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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访蚌埠古民居博览园：“传统村落不能只有名录保护”

2015 年 7 月 17 日、18 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

才探寻了位于蚌埠龙子湖畔的“湖上升明月”古民居博览园，出席了“散落传统

民居的抢救与保护座谈会”，并就在当地的调研情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村落没有村落志，采取名录保护”

“2000 年，中国共有 371 万个自然村。到了 2010 年，我们的自然村就剩下

263 万个了。10 年失去了 90 万个村落，每年消失了 9万个，每天消减 80 到 100

个村落，这个数字非常可怕。”冯骥才说，“每个村落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但

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问题就是村落没有村落志，记载最多的是到一个乡，到了

村往往就只有一个名字，没有历史记录，我们失去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已经把

600 多个城市变成千城一面，这是我们的文化悲剧。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么

快的速度失去它的村落。”

这是冯骥才当时与中央领导面对面交流的内容，由此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

视，国家住建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于 2012 年组建了由建筑学、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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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传统村落进行调查与认定，冯骥才先生任委员

会主任，被誉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从此，一个个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通

过评审并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成为国家保护的重点，

拥有了身份和属性，前两批已为 1561 个中国传统村落建立了国家保护名录档案，

第三批为 994 个。冯骥才透露，第四批可能超过 2000 多个，但是问题还有很多，

还有大量村落在消失。由此冯骥才呼吁：“光有名录保护是不够的。

“传统村落保护还有两大问题尚需解决”

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目前还有两大问题尚需解决。

一是有些村落是与周围村落血脉相连的，特别是从中原地区迁徙到南方的一

些村落，一个村落可能与周围二三十个村落都有族性衍生的联系，但是现在只保

护了那些建筑优美、形态完整的村落，而周围的根脉都断了，历史关系断裂了，

因此，他说：“孤立保护是不行的，各个村庄是有内在关系的，应该有一个古村

落的生态保护区。”

冯骥才特别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地方村落的基本形态已经没有了，可

能还有几幢经典的民居，或者一个好戏台、好祠堂、好庙宇，还有一座古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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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历经沧桑的古井，但是却没人保护，只能任其消亡。由此他非常感慨：“我

昨天在全国政协委员马国湘建设的古民居博览园内，看到他抢救收藏的民居感到

震惊。”他认为古民居博览园将散落四方、无人理睬甚至危在旦夕的民居收集起

来，精心修缮，集中保护，既达到了很好的保存效果，同时又能供人欣赏传统和

认识历史，这就是采用露天博物馆的方式来集中保护。

“古村落是活态的，古民居必须是活化的”

“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不包括民居的，除非很少的特别经典的。因为没有

这样的保护，所以很多在城市改造中破坏的民居是没有法规去保护的，基本上城

市的历史街区都消失了，乡村也面临着这个问题，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

冯骥才说。他同时认为民居与城市的历史建筑、文物建筑有不一样的价值，各地

民居的价值是代表着那方土地的地域特性，所有民居在建造时基本都是就地取材

的。

冯骥才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历史遗产保护要活化。他说：“我国有物质文化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持活态，比如传统村落也要保

持活态，传统村落如果空巢了，传统村落也就死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都要保持活态，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要活化，不能关上门。我们还要让当代

人进去感受，让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和历史交融，在现代摩登的历史环境中感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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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亲近历史，走进历史。所以，古民居与古村落不一样，古村落是物质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总和，是活态的，古民居必须是活化的，不能让它空着。”

“古民居保护有上千种方法，不要轻易否定”

冯骥才 17 日调研了蚌埠古民居博览园的古民居修复仓库。这里和一般的生

产车间不同，没有机器的轰鸣声，只有幽幽木香和工匠们采用传统工艺手工凿刻

木器的声音，显得安静而神秘。现场一位工匠正在修复一条破损的横梁，横梁中

间的雕花已经损坏了，冯骥才对雕刻师傅娴熟的技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说：“古

民居的保护有上千种方法，不要轻易否定任何一种保护方法。”

浏览着一栋栋正在复建中的古民居建筑，抚摸着一件件从推土机下抢救出来

的木石构件和生活器具，冯骥才对马国湘说：“你从推土机下抢救出这些古民居，

是真正的抢救，与我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

18 日上午，在蚌埠市有关领导参加的“散落传统民居的抢救与保护座谈会”

上，冯骥才又一次提起马国湘，他说：“我做的是知识分子的事，主要用思想影

响公众和意识，他做的是实际的事，真正保留下来。他抢救下来的东西与普通文

物贩子抢收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普通文物贩子是把能卖钱的好东西摘出来，

剩下的东西都抛掉，他们基本上是‘杀了象只把象牙拔出来’，但是马国湘保护

的是整个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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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深情的说：“我昨天看了他的那些东西，也拍了很多照片，他把每个

构件拿下来时全部编号了，那些濒临垮塌的老房子拆下来时就是一堆烂木头，没

有经济价值。他不是从经济价值角度去收集民居，他做的是文化价值保护，所以

我佩服马国湘这样的实业家，他有文化的眼光和文化的情怀，也有文化责任。”

倡导传统的名录保护与新方式要相互结合

针对散落的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发展，冯骥才提议采用露天博物馆的模式，并

列举了国际上的一些保护先例，如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始建于 1891 年的斯堪

森户外民俗博物馆(Skansen Open-Air Museum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博物馆)，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桑斯安斯风车村(ZaanseSchans Windmill)，丹麦奥胡斯“老

城”露天博物馆(Den Gamle By)等，这些项目都是搜集本国各地典型的民间古建

房屋、标志物和生活方式，集历史、文化、民俗、风景于一体的经典项目，十分

有参考价值。

在保护的方法上，冯骥才介绍了意大利的整旧如旧、奥地利的老城翻新的方

式和理念，并推荐参照希腊古建开发中的“外观如旧、内部翻新”的做法，提出

中国传统民居的主体架构和营造法式不应更改，但内部宜活宜居功能应当符合现

代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必须新做的部位，也要争取留下历史的痕迹，显现出历

史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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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冯骥才倡导传统的名录保护与新方式要相互结合，“既不能失去一只

只从历史飞来的美丽的大鸟，也不能丢掉从大鸟身上遗落的每一片珍贵的羽毛。”

“保护村落，留住中华民族的‘乡愁’”

冯骥才近 20 年来也一直在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鼓与呼。他说，我

国已经建立了非遗名录保护体系，至今已公布了 3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 1219

项，再加上省、市、县三级的非遗项目，共计 81747 项。他强调：“这些非遗项

目大部分是在村落中，如果村落没有了，非遗也就没有了。”他还特别注意到少

数民族非遗大部分都在村落中，但是当前少数民族村落也在逐渐减少，由此他大

声疾呼：“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没有权利让少数民族消失，少数民族就生

活在自己的文化里，他们的村落若没有了，文化没了，民族就消失了，这是国家

的重大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向我们国家这样用国家之

力推动非遗和传统村落保护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在座谈会上，冯骥才动情地说：“民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自发的文化、自觉

的文化阶段，要上升到文化的自觉阶段。现阶段保护文化迫切需要文化的自觉，

要把文化保护工作提升到保护民族精神的高度来看，文化流失会造成民族身份和

属性的流失。民族文化承载着民族精神，我们要由保护民族的精神，而成为精神

的民族，这正是习总书记提出‘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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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真谛”。‘乡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保护村落，

留住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乡愁’”。

(新华网)

冯骥才：传统村落的保护认定体现文化自觉和眼光

2015 年 7 月中旬，“中国古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赴安徽蚌埠龙子湖畔的

古民居博览园调研，他已过古稀之年却仍奔波在中国古村落保护的第一线。做客

京华茶馆时，他也谈到了古民居保护面临的困境和新思考。他认为，传统村落若

没有人了空巢了，也就死了，而古民居保护也要有生活气息，“古民居必须是活

化的，不能让它空着”。

为何保护

这里有我们的民族记忆

提起冯骥才，很多人会想到语文课本里的《挑山工》《泥人张》。最近 20 年，

他从文艺创作逐渐转向了文化保护，特别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

为何会有这种转变？冯骥才说：“我原来关心城市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保护，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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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的立场，也是作家的立场，作家更关心社会精神。这些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的转变是巨大变化，在物欲的社会里容易轻视精神事物的价值，对我们的传

统容易放松，知识分子要关切社会，关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也要关切先民的

命运。”

冯骥才觉得，中国社会正在从农耕文明步入工业文化，“西方的进程比较早，

而我们一切的文化基本是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时原有的农耕文化一定会瓦

解。当人类到了文化自觉阶段，就应该有文化保护意识。在中国的传统村落里，

有我们的民族记忆和精神传统，有我们民族的终极价值观，有我们民族的 DNA

和特有的审美，有我们丰富的、多地域的、多样的文化创造，这些东西必须保留，

必须传承，不能失去。”

如果失去了这些民族中的 DNA，中国人在世界上就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他

说：“尽管我们有版图，但如果失去了我们的身份，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必

须保护。习总书记提出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什么留住乡愁？

乡愁是人精神情感的需要，留住村落就是留住我们精神的传统，留住我们精神内

涵的东西，我们的准则，我们的民族记忆、我们的审美、我们的价值观。”

面临现状

每天消失近百个自然村

15 年前，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冯骥才哭老街》，天津在进行老城改造时把

估衣街上的老建筑一点点拆了。冯骥才站在被拆毁的“天津总商会”废墟上痛哭

流涕，这个周恩来当年活动的地方，也是“五四”运动时学生领袖马骏用头撞柱

子的地方，就这么给毁了。

如今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依然面临困境。冯骥才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痛

恨“旧城改造”这个词，他提到这次调研的蚌埠古民居博览园中的很多建筑，就

是从推土机前抢救下来的。前些年冯骥才公布了一个调研数据，“2000 年，中国

共有 371 万个自然村，2010 年剩下 263 万个。大约每年 9万个消失，平均每天

消减 80 到 100 个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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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说：“就是我们坐着说话的功夫，一个个自然村就倒下了。我跟温总

理讲过，每个村落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但中华民族最大的问题是村落没有村落

史，村志最多是一个乡，到了村就是一个名字了。我们已经把 600 多个城市变成

千城一面，这是我们的文化悲剧，当时总理很激动，说不能让后代连村落都不知

道。”

在研究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冯骥才就注意到中国的很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就散落在村落里，特别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村落也在逐渐减少，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没有权利让少数民族消失。少数民族就生活在自己的

文化里，他们的村落若没有了，文化就没了，民族就消失了，这是国家重大问题，

不是一般的问题。”

(京华时报)

冯骥才：活态古村落 活化古民居

田海英

2015 年 7 月 20 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走访

了黟县卢村古村落。他对卢村古村落原生态保护的山水、街巷、民居及传统的乡

村生活气息赞叹不已。

10 年前，冯骥才先生曾经到访过该县的西递古村落，当时就为该县的古村

落保护提出了“原生态保护古村落和挖掘整理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建议。

10 年后，再次到访，看到当年的建议已经很好地融入保护中，以原汁原味的乡

村风貌和生活气息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时，他忍不住时常停下来认真听当地政府部

门对古村落保护利用情况的介绍;停下来细细感悟石雕、砖雕、木雕的精湛工艺

和寓意；停下来用手机拍下街巷、河流、村落和民居等一切所向往的乡愁记忆;

停下来和村民拉拉家常感受礼仪徽州的无限魅力。

冯骥才先生除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身份，还是国

家住建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于 2012 年组建的由建筑学、文化学等各方

专家组成的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对传统村落进行调查与认定，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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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走进村中，看到穿村而过的虞溪河水潺潺而流，清澈见底，鱼儿欢快地游着，

冯骥才连连赞叹，不停地用手机拍照，不停地感叹怎么把河流保护得这么好，让

村落这么整洁干净，让鱼儿这么自由地嬉戏。他表示，传统村落保护，就是要这

样的活态保护。

当走进一户民宅，看到正在编箩筐的篾匠立即起身和大家打招呼时，冯骥才

连连说，这就代表了徽州的传统文化礼仪，这就是我们传统村落的优良文化，要

很好地传承下去，还能感染很多外来的人。

当走进木雕楼景点时，冯骥才指着精美绝伦的木雕说，“这就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黟县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多个古村落列

入传统文化保护名录，要不断发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和传承工作。

冯骥才先生也曾经多次强调历史遗产保护要活化。他说：“我国有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持活态，比如传统村落也要

保持活态，传统村落如果空巢了，也就死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

要保持活态，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要活化，不能关上门。我们还要让当代人进去

感受，让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和历史交融，在现代摩登的历史环境中感受历史，亲

近历史，走进历史。所以，古民居与古村落不一样，古村落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总和，是活态的，而古民居必须是活化的，不能让它空着。”

(黄山日报)

湖北文理学院学子赴南漳县麻城河传统村落调研

2015 年 7 月 17 日，湖北文理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 8名师生，走进南漳县东

项镇麻城河古村落，开展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

调研期间，师生一行对该村落历史沿革、村落环境、公共设施、碑刻、古树

名木等作了实地考察，还对村内现存的秦家老屋、李家老屋、王家老屋等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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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详细测绘，并针对村落的未来保护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随后他

们将在此次调研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该村落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帮助麻

城河村完成 2015 年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的申报材料的撰写工作，争取将麻城

河村立项为襄阳第三个"中国传统村落"。

此次"三下乡"实践活动给同学们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让同学们领略了荆

山的自然之美，深刻感受到荆山传统村落和荆山民居的独特魅力以及本地村民的

淳朴热情，他们立志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为麻城河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湖北文理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赴荣成市东楮岛村进行调研

孙嘉睿

2015 年暑期以来，山东大学“寻忆胶东，梦回乡里” 学生实践团将赴青岛、

烟台、威海进行关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专题调研。7月 18

日，实践团首先奔赴山东省荣成市宁津街道东楮岛村进行实地调研，由此拉开了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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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楮岛村是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同时名列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具有

重要的经济、历史和社会价值，其特有的民居建筑海草房是上个世纪当地百姓集

体智慧的结晶。

18 号一早，队员们从荣成市汽车站出发，经历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后，到

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荣成市宁津街道东楮岛村。队员们首先拜访了东楮岛村村

主任王本胜，就东楮岛村的现状与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

题进行了采访。王本胜从村落形成的年代、原因，自然面貌以及海草房的建造和

保护等方面，向队员们介绍了相关的情况。据王本胜介绍，海草房是东楮岛村独

具特色的建筑，屋顶是由麦秸和海草一层压一层建造而成，具有冬暖夏凉，防火

防潮防蛀的特点。但是由于海草房的建造缺乏传承人，使得这项技艺濒临失传，

所幸目前海草房的保护和技艺的传承问题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国家的

大力支持。并且东楮岛村刚刚建设落成“乡村记忆馆”，使外来者能够对村庄发

展历史和居民日常生活习俗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通过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队员们旨在为胶东地区寻找乡村记忆，留住

乡愁情结，守护历史遗存，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村传统文化与村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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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在社会实践中增强人民群众对于胶东地区宝贵历史文

化的珍惜和保护意识。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传统村落、乡土民居传承与更新研讨会在武隆召开

刘广卫

重庆作为巴渝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也是多民族聚集区。

在丰饶的巴渝地区，无论是在渝东北的三峡库区还是在渝东南的武陵山源，或是

在经济发达的渝西地区，都分布着许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

落。对于这些在农耕文明传承和多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反映着文明进步的传统村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等具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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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重庆市武隆县土地乡冉家沟村犀牛寨传统村落全景

自 2012 年 12 月 19 日起至 2014 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

部门先后发出通知公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三批，目前已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数

量已达到 2555 个，其中，重庆全市共有 63 个传统村落已纳入国家级保护名录。

武隆县土地乡冉家沟村犀牛寨传统村落民居

随着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公布，如何保护利用传统村落成为大家十分关注的

问题。近些年来，由于很多地方缺乏对传统村落重要性的认识，加之大多数传统

村落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当地村民又缺资金、缺人材、缺意识，无

可奈何地任其老化破败。有的地方虽然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但苦于路径不对、

方法不当、技术缺失，致使许多传统村落糟受人为损毁。而新的农村建设行为、

无序的开发建设、农村危房及农房改造整治等，又进一步加重了对传统村落的破

坏。所有这些，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和抢救，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也愧对祖先。



16

近几年来，由武隆县城乡建委和重庆市同欣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通过对武隆县

苍沟、后坪、土地等乡的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进行保护、修复、更新试验等方面

进行探索与实践，在整治传统建筑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吸引村民回村创业发展乡

村旅游、探索新乡土规划设计与建筑景观等方面，都作出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

初步成效。这些探索与实践具有传统村落、乡土建筑在保护、修复、更新上的现

实意义，也有较强的操作性，为重庆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一种

方式和途径。

现场调研听取介绍

为了总结、探讨这一作法，重庆村镇建设与发展研究会、重庆历史文化名城

专委会会同武隆县城乡建委、重庆同欣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

至 10 日在武隆县召开了“重庆传统村落、乡土民居传承与更新（武隆）研讨会”。

研讨会邀请了清华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以及市内规划

设计等院所从事传统村落教学科研、规划设计、乡土材料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近

20 余位知名专家教授和重庆市有关区县城乡建委负责人、市级主管部门领导共

计 6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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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传统村落、乡土民居传承与更新（武隆）研讨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宋晔皓在研讨会上发言

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与参会领导实地考察了武隆县土地乡天生村犀牛寨传

统村落和民居修复情况，先后听取了武隆县城乡建委和土地乡政府关于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的工作介绍，并对犀牛寨至今保留完好的生态环境、村庄格局、传统民

居、生活形态等赞叹不已。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宋晔皓，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

院副教授覃琳，重庆博建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刘建业，重庆大学建筑城规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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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褚冬竹、重庆同欣规划设计公司总建筑师吴杰等分别在会上做了研讨发言。

重庆村镇建设与发展研究会何智亚会长对研讨会做了点评。他指出，传统村

落的消亡速度有增无减，全国如此，重庆亦是如此。传统村落建筑的破败、人口

的空心化推动着传统村落的消亡，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尽最大可能改善、改造、

更新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丰富产业结构等，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让当地居民愿意留下来。

通过此次研讨，大家充分肯定了武隆县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方面的操作与实

践和对于重庆传统村落保护修复具有的指导意义，为其它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

供有益的借鉴，也有利于推进重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

(重庆村镇建设与发展研究会秘书处)

广东佛山召开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场会

大 卫

2015 年 7 月 9 日，由广东省民协、佛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佛山市民

协等单位承办的佛山市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在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松

塘村召开。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及古村落代表就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

活化利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佛山古村落统一标志及导视

系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中国民协文艺志愿服务部主任刘德伟、广东

省民协副主席曾应枫、佛山市副市长麦洁华，以及佛山市、区文化、住建、规划、

旅游等部门领导及古村落代表参加了会议。

从去年年底开始，佛山市住建管理局、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联合推进佛山

市 30 个古村落的宜居示范和活化工作。会上，酝酿已久的佛山市古村落标识及

导视系统正式对外公布。古村落标识经过网民投票、专家评选而确定，融岭南建

筑特色及佛山元素一体，其核心部分锅耳山墙又与“人”字相仿，点出标识之意，

即以人为本进行古村保护与系统活化。古村落活化升级工作阶段性成果《佛山市

首批古村落一村一品活化升级策划指引》同时发布。

佛山市副市长麦洁华在致辞中指出，对于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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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坚持“一村一品”的活化升级策划，邀请专家为古村落活化把脉，听取各方意

见，将古村落活化工作落实做好。会上，佛山禅城区张槎镇莲塘村的代表宣读了

《佛山市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倡议书》，随后由 30 个古村的代表集体在倡议

书上签名，号召全社会、村民共同保护古村落。

苑利、刘德伟、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储冬爱、广州市城市规划

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建军等专家学者以及松塘村、逢简村代表就古村落

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活化利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古村落活化应该以人

为本，人的守望才是古村落魅力所在。会议由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龙建刚主持。

（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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