社会关
系和稳定的心理预期，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乡愁”，而传统村落，有优
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是留住乡愁的主要承载地。

□李广锋

河南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截至目
前，五批次共计入选20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
落，是河南农耕文明的精华和重要遗产。它们的入选，印
证了河南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史，其中多个传统村落保存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高水准、重量级历史遗迹。传统
村落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空间资源，对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和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维度下的传统村落格局

不同历史时期的河南传统村落，在空间特征分布上有
很大的差异。河南的20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中，形成于元
代以前的有 75个，形成于明代的有 79个，形成于清代的
有 51个。元代及以前，河南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呈现一
心一带的格局，“一个核心”为中原腹地的嵩山文化区，“一
带”是豫晋边界的太行山、王屋山地区；明代时期，河南传
统村落的基本格局形成，传统村落分布向豫北太行山和豫
中嵩山地区集中，豫北和豫中两个核心集聚已经形成，豫
南大别山地区组团已见雏形；至清代，传统村落的三个核
心集聚组团基本形成，豫南大别山组团的传统村落集聚加
强。清代时期，传统村落很少向豫中嵩山区增加，重点偏
向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地区和湖北交界地大别山地区。这
可能是清代后期至近代长期战乱，传统村落向能隐蔽的山
区、且具有交通方便的文化特色山区集聚。而豫中地域分
区中，不断遭受兵燹之灾，位于山区、平原交错地带，历来
是战乱、兵家必争之地。《郑县志》中记载“郑县地当孔道邑
处冲繁，值满清入关之后，遭明季兵燹”，村落遭受到了巨
大的破坏。

传统村落空间集聚特征形成原因

河南省传统村落三大集聚片区中，豫北集聚核心区的
分布特征有三个：第一，南太行的林州传统村落多是依山
而建，接近谷底，造就了浓厚地域特色的石头村落，如漏子
头、草庙村、朝阳村等；第二，淇县、辉县和卫辉三县交界区
域，整个村落形态粗犷，地域材料使用丰富，如狮豹头村、
纣王殿村、水磨村等；第三，新乡、濮阳交会之处，距离京畿
之地相对较近，交通便利，开明乡绅在村落建设中起主导
作用，且豫北南太行占“太行八陉”中的三个，如“白陉官
道”等，因此豫北片区传统村落的形成与交通要道分不开。

豫中集聚核心区分布特征比较集中，主要在郏县、宝
丰、汝州和禹州等区域。该区域位于环嵩山地域带，自古
以来是村落形成的密集区域、中华文明起源和文化大融合
的核心区域之一。嵩山以其山体大小适中，山中夹有较广
的低丘与盆地，地貌以平原、浅山为主、水网发达，黄土台
地广布等而利于人类生存。

豫南集聚区主要位于信阳的光山、新县、商城县，处于
南北地理的分界地带。历史上豫南部分地区隶属湖北省，
如信阳的新县南部分别归属湖北省黄安县与麻城市，信阳
是河南及北方通往武汉及南方的重要通道，地缘关系密
切。在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人口大迁徙
运动在我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之后清政府强迫浙江、福建、
广东等地居民内迁，以达到隔离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及其他
反清力量联系的目的，这也造成了两湖等地客家人的大量
分布，信阳也是这次迁徙运动的影响区域。此外，清末武
汉开埠也是豫南传统村落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豫
南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与景观因子与豫中和豫北迥然不同，是“一个南北文
化的过渡地带，兼容南北文化”，受到天中文化和楚文化的综合影响。

保护的基本原则及思路

基于类型和地域特性进行有序开发。豫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大都分布在大
别山深处等现代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的地区，有的甚至位于山顶，并且呈现大面积
荒废的趋势，但风景优美秀丽，红色资源丰富；豫西的窑洞传统村落也面临类似
境况；豫中离中心城市较近，有地理优势，但破坏严重；豫北地区善于利用石材建
造房屋，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石头建筑群。传统村落建筑整体布局多是
因山就势，层次错落，完美结合所处自然环境，处处彰显着非凡的劳动智慧。河
南的传统村落地域特征明显侧重点各不相同，还有的传统村落物质遗产衰落但
非物质遗产灿烂，例如，温县的太极之乡陈家沟。因此对传统村落的旅游需要进
行深入特色分析，并不是所有传统村落都适合搞乡村旅游等活化活动。应根据
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制定不同的保护策略与措施，尽量做到因地制宜。

培育典型样板发挥引导示范效应。从传统村落中遴选具有典型性和示
范性的村落，倾力打造高质量的乡村旅游示范基地，针对不同地域特色，注重
文化内涵，形成和扩大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品牌的带动辐射效能。乡村旅游是
传统村落“活化”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对乡村商业活动、民居修复、乡愁文化传
承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焦作的“老家莫沟”。特别是在当前国家特
色小镇与乡村振兴大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成为传统村落延续生命活力的良
好助推剂。但在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活动中，应控制好“度”，防止古民居、庙、
塔、寺、观等历史文化元素遭到破坏，量力而行，慎重而为。

以模式化取得保护实效。一些不具备乡村旅游开发条件或不宜进行大
规模旅游开发的传统村落，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针对河南传统村落具体
实际，可采取三类保护模式：社区营建式，抢救性修复与文博遗址展示式，复
合式。第一，社区营建式。主要是指恢复传统村落的历史记忆，唤起原住村
民的主动保护意识并留下来继续居住，可采取旧村更新或保留旧村、新建新
社区的方法，最终目的是使社区活化，从而实现传统村落保护起到综合保护
的效应。第二，抢救性修复与文博遗址展示式。对保留有典型传统民居或有
一定规模文化遗址的传统村落，可采取此类模式，进行抢救性修复与文博展
示，主要目的在于文化宣传、文博教育与科普、科学研究等，而非营利性的乡
村旅游。第三，复合式。对本来基础较好的传统村落，可以采取复合式的保
护模式，将乡村旅游、社区营建、文博展示结合起来。

以底线思维和可持续思维延续文化命脉。在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活动中，
应坚持两点，一是底线思维。应防止“拆真文化、建假文化”现象出现，也就是
坚持物质遗产的原真性。二是可持续思维。传统村落最大的价值，就是其承
载的地域文化内涵。无论何种保护模式，脱离
掉文化，都很难实现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对
传统村落所承载的地域文化进行合理的挖掘
与修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根本和命脉。而古
民居等物质要素仅仅是地域文化空间的载体，
应合理看待。不等于有了古民居，传统村落就
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与利用。⑩4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融自然山水、道德传统、民俗民风、建筑美学于一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

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旅游等价值。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强

调要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如何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我们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解读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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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村落在活化中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李 力
嘉宾 陈兴义 河南理工大学中原传统村落建筑文化

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黄山市出台多个文件，完善政策法
规体系，对所有名镇、名村、名街均完成
了保护规划，坚持清单管理。创新做好
古民居的认购、认领、认租工作，建立古
民居产权转让平台和机制，打通社会力
量参与古民居保护利用的通道。黄山
市每年游客接待量中，以古村落为主体
的文化旅游占七成以上。

通过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
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多种方式，统
筹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设立黄山徽文化基金，引导
发展以徽州四雕、文房四宝等为代表

的传统技艺类徽文化产业企业入驻园
区、集群发展，推动形成以民间非遗博
物馆为主包括专题博物馆和非遗展示
中心的多形式保护格局，打造“幢幢有
故事、村村有文化”的古村落文化风景
线。

盘活传统村落的景观、历史和文
化资源，打造一批繁荣农村、富裕农民
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以传统古村落为
依托，目前黄山市已形成黟县西递宏
村、黄山汤口、休宁祖源、屯溪老街、徽
州区西溪南等一批民宿集群。通过推
行“旅游+”“生态+”等模式，黄山市深

度盘活传统村落资源，推进农业、林业
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
合，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
生养老、农耕体验、农业创意、乡村手
工艺等产业，打造一批繁荣农村、富裕
农民的新业态。

借鉴传统村落的建筑理念和经典
符号，赋能美丽乡村建设。黄山市通过
持续实施“保徽、建徽、改徽”工程，提炼
精选“粉墙、黛瓦、马头墙”和“徽州十
古”等一批凸显徽派建筑特色的经典性
元素和标志性符号，与大好山水一同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特色小镇建设规划和

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并广泛应用于城市
广场、园林、街道等公共空间，营造出

“精巧、雅致、生态、徽韵”的城乡整体风
貌。

汲取乡风民俗，为乡村文明建设提
供精神动能。皖南村落文化底蕴深厚，
承载着乡规民约、宗教礼仪、风俗习惯、
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这些是村落的
灵魂、血液和根脉。在多个传统村落，
木雕、砖雕上多有孝道文化故事；悬挂
在显要位置的楹联，诉说流传百年的家
风家教，利用这些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守
护文化根脉，重振乡村精神。⑩4

传统村落保护应强调“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比一般的“修旧如旧”更高

一个层次。具体应遵循“四性、五原

则”：“四性”就是原真性、完整性、可读

取性和可持续性；“五原则”就是原材

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

保护传统村落，应注重周边环境保护的

完整性，使文化细节可以自如地被读

取，最终这样的传统村落保护一定能

“留下人，也留住心”。

——阮仪三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才能留下人留住心

一 是 全 社 会 参 与 。 在 如 今 的

互联网+时代，传统村落保护不能

局限在政府和专家之间，应让全社

会参与进来，鼓励更多的非遗手艺

人将传统文化通过互联网传播出

去，宣传村落特色。二是资金扶持

要有针对性。现行的对传统村落

固定金额拨款扶持方式是不可维

持的。每个村庄的特点不同，需求

不同，应该差别化对待，确保资金

用到实处。三是鼓励企业家认领

古村落建筑物，并建立追责制度。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欧洲国家有一

元钱认领城堡的案例，鼓励私人企

业和个人投资保护遗产，负责维护

和 建 设 ，值 得 借 鉴 。 由 于 国 情 不

同 ，我 国 可 以 参 照“ 河 长 制 ”来 执

行。四是村落名录要及时回顾和

审核。今年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10 周 年 ，传 统 村 落 需 要 与 时 俱 进

更新名册，建立退出制度，并且一

旦退出，就不能再进来。应该保护

有活力的村落，对于濒死或空心村

要区别对待。

——温昊阳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

多举措提高政策灵活性必须理顺利益关系

保护是全社会的事情，单靠一种力

量很难做好，必须理顺利益关系。与一

般文物保护不同，传统村落有人居住，

涉及权属问题。由于房屋所有权、使用

权属于农户，修改权和交易权被保护者

剥夺后，需要支付成本。同时，不可单

纯以城市人的眼光审视乡土建筑。农

民有自身特点和生活习惯，在保护过程

中要注重试点引路，“要成为一名‘乡下

人’，为他们着想，才能保护好、利用好，

最终达到活化目的。”

——何兴华
住建部农房与村镇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山之石 徽州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关注“河南日报理论视点”
看更多精彩内容

观点集萃

记者：《河南省“十四五”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要注重挖掘

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征、气候资

源、风貌特色，加强乡村传统村落和特色

风貌保护，您对保护、活化传统村落还有

哪些好的建议？

陈兴义：传统村落的活化，应该是将
现代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融入传统乡村风
貌之中，用心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和人
文风貌，使自然环境、人文风情、村庄形
态和产业发展相得益彰。所以首先要做
好科学保护。科学保护的目的是协调传
统村落周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关
系，确保在可承受范围内活化。科学保
护是从事物的性质、特征、规律、独特性
和知识体系出发，从实际出发，制定一整
套严格的标准、方法、要求和保护机制与
制度。只有建立起科学保护的体系，并
行之有效，才能使传统村落的生命长久，
魅力永存，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乡愁。

做好文化传承。传统村落保护的核
心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首先要
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现在出现的

“乡村趋同化”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文
化不自信，看不到自己村落文化的价
值。一个乡村、一个地区最值得珍惜的
资源就是它的文化印记，这也是活化传
统村落最应该倚重和发扬的优势资源。
传统村落的发展应该围绕这些独特的优
势资源做文章，在坚守中求发展，要做到

“既见新村又见乡音，既见新貌又留古
韵”。其次，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村民
与置身于其中的村落是一个整体，他们
是村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村落文化的
承载者，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保护、传承
这个村落特有的民俗、信仰、技艺、人文
环境等文化遗产，也只有他们才能真正
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因
此，要采取得力措施满足村民的生活、
精神需求，使其交通便利、居住舒适、环
境美好、就业有道、生活无忧。再次，以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
源保护利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这也是传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有
效途径。千年古村落寨卜昌村是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的诞生地，通过让
传统文化“充满”古田园，让红色历史“入
驻”古民居，让“党建精神”串联古村落的
方式，经过两年的建设，寨卜昌村已成为
河南省红色教育基地，焦作市首批社会
资源旅游访问点。最后，物化和可视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大力气保护非遗传
承人，形成老艺人肯教、年轻人肯学的社

会氛围。
旅游仍然是当下传统村落最现实的

发展手段。随着人们生活的进一步改
善，人们更加向往乡村游。要避免“趋同
化”，就要强化规划设计引领，因村施策，
因地制宜，进行高品质引导。发展旅游
不能追求收益最大化，更不能为了招徕
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
关的“景点”。应坚持“去景区化、去商业
化、去公园化、去城镇化”的旅游开发原
则，既让本地群众保持自然的乡村生活
状态，能够参与旅游服务各个环节，保持
本地生态景观、田园风光、农耕文化、乡
村生活，又让游客体验清新自然真诚淳
朴的乡村风貌，留住了乡愁，在景区、游
客、本地老百姓之间取得多赢。

找准传统村落连片发展定位。之前
单个传统村落保护的方式是基础型保
护，起到了延缓破坏的作用。开展以地
市级为单位的传统村落连片示范区保护
利用工作，则是站在发展的角度去考虑，
易于融合更多的资金、更加系统全面地
对重点地区开展保护，为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片区里的传统
村落有意识地进行差异化打造，功能、风
貌、产业重新定位。如在甲村游览，乙村
住宿，丙村购物，一定要把连片区域的传
统村落走完才能完成整个旅游活动，而
不是只去一个村就不用去其他村子。

打造品牌，活化传统村落。“品牌”是
具有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通过对理念、
行为、视觉、听觉四方面进行标准化、规
则化，使之具备特有性、价值性、长期性、
认知性的一种识别系统总称。产品的品
牌需要先经历营销定位、名称创意、标志
设计、价值梳理、文案创造，最后再进行
包装设计。这样的产品才具有生命力，
才能真正让区域资源转化成产业。通过
对资源挖掘、文化注入、产品设计，以及
叫响口号、设计符号，同时协助成立公
司，引导走向市场，可有效推动传统村落
活化。以太行山北麓的石头村落九渡村
为例，在打响“太行石头村，豫北小桂林”
的全域旅游品牌后，民俗旅游、餐饮住
宿、水上游乐、土特产品加工销售等旅游
相关产业逐步形成，游客人数逐年增加，
年接待游客达到4万—6万人次，户均收
入在万元以上。

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应重视整体
产业结构的均衡配置，挖掘培育其他特
色产业，比如特色种养业、生态农业、特
色手工业，与旅游业形成均衡互补格局，
避免对某一产业形成过度依赖。⑩4

记者：今年是开展传统村落保

护工作 10 周年，请您给我们介绍一

下相关情况。

陈兴义：传统村落被称为“活着
的文物、有生命的历史”。从 2012
年至今，全国共有6819个村落进入
传统村落保护目录，实施了挂牌保
护。目前，我省共有国家级传统村
落 205 个（共 5批次），省级传统村
落 1021 个（共 6批次）。传统村落
不仅是传统建筑的遗存，也是乡村
生产生活的载体，更是传统农耕文
明多重形态的合体。

记者：对于这些传统村落的保

护，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陈兴义：首先我们需要强调一
点，保护传统村落绝不是原封不
动。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
要现代化；村民有享受现代文明和
科技带来的便利的权利。我们应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从静态
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这种转变是
为了更好地保护。以保护为前提的
利用，不仅促进了村落的发展，也推

动了文化传承。
目前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存在的

主要问题：“拆旧建新”，一些地方忽
视传统村落的原生态系统保护，热
衷于在原址上弃旧建新，严重破坏
了村落历史文脉的延续性。“趋同
化”，在部分已经活化的传统村落
中，存在品牌意识缺乏、业态单一、

“千村一面”的现象。冯骥才先生 5
年前总结的传统村落发展的“十大
雷同”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空心
化”，伴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村
落的转型撤并，农民的易地脱贫以
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传统
村落中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
断外流，造成常住人口大量减少，出
现“人走房空”现象，并由人口空心
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
础设施空心化。“城市化”，城市审
美介入农村，把传统村落发展得像
城市一样，追求高大上，乡村特色不
复存在，乡村风貌破坏殆尽。侧重
经济效益，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投入。

意义
传统村落的价值多元且不可替代

问题
趋同化 空心化 拆旧建新

对策
做好科学保护与文化传承 因村施策 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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