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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①

祖 苏，王志强
（苏州市政协城乡建设委员会，江苏 苏州 215004）

摘 要：近年来，苏州市多措并举推进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部分古村落和古建筑

保护现状较差、保护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社会化保护的政策瓶颈尚未突破等问题。建议继续在古村落保护利用的

理念、政策、法规、机制、运作和监督等方面不断创新、完善，确立综合全面的保护战略，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利用方

针，完善古村落保护法规和规范标准，研究制定突破性的扶持政策，切实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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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上半年，按照苏州市委关于“做好古村落

保护利用情况调研”的指示，市政协成立了专题调研

组，召开了住建、规划、文物、旅游、农委等相关部门和

部分委员、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座谈会，并深入到张

家港市塘桥镇金村、凤凰镇恬庄，吴中区金庭镇东村、

堂里，东山镇陆巷、杨湾、三山岛和吴江市盛泽镇龙泉

嘴等古村落进行实地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对苏州市

古村落的保护利用情况作全面的调研与总结②。

一、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利用现状及成效

苏州古城、古镇、古村落三位一体，形态完备，文

物遗存数量多、价值高，内涵丰富。近年来，苏州市在

大力做好古城、古镇保护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推进

古村落的保护利用工作。2005年 6月，市政府将吴中

区东山镇的陆巷、杨湾、三山岛和西山金庭镇的明月

湾、东村、堂里、甪里、东西蔡、植里、后埠，以及太湖度

假区的徐湾、张家港市的恬庄、金村、吴江市的南厍等

14 处村庄公布为苏州市第一批控制保护古村落；

2008 年初，市政府又公布了 3 个市级历史文化名村，

分别为常熟市古里镇的李市村、吴江市平望镇的溪港

村和盛泽镇的龙泉嘴村。目前，苏州列入市级保护名

录的古村名村共 17 个，其中已启动不同程度保护工

程的有 7 处。吴中区东山的陆巷、杨湾、三山岛，金

庭的明月湾、东村、堂里等古村落，保存较好、价值较

高，特别是陆巷、明月湾 2 个古村落已被列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张家港市凤凰镇的恬庄也得到较好的

保护开发，该镇已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总体而言，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制定了古村落保护的政府规章。2005年

6 月，市政府公布实施了《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

明确了古村落保护地位、保护内容和保护措施，明确

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在古村落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

并对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予以积极的政策扶持。

2. 明确了政府在古村落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2003 年，苏州专门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管

理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分管副市长担任副主任，

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市政府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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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政府，文物部门与各文物保护责任单位分别签

订了保护管理责任书，明确保护要求和保护责任。部

分市（区）、镇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和运作公司。

3. 编制了古村落保护规划。2003-2004年，由苏

州文物、住建和规划等部门组织开展了古村落和文物

普查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发现了一批有较

高价值的古村落、古建筑。2009 年 7 月，结合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市政府又公布了 49 处苏州市文

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其中近半数为东、西山古村落

内的古建筑。在认真梳理现状的基础上，苏州市完成

了沿太湖 10个重点古村落的保护规划编制。

4. 积极组织实施修复保护工程。吴中区古村落

古建筑遗存数量最多，保护任务最重。全市首批公布

的 14 处古村落和 60 处控制保护建筑中，有 11 处古村

落和 59 处古建筑集中在吴中区东、西山。为推动古

村落和古建筑保护工作，从 2005 年开始，苏州市财政

连续两年每年下拨 500 万元专项补助经费。吴中区

也出台了相应的奖励政策，每年安排 300 万元保护奖

励资金，用于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修复。近年来吴中

区区、镇两级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1.5 亿元。金庭镇已

投入 7000 多万元，完成了明月湾村口障碍性建筑的

拆迁以及绿化和环境整治工作，修复了黄家祠堂、礼

和堂、邓氏宗祠、明月寺等古建筑，并对村内 34 幢现

代房屋实施立面改造。东山镇也已筹资 8000 多万

元，修复了陆巷的惠和堂、明代牌楼等文物古建筑，并

已正式对外开放。张家港市凤凰镇市、镇两级共投入

5800 多万元，对恬庄古镇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当地的

河阳山歌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古村落保护利用初见成效。各级政府在加大

保护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加入古村落保

护。陆巷古村完成修复工程的惠和堂、宝俭堂、怀德

堂等 5 处明清古建筑已被一并纳入古村落旅游路

线。由民间出资的堂里村仁本堂（即西山雕花楼）也

已完成修复整治工程，并作为旅游景点纳入了苏州

“乡村游”网络体系。目前，吴中区已开放的古村落达

5 处，陆巷、明月湾和三山岛分别被命名为全国旅游

示范点。张家港塘桥金村庙会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二、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利用中存在的

问题

1. 对保护工作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古村

落是苏州城镇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农耕社会最基础的组成元素，应该得到有效保护。但

是，由于古村落散于农村，基础条件差，交通不便，其

价值不像古城、古镇那样容易被人了解；而且古村落

保护起步晚、基础差，有些地方对古村落保护缺乏应

有的认识，没有足够的重视，经费投入少，措施不到

位，工作力度不够。

2. 保护规划和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苏州多数

古村落已编制保护规划，但古村落保护利用中的一些

建设项目未得到有效控制，古村落周边环境仍有破坏

现象，建设性破坏现象时有发生。此外，《苏州市古村

落保护办法》明确的土地和经费等相关政策也未能得

到真正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存在。

3. 部分古村落和古建筑保护现状较差。部分古

村落一直处于控制保护状态，没有进行抢救性修复，

十分破旧，历史遗存越来越少。被列为苏州历史文化

名村的吴江盛泽龙泉嘴村已合并更名为龙北村，村名

都不复存在，其保护也可想而知。古村落内的古建筑

主要属于村民所有，多数村民无力按照古建筑保护的

要求进行维修，由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维修保养，多

数古建筑破损严重，有的已经发生局部坍塌。

4. 保护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根据吴中区古村落

保护部门的规划测算，11 处太湖古村落保护开发总

投资需要 25 亿元（主要由政府投入），且控制保护的

古村落又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东山（3 处）、金

庭（7 处）两镇，再加上筹资渠道单一，致使经费投入

严重不足，保护工作举步维艰。

5. 社会化保护的政策瓶颈尚未突破。目前，社

会上有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且热爱传统文化的有

识之士，有意于购买古村落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开

发。但是，由于产权关系复杂、农村宅基地不能转让

过户等原因，古宅民居不能进入市场进行合理流转，

因而无法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到古村落保护中来。

三、关于苏州古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

建议

苏州古村落是深厚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苏州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加强文化遗产的

保护，是历史赋予的崇高责任，保护开发古村落对于

地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明的持续建设有着重要意

义。苏州要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在理念、

政策、法规、机制、运作和监督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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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切实加大推进力度，让古村落保护利用之路走

得更扎实更长远。为此，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1. 确立综合全面的保护战略。一要坚持把古村

落物质和非物质元素的保护利用有机结合。从更为

广泛综合的社会经济角度，对古村落的保护延续与未

来发展进行科学定位，把古村落的生态、形态、情态等

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作为整体进行综合性一体

化的控制保护，使古村落保护从建筑和布局上，到民

俗、民风和民生的结合上，成为一个个“活态”保护的

古村落。二要坚持把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结

合。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抢救挖掘历史文化遗产，

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今

后大面积保护整治古村落积累资金，提供经济基础，

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性循环。三要坚持把古村

落保护与民生改善有机结合。要高度重视村民的权

益，充分反映村民的公共利益和目标，通过行政管理

和技术手段，梳理水网空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

生活环境，使古村落既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又能

体现田园风光特色，实现村民生活形态的延续和地方

活力的提升。要让村民在保护开发得到的实惠中，真

正认识并倍加珍惜自己居住的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

值，高度凝聚村民的保护热情，使古村落的保护利用

成为深入民心的事业。

2. 构建古村落传统风貌保护体系。保护古村

落，并不只是保护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而且要重

视整体环境和综合景观环境的保护，要体现人工环境

与自然环境的有机融合和协调统一。建议构建三个

层次的保护体系：一是核心保护区。包含古村落中最

有价值的历史建筑、河流水系、街巷驳岸等典型空间

要素，精心保护历史空间环境。二是建设控制区。可

以进行适量建设，但对其体量、高度、色彩、形式等，必

须按照保护规划要求进行控制，处理好新建筑与历史

建筑的协调关系。三是环境协调区。以保证古村落

在更大范围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空间景观。

3. 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利用方针。建议将全市古

村落保护利用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重点保护的

古村落。对于市政府首批公布的 14 个古村落和 3 个

历史文化名村，包括新评估认定的重点保护古村落，

建议参照桃花坞和虎丘地区综合改造的工作力度和

运作模式，由苏州市及相关市（区）共同组织实施，争

取用二到三年的时间大见成效，努力打造成苏州古村

落保护利用的品牌。二是常态保护的古村落。对于

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古村落，尤其是全市

规划的 500 多个保留村庄，建议由相关市（区）及镇政

府共同实施保护开发，努力打造体现江南地域多种特

色的古村落。建议像城区老新村改造那样，加强水、

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拆除违章建筑，

对传统民居进行“穿衣戴帽”式的改造，改善村民生活

环境。尤其要抓住今年全面开展的村庄环境集中整

治的极好契机，做到有效结合，事半功倍。三是活态

保护的古村落。对于村庄形态风貌、建筑风格已被破

坏，但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别有情趣、具有地方

特色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民间风俗的古村落，重点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延续历史文

化记忆，激发古村落的生机活力。

4. 完善古村落保护法规和规范标准。建议在

《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苏州

市古村落保护条例》，发挥地方立法优势，将古村落保

护利用更好地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文化繁荣、旅游开发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规

划部门要在现有的太湖古村落保护规划的基础上，编

制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古村落保

护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总体框架，加强规划控制，杜

绝新的建设性破坏现象发生。建设、文保等有关部门

要专题研究制定适合苏州古村落、古建筑保护整治的

专业规范和标准，加快培养专业维修队伍，实现古村

落、古建筑保护的科学化、专业化、特色化。

5. 研究制定突破性的扶持政策。苏州古村落保

护利用要有实质性的进展，必须在现有的政策瓶颈上

进行创新突破。建议利用苏州已被建设部明确为全

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的契机，先行先试，研究

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一要在农村宅基地政策上求

突破。允许在政府批准监督的前提下，古民居可进入

市场流转，解决土地证、产权证办理问题。二要在拓

宽资金投入渠道上求突破。一是建立市、市（区）、镇

三级政府专项投入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每年在财政

预算中明确一定的经费，并根据经济增长情况，逐年

加大保护和维修资金的投入。二是安排相应的土地

拍卖指标，或在出让收益中提取适当比例作为保护利

用发展基金，支持重点扶持项目。三是对古村落范围

内的非镇村景点的旅游收入实行属地分成，专项用于

古村落的整治和管理。四是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中列出一块，作为实施古村落保护项目的专项

补助经费，并且在安排文物保护、旅游开发、村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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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新农村建设等专项资金中，更多地向古村落倾

斜。五是引进民间资本，多渠道筹资。三要在运作机

制上求突破。提倡政府引导，强化社会化运作。要完

善投资主体明晰、责权利对等的公司运作机制。借鉴

农村股份合作社的经验，可由政府、企业、集体、村民

合伙的股份公司进行经营运作，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

投资古村落保护。也可积极探索市、市（区）、镇、村四

级保护开发公司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之路。建

议由市文旅集团与吴中区古村旅游开发公司先进行

合作联动试点，参与市级重点古村落的保护开发，整

合资源和力量，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6. 切实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目前苏州市级

层面已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管理委员会，建

议把古村落保护纳入同一个体系。同时在该委员会

内设立古村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或指挥部，建立和完

善以领导集体、职能部门、专家团队、操作主体等不同

层次、不同对象组成的联合工作机构。同时，要进一

步强化各级政府及文保、规划、住建、国土、旅游等部

门在古村落保护利用方面的职责，明确牵头部门，形

成职责明确、条块结合、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更好地

整合力量，综合协调和研究解决推进中的重大问题，

全面系统、长期有效地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切实加强

对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督指导，把古

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落到实处。

如何让古村落继续保存延续下去，对于当前和今

后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现在，不仅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众多

的农村镇村，也同样存在着同质化的趋势。如果还能

保留一些传统的古村落，不仅能成为一方重要的历史

地标和人文景观，让身处异乡的游子便于找到回家的

方向和记忆；而且也能成为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和服务

业的重要资源，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

多样化的蓝本。同时，这些传统的古村落，更能够为

保护农村乡土文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尤其在保护和弘

扬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更有着独特和不可替代

的作用。因此，切实保护好古村落，显得更为重要和

紧迫。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uzhou Ancient Villages.

ZU Su, WANG Zhi-qiang
(Suzhou Municipal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he CPPCC, Suzhou 215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Suzhou has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pres⁃
ervation status of some ancient villages and ancient buildings is poor. Secondly,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in⁃
vestment funds for protection. Thirdly, there is a bottleneck to break through in the case of social protection poli⁃
cies and other issu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innov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ideas,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mechanism,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terms of continual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strateg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at the policy of hierarchical and classi⁃
fication approach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at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standards should be perfected, that the groundbreaking supportive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that the con⁃
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Suzhou; ancient villages; preservation;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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