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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许多古村落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到今天 ,正面临着走向没落和衰亡的危险 ,其保护与利用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后 ,结合两个村的保护规划 ,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

些设想 :试图建立一种经济模式来解决古村落的生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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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any ancient villages are now facing the danger of declination or even extinction. How to protect and reuse them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After some analysis , this paper , combining the conservation programs of two ancient vil2
lages , presents some plans to settle the problem: to develop the ancient villages by means of an economic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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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 ,我国数目众多的小城

镇、村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长期作为人类

的定居点 ,保留下来大量的历史遗迹 ,有着深厚的文

化积淀 ,成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集中载体。

一、古村落在发展上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以及交通、通讯不便等

原因 ,在一些地区 ,大量的古村落仍旧相对完整地保

留着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空间形态和传统文化 ,

地域特征十分鲜明 ,蕴含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很

值得我们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但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各地区开放的程度日渐提高 ,尤其是旅游业的

飞速发展 ,这些地方的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正经受着

巨大的冲击和破坏 ,从而使得对它的保护工作更显得

迫在眉睫[1] (P1125 - 126) 。

目前来看 ,像周庄、同里、乌镇、西塘等一些古镇

在传统风貌的保持和古建筑的保护、开发利用方面做

得比较好 ,古镇区和古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修缮和保

护 ,并被开发出来作为旅游的景点 ,产生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小城镇属于城市

型居民点 ,历史遗存比较集中 ,加之各项功能相对完

善 ,容易吸引旅游者前来 ,旅游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 ,能够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修缮和保护历史建筑。

与古镇相比 ,许多古村落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保

护和延续上存在很多问题。种种原因 ,主要是经济发

展滞后和村民保护意识的欠缺 ,许多古村落特有的空

间形态正在逐渐解体 ,特有的生活习惯和悠久的历史

文化传统正在慢慢丧失 ,它们正缓慢地走向没落和衰

亡。所以 ,如何在村落这一级上展开保护与开发 ,使

古村落能够继续正常、健康地生长 ,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的明湾、东村两个村保

护和利用规划 ,通过多次深入的走访、调查发现造成

现在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 ,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

面 :

11人口的流失对古村落的发展是个巨大的影响。

一项对明湾村近五年来农业人口变动情况的调查统

计(见下表)显示 :四年来 ,明湾村的人口没有增长 ,反

而呈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另据村干部介绍 ,这还只

是户口簿上的统计数字 ,实际在村中居住的人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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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还要少 ! 不少家庭已搬迁到城里居住 ,村中的青壮

年则多在外打工。西山镇的其他村均有类似的情况。

年份

组别 四组(生产组) 五组(生产组)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1999 117 35 265 83

2000 119 35 265 85

2001 117 35 265 85

2002 115 35 258 86

　　造成人口外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就业和收入的问

题。下表显示了近四年来明湾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 :

年　份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年人均收入(元) 约 4000 4471 4473 4481

　　人口的外流 ,特别是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 ,对

古村落的生长和发展极其不利 ,这势必会造成村中人

口构成的比例失衡 ,趋向“老龄化”,造成古村落在其

历史文化传统延续上产生“断档”的危险 ,从而把古村

落引向没落和死亡的边缘。

　　21村民自发的改建、改造对古村落是一种破

坏。村中的许多“老房子”由于年代久远 ,在诸如 :空

间的划分、卫生设施、上下水、供电等许多方面已经远

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了。有条件的家庭往往

将其改造、翻建 ,甚至是弃置不用。居民为追求更好

的生活条件而改造自家的私房原本无可厚非 ,但这种

改造、翻建往往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随意性 ,缺少统

一的管理和设计 ,鲜见成功的例子 ;弃置不用的则更

容易造成老宅的破败、损毁。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改

变了古建筑的原貌 ,还破坏了古村落的空间结构与形

态 ,使古村落丧失其原有的特色与风貌[1] (P1126) 。

31现在部分古村落也进行了一些旅游开发活动 ,

但都停留在相当低的层次上 ,收益小而破坏大。所谓

的“旅游产业”,不过是把一些老房子整修一番对外开

放 ,再加上几家“农家乐”饭庄 ,而后就是守住入村的

几条道路收门票了。村中的景点类型雷同单一 ,且分

布散、乱 ,缺少规划和管理 ,甚至有各家为政的现象 ;

游览的线路未经组织 ,无法串“点”成“线”;作为景点

的古建筑内部多是空空荡荡 ,“家徒四壁”,缺少文化

内涵和民俗内容的填充 ,即使对建筑本身的历史、特

点也介绍很少 ,使游客只能走马观花的逛一圈 ,虽置

身于过去的“深宅大院”、“书香门第”中 ,却很难感受

到强烈的历史、文化氛围 ;在利益的驱使下 ,开发过

滥 ,一些价值不高的旧建筑也被开放为景点 ,充斥其

间 ,分散了游客的注意力 ,使之无法细细地品味古村

的风韵。所有这些 ,成了制约古村落旅游产业发展的

一个“瓶颈”,留不住客人 ,创造的商机就有限 ,“古村

落游”难以创造出更高的效益。

41调查中还发现 ,这些村的公共基础设施都很薄

弱 ,这也给村子的发展、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

开发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村中明线供电用的电

线杆破坏了传统的巷道空间和节点空间的景观特色 ;

生活用水仍是从自己打的井中提取 ,既不卫生也不方

便 ;污水、垃圾的自然排放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基

础设施薄弱的原因使村民收入低 ,村集体没有足够钱

来改善这些设施。

51村民对古建筑和历史遗迹的保护意识较差。

明湾、东村两村内原都有石板和砖砌的古路 ,路旁有

明渠或暗渠 ,现在除东村内仅余部分水渠外 ,其余已

被填死 ,路面也已部分被水泥覆盖。在明湾村一居民

家中测绘时 ,其主人坦言 ,为改善现在的生活条件 ,他

不会顾忌自己的老宅是不是古建筑 ,会毫不犹豫地将

其拆掉。

进一步分析上述原因 ,就会发现 ,问题的症结所

在就集中在两个字上 :一个是“人”,一个是“钱”。如

果有效地留住人 ,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就可以较

好地解决古村落目前所面临的窘境 ,既改善了村民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 ,推动当地社会发展 ,又能很好

地延续古村落的历史与文化 ,保存其珍贵的物质和非

物质形态遗产。“留住人”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留

住“主人”,即世居于此的村民 ;另一方面要留住“客

人”,即外来观光的旅游者。

二、延续古村落的自然生长和其历史文化传统可

采取的措施

总的原则就是树立“大”旅游的概念[2] (P1273) ,由政

府牵头引导 ,把所有的相关产业全部融入到旅游开发

中来 ,为旅游服务 ,变分散为集中 ,形成规模 ,形成集

群 ,统一管理 ,集约经营。也就是说 ,要建立这样一种

经济模式 :以旅游业为核心 ,囊括旅游所涉及到的所

有行业 ,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 ,把古村落当作一

件旅游商品来经营 ,给“古村落游”上档次、创牌子 ,在

每一个细节上寻找和创造经济效益 ,把一个村、几个

村 ,甚至整个西山岛的人都统一到这项经营活动中

来 ,尽可能多地创造经济效益。既吸引来了外地的

“客人”,挣到了钱 ,又解决了本地大量劳动力就业的

问题 ,留住了“主人”。从而不仅解决了古村落保护的

资金问题 ,更解决了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延续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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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体的设想有以下几点 :

11“古村落游”本身要经过重新的规划和设计 ,以

改变目前混乱的状态。

(1)在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游览 (品味“古村落”)中

穿插进欣赏自然景观的活动 ,打破单一的游览内容 ,

使游人更好地感受人文气息。明湾和东村分别位于

西山岛的一南一北 ,均依山面湖 ,自然景观有一定的

欣赏价值[3] (P15 - 6) 。

(2)组织好村内的游览线路 ,尽量用一条不重复

的流线把景观较为集中的“点”串起来[4] (P18) 。规划

中 ,对明湾、东村的古建筑位置进行了分析 ,划出了几

个相对集中的区域 ,而后组织游览的线路 ,将它们连

接起来 ,必要时再安排支线。明湾的规划就修改了原

来的参观流线 ,把村边的明月寺 (建筑上有特点)也组

织到流线中来 ,将路线放大 ,形成环路 ,并设计了一条

水上(太湖)返回出发点的线路 ,增加了游览内容。

(3)让不同的古建筑承担不同的展示任务 ,用文

化、民俗表演充实参观古建筑时的活动内容 ,让游客

有看有听。如 :村落中古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可以用

来展示传统的巷道、节点空间 ;等级较高、有特点的建

筑可以用来展示古建筑本身的文化、艺术 ;年代久远、

传承明晰的古建筑可着重介绍其历史 ,甚至可借以介

绍村落的发源及历史(可借鉴福建龙岩土楼的开发模

式 ,将楹联、诗画等编制成书) ;有的古建筑可以作为

小型博物馆或蜡像馆 ,或是民俗表演的场所 ,展示传

统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东村的规划

中 ,把义门一带辟为了集中展示巷道空间的场所 ;明

湾的瞻瑞堂开辟作为博物馆。

21为配合旅游业的发展 ,餐饮、住宿、购物等服务

行业应及时同步发展。

(1)改变现在村民在各自家中搞“农家乐”这种低

层次经营的局面 ,用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形成集团

和规模 ,创造规模效益。同时 ,集中管理、加强约束 ,

避免不正当竞争和坑害消费者的短期行为。

(2)将农业分为生产型和生态示范型区别对待 ,

把全村或几个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把少

量的生态示范型农业布置在村边 ,作为旅游项目一部

分 ,最终再实现所有农业向生态型转化。

(3)大部分土特产的生产应向旅游服务业转化。

调查显示 ,西山岛除了是碧螺春茶叶的重要产地外 ,

还出产橘子、杨梅、枇杷、板栗、石榴、银杏、桃子等 ,应

结合这些土特产的种植、采摘搞特色旅游。

(4)发掘有地方特点的手工艺品 ,组织生产 ,结合

“古村落游”进行销售。

三、在发展旅游产业 ,开发古村落人文和自然价

值时应注意避免的几个问题[5] (P1122 - 123)

首先 ,政府必须自始至终的引导、管理和参与。

由于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中管理、集约经营的经济

模式 ,需要集中村民手中有限的资源 ,最初必须要由

政府出面宣传和教育 ,组织在小范围内试点 ;发展中 ,

则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形成一定的规模、取得一

定效益后 ,则要监督其发展方向 ,控制发展节奏 ,保证

其将相当的资金用于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为保证

公正有效的管理 ,应避免政府资金的介入。其次 ,为

了防止由于开发过快对古村落、古建筑造成不可挽回

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 ,它的发展必须根据规划分阶

段、有步骤的滚动前进 ,先从小规模做起 ,以便进入良

性循环的机制 ;此外 ,由于外来投资总期望尽快产生

收益 ,发展中应尽可能依靠自身的资金、资源 ,避免接

受外来投资 ,以防发展速度失控。

四、问题解决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结合当地特色的旅游产业开发应该是解决问题

的一条不错的出路 ,通过统一的规划和管理 ,用旅游

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使古村落重新焕发勃勃的生

机与活力。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 ,制约古村落生长发

展的一些客观条件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

下来的 ,问题不会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相反 ,在我国加

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矛盾会变

得更加尖锐。因此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 ,用发展的办

法来解决。这就决定了要使中国古村落再次走上良

性生长的道路 , (下转第 96 页)

87

古村落的生长与其传统形态和历史文化的延续



参考文献

[1 ] 庞继贤. 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J ] . 浙江大

学学报 ,1998 , (2) .

[2 ] 郑敏 ,陈桂兰. 行动研究法在大学英语阅读中

的应用[A]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C]1 北京 :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1
[3 ] 吴锦 ,张在新. 英语写作教学新探 ———论写前

阶段的可行性 [ A ]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C ]1 北

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4 ] Ferris , Dana and John S. Hedgcock , Teaching ESL

Composition [ M ] .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Mahwah , New Jersey , London

[5 ] 肖礼全. 走出中国英语教学的历史误区[J ] . 外

语教育 ,2004 , (1) 1

[6 ] 王初明. 长作文有助提高信心 ———以写促学

[A]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C]1 北京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20001
[7 ] 郑超 1 以写促学 ,让生写出自信和成就感 [J ]1

广东外语与外贸大学学报 ,2002 , (12) 1
[8 ] Edgar R. V. Writing Themes about Literature [M] .

7th edition Prentice - Hall , Inc. , Englewood

Cliffs , NJ 19911
[9 ] Zamel Vivian The composing process of Advanced

ESL Students[J ] . TESOL QUARTERLY, Vol . 17 ,

No. 2 , June 19831
[ 10 ] Guy Cook , Barbara Seidhof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 M ] . 上海 : 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1

(上接第 78 页)

其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如何在其发展过程中保

持和延续传统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值得我们反思和

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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