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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的类型划分
及发展思路探索
———基于江苏 28 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刘馨秋摇 王思明
[ 摘摇 要] 摇 传统村落是认识和传承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其健康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文章引
入农业遗产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结合中国传统村落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将传统村落划分为五个类
别:传统建筑型、农业景观型、农业特产型、工商贸易型、民俗文化型。 通过对江苏传统村落的调查,总结
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误区,并提出基于村落类型特点和相关政策的发展思路:突出传统风貌,助力
传统建筑型和工商贸易型村落发展;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业景观型村落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带动农业特产型村落发展;重塑乡村文化,促进民俗文化型村落发展。

[ 关键词] 摇 传统村落; 农业产业培育; 乡村振兴; 农业文化遗产; 江苏

摇 摇 传统村落的形成和演变与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保留了众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体现了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历
史与现实的承接与转换。 因此,对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划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1) 自然地理视角。 村落的形成和演变直接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气候、地形、地貌、水系、植
被等因素都会对人类居住生活、聚落分布和农业生产造成不同程度地影响。 因此可以借鉴自然区
划的经验,将传统村落粗略划分为山地村落、高原村落、平原村落、草原村落、沿海丘陵村落、湖滨水
域村落等类型 [1] 。
(2) 文化地理视角。 村落是由不同文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聚落形态,拥有丰富
的文化多样性,因此也可以借鉴文化地理区的划分方法进行分类。 文化区是文化的空间投影 [2] ,
在同一个文化区中,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惯等带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 [3] 。
如中国文化区可以粗略分成东南部的农业文化区和西北部的牧业文化区,分别代表了汉族集聚区
和少数民族集聚区。 东南部农业文化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中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扬子文化
区、西南文化区和东南文化区;西北部牧业文化区则可划分为蒙古文化区、新疆文化区和青藏文化
区 [4] 。 在文化地理视角下,传统村落可以划分为中原文化村落、西南文化村落、东南文化村落、蒙
古文化村落、新疆文化村落等类型。
(3) 传统功能视角。 村落通常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各自不同的功能性特征。 而
且由于村落规模上的限制,这种传统功能通常较为单一。 因此可以按照传统功能视角,将传统村落
划分为农业型、工贸型、行政型、军事型、交通型、宗教型、纪念型、多功能型 [5] 。
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来看,大多为农业型村落,其产生和发展与农业息息相关,而且传承至今
的传统村落也是珍贵的农业遗产资源。 因此,本文引入农业遗产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为传统村
落的类型划分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合理,结构清晰、系统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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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类型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发明创造、积累传承
的,具有历史、科学及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 包括农耕、畜牧、林业、渔业,以及
农业生产的条件环境、生产过程、农产品加工及民风民俗。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可划分为农业遗
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技术、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特产、农业民俗
文化 10 个主要类型,每个主要类型又可划分出若干基本分类 [6]13 。
村落属于聚落类农业文化遗产,同时村落内部又涵盖了其他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一
定的复合性和交叉性。 为了使村落的传统农业特色更为突出,也使其农业特色价值能够满足当地
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尝试以农业文化遗产分类方法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村落的特征
和认定标准,将传统村落划分为五个类别。
(1) 传统建筑型。 传统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研究等价值的建筑物。 此类型村落应
具有保存完好的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传统建筑数量较多,质量较好,且具有观赏性。
(2) 农业景观型。 农业景观是由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
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由区域内的自然生命景观、农业生产和生活场景等多种元素综合构
成,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农业设施或农业要素系统。 此类型村落应具有独特人文与自然结合的
农业景观,包括独特的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制度、设施、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3) 农业特产型。 农业特产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名的动植物、微生物产品
及其加工品,包括初级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等,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 此类型村落应
以具有长期历史传承和地域特色的农产品或加工农产品著称。
(4) 工商贸易型。 工商贸易型村落是指以工商贸易为经济活动主要形式的村落。 这类村落一
般留存有比较完整的公共建筑及公用设施、道路系统、居民住宅、商业区等。
(5) 民俗文化型。 民俗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发展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产、生
活习惯风俗,包括仪式、祭祀、表演、信仰和禁忌等。 此类型村落应具有独特的生产、生活民俗与地
域文化。

二、江苏传统村落的分类与特征
江苏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居长江、淮河下游,东临黄海、东海。 得江海交汇之利和长江三角洲之
益,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 省内总体地势平坦,西南部、北部边缘及沿长江和环太湖地区分布有低
山、丘陵,且处于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征,四季分明,光、热、水资源丰
富,无霜期较长,自古即是农业发达之地。 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形成以水田种植业为主,小家畜饲养
为特色,采集、渔猎为补充的原始农业生产结构。 魏晋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
一。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比较发达的农村经济,使江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大批乡村聚落。 截至
2016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评选了四批中国传统村落,江苏共 28 个村落入选,各村落归属类
型如表 1。
( 一) 江苏传统建筑型村落
建筑产生于人类生活的实际需要,其形制材料受制于自然地理等环境因素,装饰风格又受到文
化制度等方面影响。 中国传统建筑包括宫殿、坛庙、陵墓、寺庙、砖石塔、民居、园林建筑等类型。 其
中,传统民居以及古街巷弄构成了村落的骨骼,是村落得以成型的支撑,也是衡量一个村落是否传
统的重要指标。 所以在住建部等部门制定的《 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 试行) 》 中,“ 村落传统
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冶 是被列在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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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江苏传统村落分类与典型特征简表
村落类型

传统建筑型

农业景观型

农业特产型

工商贸易型

民俗文化型

典型村落代表

突出特征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

东山古建筑博物馆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杨湾村

香山帮建筑荟萃之地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杨桥村

江南水乡古韵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杨柳村

明清民居建筑群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东村

果茶园景观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

生态农业景观

淮安市洪泽县老子山镇龟山村

渔业生产生活景观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明月湾村

传统农业生活景观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堂里村堂里

碧螺春茶发祥地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翁巷村

果茶主产区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衙甪里村

果茶主产区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东蔡村

果茶主产区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植里村

果茶主产区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蒋东村后埠村

果茶主产区

苏州市常熟市古里镇李市村

水产养殖

镇江市丹阳市延陵镇柳茹村

水产养殖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礼社村

江南商业集散地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

无锡民族工商业发祥地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焦溪村

明清商贸集镇典型代表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广济桥社区

盐商重镇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西村

江海龙城盐商重镇

盐城市大丰市草堰镇草堰村

东方盐都

南京市高淳县漆桥镇漆桥村

江南孔氏聚居地

镇江市新区姚桥镇儒里村

朱子文化传承地

镇江市丹徒区姚桥镇华山村

民间故事与传说

镇江市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

季子文化传承地

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歇马桥村

韩世忠抗金驻扎之地

苏州市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

核雕之城

摇 摇 传统建筑型村落需具有保存完好的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传统建筑数量较多,质量较好,且具

有观赏性。 在江苏的传统村落中,以建筑为突出特色的村落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并以苏州洞庭东
山、西山最为集中。 如三山村保留代表性明清古建筑 32 处;明月湾村保存明清建筑 20 余处;东村
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苏州市控制保护建筑 6 处、第三次文物普查新
发现文物点 15 处和其他传统建筑 7 处;堂里、东蔡、植里、后埠等村也拥有多处价值较高的明清建
筑或古道街巷。 据陆元鼎统计,东、西山约有民居 32 万间,其中约有 5% 建于明代和清初,约 40%
建于清代晚期,是江苏明清古建筑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7]374 。 其中,陆巷村和杨湾村最具典型性,陆
巷村拥有 30 余处明清建筑,被誉为“ 东山古建筑博物馆冶 ;杨湾村拥有 3 处全国文保单位、4 处市级
文保单位以及 57 处控保单位,是“ 香山帮建筑的荟萃之地冶 。
同样地处苏南地区的杨桥村保存了较好的历史风貌,域内古街、古河、古桥、古井、古宅遗迹丰
富,明清建筑毗邻成市,河道石驳岸保存完好,五条老街巷古味犹存,古宅临水而建,村民傍水而居,
建筑粉墙黛瓦,街巷婉转幽深,极具江南水乡韵味。 而位于南京市南部近郊的杨柳村则以“ 背山面
水冶 的环境背景,“ 依塘而居、沿路拓展冶 的村庄格局,丰富的明清民居建筑遗存等物质文化遗产而
成为南京明清古村落的代表。
( 二) 江苏农业景观型村落
农业景观型村落以人文与自然结合的农业景观为突出特色,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经过长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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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化和动态适应而形成的村落类型,也是最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定义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 GIAHS) 淤。 此类村落需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农林牧渔相结合的复合系统,是动植物、人类
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与共同进化的系统,而且是通过高度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和机制
进行管理的系统。 它还应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能够为当地提供粮食与生计安全
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以位于太湖之中的三山村为例。 该村是太湖中唯一未与陆域直接联通并有居民生息的独岛,
舟楫轮渡是出入三山的唯一交通方式,岛上交通仍以非机动车为主。 三山村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
文资源,包括由自然次生林、人工经济林、农田及部分观赏植物所组成的植被;滨太湖地区生长的大
片芦苇、荷花、睡莲、茭白、野菱、千屈菜及空心莲子草等湿生与水生类植物;丰富的湿地资源和良好
的湿地环境为鱼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兽类、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等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和充
足的食物资源;果树种植面积 1 500 亩,全面实施无公害生产技术,马眼枣、青梅、桃等果品年产量 2
000 吨;且村内保存着明清时期传统的村落布局、街巷肌理和为数众多的古民居建筑。 三山村偏远
闭塞,也因此保留了其幽静、秀美、原始的生态环境,村民至今延续着传统的湖岛生活方式,是生态
农业景观型村落的典范。
( 三) 江苏农业特产型村落
农业特产是指经过长期历史传承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或加工农产品。 江苏跨越三个生物
气候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境内地势平坦,河川纵横,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
源,素有“ 鱼米之乡冶 的美誉。 同时,江苏又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辉煌的农业发
展历史。 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江苏历代先民凭借卓越智慧和不懈努力,创造了种类丰富、质
量上乘的特色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涉及农、林、牧、渔、副等各类农业产业。
特色农产品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打造地域特色品牌、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资源,也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江苏的传统村落中,以农业特产著称,且
特色农产品仍是当地居民生活来源之一的村落主要分布在洞庭山。 洞庭山自古即是瓜果、茶叶的
主产区,至今仍是著名的花果之山、名茶之都。 目前当地种植的林果种类主要有杨梅、柑橘、枇杷、
板栗、银杏、梅、柿、桃、枣、李、杏,以及洞庭种、福鼎大白茶、迎霜、槠叶种等优质茶树品种,盛产茶
叶、白玉枇杷、乌紫杨梅、洞庭红橘等优质特色农产品。 身处其间的翁巷、衙甪里、东蔡、植里、后埠、
堂里等村落也大多延续传统,以生产碧螺春茶、枇杷、杨梅、柑橘等传统农产品为特色。
( 四) 江苏工商贸易型村落
工商贸易型村落以承载经济活动为主要职能,因此村落本身通常具有农业或相关产业发展基
础,而且留存有比较完整的公共建筑及公用设施、道路系统、居民住宅、商业区等。 江苏工商贸易型
村落的形成与村落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包括凭借苏南太湖地区完善的水网优势而兴起
的“ 江南商业集散地冶 礼社;“ 无锡民族工商业发祥地冶 严家桥和“ 明清商贸集镇典型代表冶 焦溪;以
及依靠东部临海地区的通江襟海之便而兴起的“ 盐商重镇冶 广济桥、“ 江海龙城冶 余西和“ 东方盐
都冶 草堰。
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以商业机能为标准的市镇兴起,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发展更为

迅速,形成了各市镇平均距离约 10 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 [8] 。 礼社河网交错,南邻太湖,北枕
长江,京杭大运河支流五牧河由南向北贯穿全境。 发达的水系给礼社带来了灌溉和运输便利,使之
成为明清时期江南著名的商业集散地。 而缫丝、养蚕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和商业积累又促使其
较早接触先进国家现代工业文明理念,率先引进自动化蒸汽烘茧设备、缫丝设备等现代工业机械,
淤

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 是农村与其所处环
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它要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
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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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缫丝工业发展高潮,从而成为江南水乡村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型代表。
东滨黄海的余西是明代以后基于煮海为盐而逐步发展成为繁荣的盐业产运集镇,清代中晚期
随着海岸线东移,盐场没落,逐渐转变为运盐河沿线的商业集镇。 余西“ 因盐而生,因水而起冶 ,从
煮盐为场到海岸变迁转型集镇,发展历史脉络清晰完整,这种变迁是中国古代技术生产型场镇向贸
易商业集镇的转变历史的一个典型缩影。 余西至今仍保留众多珍贵的盐业、商贸遗迹,是南通地区
盐业水乡聚落特色的真实载体,是淮吴交融之地民居及商业遗存的集萃之地。
( 五) 江苏民俗文化型村落
江苏地处海洋文化圈和大陆文化圈的交汇点上,同时具备水文化的智慧和南北文化交流形成
的宽容。 这种灵动的智慧和宽厚的包容体现在江苏民俗文化的各个层面,使其历经千百年的传承
仍然稳定延续。 这些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与区域文化中所包含的公共文化属
性与精神价值体系是江苏民间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心里根基,是对江苏乡村文化的生动诠释,有
些民俗文化甚至深刻影响了村落的发展与繁荣。 如漆桥村即是在宋末元初孔氏第五十四世孙孔文
昱从浙江平阳迁入后开始迅速发展,至明清时期成为江南规模最大的孔氏聚居地和周边地区的政
治经济社会中心。 华山村是南朝乐府诗《 华山畿》 的发生地,其中第一首:“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
活为准施? 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冶 描绘了流传民间的一段奇异、凄美的爱情故事,被学界认为
是《 梁祝》 的雏形。 九里村因被季子认定为“ 龙地冶 ,并在此安葬,其后代在墓旁修建季子祠( 后改称
季子庙) ,从而开启了九里村的发展史。 歇马桥村则与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有关,据传韩世忠曾将
此地周围三里选为水路军事基地,当时这里南北被河浜相隔,为往来方便,就在河上筑桥,名为“ 歇
马桥冶 ,歇马桥村由此得名并发展起来。

三、江苏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误区
自村落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江苏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极为重视,在完善相关规定、组织申报、摸
底调查、强化规划引导、学术研究、加强专项资金引导、组织技术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
著成绩。 2017 年,江苏还在全国率先以省政府规章形式对传统村落进行立法保护,体现了江苏传
统村落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省历史文化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标志着江苏对“ 乡愁记忆冶 的
保护落到实处。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误区也在保护与利用工作实施过程中
显露出来。
( 一) 保护经费不足及使用误区
调研显示,江苏 90% 以上的传统村落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物质形态文化遗产是传统村
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的修缮与维护成为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重点内
容。 而且在对古建筑进行修缮之前,通常还需拆除不符合要求的新建建筑,同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对原住户进行安置、补偿。 仅这项工作就要耗费巨资。 例如,杨湾村规划修缮沿街古建筑需要资金
1郾 8 亿元;李市村保护规划计划投入资金 3 亿元;草堰村总体规划需要投入资金 2 亿元。 如此巨额
的资金量单凭一个村级单位无法解决,即便获得财政支持也是杯水车薪。 这就导致单体古建筑修
缮数量有限,村落修缮范围通常仅限于老街两侧,不涉及纵深方向,而产权不清的古建筑甚至无法
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因此即使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一直在推进,但传统民居建筑的损毁却依然在持
续。 如表 2 所示,仅 2015 年 6—8 月,焦溪村由台风、暴雨导致屋面、墙体倒塌、倾斜的民居达 23
处,不仅传统民居遭受损坏,村容村貌受到影响,而且对居民生活、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经费不足的确影响传统民居修缮和村落保护工作的推进,但也应该认识到,传统村落保护的工
作内容并不只是修缮民居,如果保护经费只用来修旧房、建新房,那么仅靠政府输血不仅无法长久
维护,而且会造成财政负担,影响传统村落健康可持续发展。
( 二) 发展旅游与保护村落的关系误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致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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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表 2摇 2015 年焦溪村房屋坍塌破损统计表淤
序号

地址

损坏情况

有无住人

是否搬迁

1

焦溪南街 18 号

—

屋面部门坍塌

无人

焦溪南街 34 号

屋面部分坍塌

无人

是家大院一进左

屋面部分坍塌

无人

4

是家大院一进后侧厢

墙体倒塌、屋面部分坍塌

无人

焦溪是家大院西侧

屋面倒塌

无人

6

焦溪南街 57 号旁

墙体裂缝

无人

老中学宿舍

墙体、屋面倒塌

无人

8

焦溪三元桥 1 号

墙体倾斜

有人

焦溪南下塘 113 号

后屋面倒塌

有人

否

屋面倒塌

无人

—

2
3
5
7
9

10
11
12
13

焦溪南下塘 96 号
焦溪仇家弄 22 号

墙体开裂、倾斜

无人

焦溪仇家弄( 照相馆旁)

墙体上有个洞

无人

—
—
—
—
—
—
否

—
—
—

焦溪奚家弄( 承雪松家东)

墙体重度倾斜,北侧底部隆起

无人

14

焦溪进士厅浴锅房

墙体倒塌

无人

焦溪奚家弄 20 号

墙体坍塌

无人

16

赵年洪屋前( 大桥弄)

墙体坍塌

无人

焦溪东街 22 号

墙体倾斜

无人

18

焦溪大桥弄 24 号

墙体倒塌

有人

焦溪大桥弄 4 号

墙体、楼梯上有裂缝

有人

否

20

墙体开裂

无人

21

焦溪中街 4 号

焦溪中街 18 号

屋面部门坍塌

无人

—

屋面下沉

有人

23

焦溪东下塘 94 号

屋面漏水、墙体倾斜

有人

15
17
19

22

焦溪东街 41 号

摇 摇 注:“ —冶 ,表示未作统计。

—
—
—
—
否

—
是
否

要渠道,无疑成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动力。 《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
报告》 指出,2016 年中国乡村旅游进入大旅游时代,而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热将持续 10 年以上,预计
到 2025 年乡村旅游人次将近 30 亿人次。 发展乡村旅游是保护村落的有效途径,其目的是通过乡
村独特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历史文化等特色,为农民增收增加新渠道,为村落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而实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 如三山村于 2001 年成立“ 三山风景区冶 ,国庆节正式营业,仅仅三
个月,门票收入就达 6 万元。 至 2011 年接待游客达 30 万人次,门票收入 930 万元,村级稳定收入
达 1 060 万元,村级总收入 1 285 万元,首次跻身超千万元村的行列。 如今,乡村旅游收入已成为三
山村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仅吸引年轻人返乡,旺季时甚至还要从东山、西山聘请劳动力。
发展乡村旅游的确对江苏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误
区。 如有些村落为了开发旅游,征收农田、拆除房屋,用于景区建设;或者以保护为由搬迁村民,只
留下部分村民充当“ 演员冶 ;或者修缮几栋老房子用于开设店铺,贩卖所谓的“ 特产冶 ;或者直接规划
打造“ 民俗一条街冶 “ 风味一条街冶 等;个别村落甚至在村庄道路、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还未完善之
前,就已建好了停车场和售票处。
发展旅游是保护村落的途径和手段,但村落保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旅游。 如果仅仅为了
追求短期效益,打着保护的旗号把传统村落当作景区打造,不仅造成保护资金的滥用与浪费,村落
旅游低端化、同质化现象,缺乏持续竞争力,而且使村民彼此之间丧失了连接传统的纽带,风俗习惯
逐渐被遗忘,乡村文化日渐衰落,最终导致村落保护畸形发展。
淤

统计资料由焦溪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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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村落类型特点的发展思路探索
( 一) 突出传统风貌,助力传统建筑型和工商贸易型村落发展
传统建筑型和工商贸易型村落拥有丰富的古建筑、街巷、河道、古桥等历史文化遗存,当前的保
护重点大多放在修缮和维护古建筑方面,而这也是资金需求量最大、程序最复杂的项目。 据江苏省
文物局测算,一个中等规模的传统村落较为完整的实施保护与发展资金投入需在千万元以上,而很
多村落的规划投入甚至数以亿计。 资金不足导致修缮工作推进缓慢甚至停滞的情况更是普遍存
在,严重影响了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的进程。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不仅涉及某处传统建筑或历史民居,更涉及由众多物质与非物质元素共
同构成的传统风貌。 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蕴含着人们对故乡的记忆,是“ 乡愁冶 的重要依
托。 因此在村落保护中首先应注重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容村貌,保护乡情美景,充分
展现人、村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 同时避免盲目建设和过度商业开发,保留村落原真性。
在此基础上,突出传统村落的历史韵味,利用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为村落引入旅游等新业态,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村落收益,同时探索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参与模式,以此反哺传统建筑的
修缮与维护。
( 二)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业景观型村落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 作为基本原则
之一,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农业景观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
中,江苏先民对自然和土地进行改造所形成的农业景观众多,包括稻作文化系统、桑基鱼塘系统、特
色农作系统等。 这些农业景观所体现的生物多样性、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及其产生的文化特色,高
度契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 基本原则。 因此,依托农业景观的传统村落在发展中应严格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通过节约资源、保育生态、统筹治理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等途径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同
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经济,以此满足城乡居民不断提高和增长
的绿色需求,补齐乡村振兴的生态短板。
( 三)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特产型村落发展
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存在着质量不高、优质农产品不多等问题,将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
出位置已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的意见》 中也提出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布局,明确大宗农产品主产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的发展重点。 提高农业特产附加值因此成为依托优质农产品生产的传统村落需要
肩负的首要任务。
江苏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资源以及悠久辉煌的农业发展历史。 在长期的农
业发展过程中,江苏历代先民凭借卓越智慧和不懈努力,创造了种类丰富、质量上乘的特色农产品
和加工农产品,涉及农、林、牧、渔、副等产业。 针对这些农业特产,制定完善的质量监管制度和产销
策略;立足本地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发展主导产品和产业;同时挖掘农产品多种用
途,拓展产业链,以此提高农民收入,振兴农村经济,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 四) 重塑乡村文化,促进民俗文化型村落发展
乡村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发展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产和生活习俗,是一个民族
文化归属感和价值认同的来源。 然而随着乡村经济结构的演变,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涌向城镇,导
致传统生产和生活民俗文化丧失了传承媒介和生存土壤,乡村文化不断衰落。
江苏是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基本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已超过 58% ,且农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136·

2019 年

村常住人口明显呈现“ 老龄化、妇女化、儿童化冶 [9] 。 同时,江苏拥有多姿多彩的农业民俗与地域文
化,它们以不同的文化形式融入到整个地域甚至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遗产宝库。 这些在历史发
展中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与区域文化中所包含的公共文化属性与精神价值体系是江苏民间
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根基,是对江苏乡村文化的生动诠释,甚至深刻影响了传统村落的发展
与繁荣。 乡村振兴需要乡风文明作为保障,而乡风文明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正是长期历史积淀
的乡村文化。 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导向下,通过深入挖掘优秀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达到重塑乡村文化,促进传统村落文化传
承的目的。
传统村落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经济适应性、生态适应性和历史文化魅力,脱离村落自身优势而
空谈保护与发展是盲目且不可持续的。 当前传统村落发展面临的困境也大多归咎于急于求成、急
功近利的建设误区。 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发展要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冶 的总要求,为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完整思路:即通过挖掘产业、生态、
文化等资源优势,在治理有效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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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urvey Based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su
LIU Xinqiu摇 WANG Siming
Abstract摇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inheriting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classifi鄄
cation criteria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鄄
lages to divid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to five categories: 1)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ype; 2)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ype; 3)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 type; 4) commercial type: 5) folk culture typ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su, the problem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and the development idea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types and related policies are proposed: 1) To highlight the traditional featur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villages and commercial villages; 2)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鄄

ment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villages; 3) To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villages; 4) To reshape rur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cultur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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