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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have obvious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worry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ome problem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also analyzed. Nowaday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is common to regard villages as scenic spots and pursue the income of tickets solely;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problems such as “neatness and uniformity”, blind pursuit of “nobility”,
building countryside with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ity are more prominent.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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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特色明显，但现状堪忧。文章通过对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现状分布、利用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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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提出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总体思路与原则。对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误区进行了
剖析。在开发过程中，把村庄当景区，单一追求门票收益较为普遍；在建设上，“整齐划一”，盲目追
求“高大尚”，用建城市的理念建乡村等问题较为突出。最后文章提出了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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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背景
1.1. 传统村落现状堪忧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根基，是历史信息的真实记载，它的选址、格局和建筑特色方面蕴
含着丰富的古代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其村落格局、院落布局，建筑结构、材质、形式
以及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文化习惯等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信息，是当地社会发展、历
史演变与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见证。我省的传统村落具有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特色鲜明、历史资源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保护价值高等特点。保护传统村落，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的历
史见证；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见证，具有很高的历史审美价值，对于当今社会适应环
境、利用环境、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然而，河南省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和水患，大量的传统村落建筑被破坏，目前保留下来的大多在贫困
的乡村和交通不便的山区。这些传统村落散落在相对偏僻、经济不够发达的地方，并且年代久远，破败
严重，现状堪忧。除了为数不多的传统村落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较好保护外，大多是处于自
生自灭状态。得不到有效保护、合理开发。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古村落、古建筑往往缺乏关注和保
护，村庄逐步没落、建筑逐步腐朽、坍塌，故意损毁、偷盗、走私文物等违法活动的频繁，使传统村落
民居中的一些精美木雕构件、门窗及其他文物等被盗或者人为卖掉。在村庄的发展中，随意新建，一味
求大求新求高，使传统村庄格局、风貌发生变化，失去了历史的痕迹，一些地方独特的民间习俗也正在
逐步消亡，淡出人们的记忆。

1.2. 相关政策相继出台
2011 年 9 月 6 日，在中央文史馆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古村落的保护就是工业
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加强保护。
2012 年 9 月 25 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召开了传统村
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
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
2012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决定开展传统村落调查。并下发了《住房
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建村[2012] 58 号)，标志着
传统村落的保护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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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18 日上午，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化厅、文物局、财政厅联合发布文件，对河
南省内传统村落展开调查。文件指出：传统村落浓缩着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承载着特
定地域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流传并延续着独具乡村色彩的古代民间艺术、建造技艺、神话典故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承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村落正在大量消亡，
一些村落由于历史性老化造成建筑物破败和损毁；一些村落由于村民无序拆旧建新破坏村落的古风古貌；
还有一些工程项目的盲目上马对一定区域内的传统村落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等等。
刘沛林等学者所做的中国传统村落景观区划研究，将河南大部分地区划入晋陕豫黄土传统村落景观
区中的豫西窑洞景观亚区、豫北黄河文明传统村落景观亚区、豫南山地丘陵传统村落景观亚区[1]。尽管
该项研究成果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同地区的传统建筑景观特色不尽相同，不同历史时期营建的
房屋各具特色，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在历史上形成的河南省传统建筑景观，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1.3. 河南省传统村落分布
河南省传统村落，国家级共分五批公布了 202 个。第一批 16 个，平顶山最多，主要集中在郏县。第
二批 46 个，主要集中在洛阳、平顶山、三门峡、焦作、信阳等地市。第三批 37 个，主要分布在信阳、
洛阳和平顶山等地。第四批 25 个，全省分布较为分散。第五批是最多的一批，共 78 个，主要集中在洛
阳、安阳和鹤壁等地。
河南省级传统村落共分五批公布了 811 个村落。首批列入省传统村落的村庄共有 320 个。其中平顶
山市最多，共 76 个，主要分布在宝丰县和郏县。其次是信阳市有 44 个，主要分布在罗山、商城和光山。
第二批公布了 95 个，洛阳有 12 个，主要集中在栾川县。平顶山 18 个，其中在郏县就有 12 个。安阳有
6 个，全部集中在在林州。南阳 6 个。许昌 4 个。新乡主要是辉县。信阳主 16 个，主要集中在新县。另
外巩义和汝州列入的也较多。其他地市相对较少。第三批 96 个，列入较多的是鹤壁山城区，有 14 个村。
其次是信阳新县列入了 9 个村。第四批列入的有 80 个村落。许昌列入的最多有 27 个，全部集中在禹州
市。第五批列入的 220 个村，主要涉及到的地市有郑州、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三门峡、焦作、
许昌、南阳、信阳等。也是河南省传统村落列入最多的一批。分布较多的县是禹州 16 个，卢氏 16 个，
林州 15 个，郏县 13 个，辉县 10 个，光山县 10 个，其它县市大部分相对较少。

2. 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思路及原则
2.1. 总体思路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注重发展”的方针，围绕“修复优雅传统建筑、弘扬悠久
传统文化、打造优美人居环境、营造悠闲生活方式”的目标要求，把保护利用作为传统村落的重要内容，
在充分发掘和保护古代历史遗迹、文化遗存的基础上，优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把传统村落培育成为具
有现代文明的宜居乡村。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是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首先，必须分析研究村庄的现状和特点，从实际出发，
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轻重缓急的项目，然后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展开工作。其次，在整个规划设计和
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到既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传统，又要活态传承。遵循国家和省市有关传统村落保护的
法律法规，并借鉴相关规划保护办法，结合实际情况，使保护利用方案科学化、法制化，具有可操作性。
传统村落景观的旅游开发，一定要注意传统村落的所有者和开发者的利益关系，不仅要考虑投资商
开发者的利益，还要考虑村民的利益，同时还要达到吸引旅游者的目的。由于传统村落旅游产品是一类
特殊的旅游产品，房屋院落往往所有权是村民的，村庄的主要旅游活动空间也是村集体所有，因此村落
保护与旅游开发，离不开村民配合，需要调动他们参与开发与保护的积极性。
DOI: 10.12677/ass.2019.85099

708

社会科学前沿

许韶立

2.2. 保护利用原则
1) 保护为主，限新扬旧
传统村落开发不同于其他产业，是以其独特的乡村文化积淀为基础的，离开了乡村特殊的生态环境，
地形地貌和地域文化，就失去了传统村落的特色，也就丧失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
包括的范围和内容很多，包括村庄的格局、道路、农田等整个村落环境，对传统建筑的保护要坚持“整
旧修旧，限新扬旧”的原则[2]。强调真实地保存传统村落中的各项传统资源，不大拆大建、拆旧建新、
拆真建假，保持村落乡土特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民俗等传统文化的原生态，不随意发挥做假。
2) 合理利用，物质非物质并重
保护传统村落要重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要寻找一种活态的保护办法。既要保护其中的地理风貌、
乡土建筑等物质文化，更要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要把传统村落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及
时记录并利用起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利用模式与方法，充分展示传统村落的魅力，提高传统村落的社会
影响力。
3) 环境提升，注重协调统一
着重加强对传统村落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实现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
与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各项设施的建设要注意与传统村落整体风貌的协调统一，不得破坏村落传统格
局与历史风貌。
4) 兼顾发展，彰显综合效益
传统村落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公益性，在保护的前提下兼顾发展，把乡村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既可为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获得一定的资金保障，又可扩大传统村落文化
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可以通过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实现文旅融合脱贫致富。
5) 符合实际，强化项目落地性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应实事求是，结合不同村落的社会环境，强调规划的落地性、实施性；在
对村落进行深入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掌握村落的现状和历史背景，分析村落的保护与发
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充分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盲目地制订不切实际的规划目标、
规划措施。

3. 河南省传统村落开发主要类型
目前，河南省传统村落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上，大多数传统村落在处于待开发保护状
态。乡村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生态环境良好，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是城市人久违的乡音、乡土、乡
情向往之地。乡村生活的这种休闲性、生态性，正是当下城市游客休闲康体所追求的，已成为河南省未
来最重要的旅游空间。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但同时我们要明确，并不
是所有的传统村都具有开发利用的潜质。目前河南省传统村落的开发，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3.1. 旅游景区依托型传统村落
这类传统村落，是随着相在旅游景区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目前处于完善提档阶段，这主要包括洛
阳栾川县重渡沟村、焦作云台山岸上村、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乡梨园坪村、新乡辉县市郭亮村、焦作市
温县赵堡镇陈家沟村等，这些村旅游开发相对较早，有些村庄本身就在景区内，与景区融为一体，有一
定的开发基础，这些村落重点是在现有的基础，注意对传统村落的保护，避免折旧建新，为了旅游而破
坏传统村落的历史和特色，进一步完善提升村落文化及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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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发探索型传统村落
这类传统村落大多是近几年开始引起重视，处于开发的探索阶段，村落相对保存完好，区位较为优
越，基础条件较好。如三门峡湖滨区高庙乡高洼村、登封市徐庄镇柏石崖村、南阳市南召县马市坪乡转
角石村、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东山底村、新乡市辉县市拍石头乡张泗沟村、信阳市光山县净居寺名胜管
理区杨帆村等等。这类村庄开发已有一定条件，处于发展探索级阶段，村落的基本情况已普查清楚并上
报，大多已列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但如何开发，还处于探索阶段，对外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不强，
但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3.3. 开发起步型传统村落
这类传统村落处于开发的起步阶段，这类村落全省分布广，数量多，但大多位于偏僻交通不便的山
区。这一类主要包括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长岭村、方城县的三贤山村、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济
源市的水洪池村、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齐村、灵宝市朱阳镇的王家村、栾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三门峡
市陕县西张村镇丁管营村、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乡草庙村、南阳市淅川县盛湾镇土地岭村、南阳市唐河
县马振抚乡前庄村、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董湾村向楼村、鹤壁市淇县黄洞乡石老公村等。这类村最多，
大多刚刚列入保护名录，一切处于开发前期的规划策划阶段，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4. 河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对策建议
目前，在农村振兴的战略指导下，传统村落保护开发，不同的村落开发阶段的不同，开发类型的不
同，资源丰度和区位的不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各有差异，但共性的问题和开发误区也开始显现。目
前，河南省传统村落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村落保护资金不足或者没有，无法承担
对传统建筑、构筑物的修缮；大量传统建筑年久失修，濒临消亡。二是传统村落保护方法不当，在经济
发展和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过程中，传统村落保护采取拆旧建新、营造仿古建筑的做法，或单纯将遗产保
护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及居民生活割裂对待。三是过度旅游开发。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4.1. 要重视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不仅指物质文化，还包括非物质文化。我们对“看得见”的传统建筑要进行开
发和保护，同时对“非物质形态”文化也要进行保护。传统村落是由多种元素共同构成的，主要包括村
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村庄整体格局，如建筑、道路、水体、植物、地形地貌等。各种元素之间互相
影响，其中建筑景观是统领村落整体景观效果的核心元素，也是各种元素中最富于变化，最能体现地域
特色的元素。建筑景观的形成，受到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包括审美意象在内的文化理念、经济制度、
社会管理模式等多种因素影响[3]。而对于民俗民风、生活习惯、传统节庆、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烹调
技艺、音乐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往往不被重视。河南省传统村落中，有许多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不仅为城市居民、外地游客所喜欢，境外游客也普遍对中原乡村的生活方式、
地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遗产传承人、场所、有关实物与相关原材料进行
保护，也是传统村落的主要任务。

4.2. 要避免一律把村庄当景区，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由于多数传统村落位于经济不发达的山区或较为贫困的落后地区，需要外来资金的注入。而传统村
落的旅游开发，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弘扬传统文化，让游人体验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二是通过传
统村落的文化展示，通过对游人的观光服务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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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河南省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现状来看，过分考虑经济效益，只追求游人数量，把传统村落
作为景区来对待，其实大多数传统村落并不是旅游的目的地吸引物，开发好的大多是与旅游景区相配合，
主要是接待服务。有些村落本身就位于景区内，是景区的组成部分，但还有一些传统村落，位于景区以
外，充当着旅游服务功能，其本身就是开放系统，也是一个现有村民的正常生活空间，不可能封闭卖门
票，应该把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体现在门票以外的其它方面[2]。
在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中，河南省也有不以门票为收入来源的传统村落，游客主要在村中体验当地
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参与式活动。而村民，仍然维持着本地生活的自然状态。比如辉县市
的后庄村位于重要的旅游线上，是一个很典型的太行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中，仅做休闲服务。本地居
民和外来游客和谐相处，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乡村文化旅游境界。

4.3. 要保护村落的原真性，拒绝“整齐划一、高大尚”
目前，在传统村落的开发利用上，有些地方政府存在急功近利思想，急于搞建设，而以牺牲古村落
为代价，随意推倒重建或盲目“大拆大建”；“整齐划一、高大尚”成为部分村落的建设目标，大型停
车场、大型游客中心、大商业街、成了“传统村落”的标配，错误地用建城市的理念建乡村。使传统村
落失去原真性与完整性。还有的为了开发利用，引进投资商，把原有村民整体搬迁，留下一个空村，这
样的开发背离了传统村落的“活化”要求，失去了村落的原真性，降低了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

4.4. 加强传统村落景观建设规划引导
对于看惯了城市整齐划一的市民来说，再来农村看同样的复制品，没有一点吸引力。如能依着乡村
的小路、山水，依路依山依水而建，各家有各家的味道，这本身就是极好的乡村图画，对城市人有着强
大的吸引力。农民是实施农村住宅建造的主体，也是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主体，因此传统村落的规
划要对村民一定的规划引导。如河南省巩义市杨树沟村，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投资公司、规划单位，
与村民积极配合，融为一体，让村民参与到旅游开发的各项建设和管理工作，并开展专业培训，扶持与
引导他们加入旅游开发中，对其农家菜馆、特色商品、农产品等加强规范管理；协调旅游开发与百姓利
益关系，使杨树沟的乡村旅游有声有色，达到了开发商与村民的利益共享。

4.5. 突显地域文化，活化传统村落
随着当前旅游竞争的白热化，传统村落旅游开发，首先要突出河南省地域文化特色，不可在开发中
随意搬借域外园林和建筑。个性化是旅游产品的灵魂，在突出传统村落地域化的同时，也要善于利用自
身资源优势，挖掘生态自然环境背景下的村落个性文化内涵，开发互补型产品，避免低层次雷同。如栾
川县狮子庙乡的王府沟村，凭借独特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较高的优势，打造“伏牛竹海，养生度假”
的旅游形象，突出个性，走出了自己的文化个性。洛阳市宜阳县的莲庄村，依托古都洛阳历史上的古官
从村庄经过，村庄紧临洛河，突出“古都官道、万亩荷塘”的文化古村形象。
活化传统村落，首先要使传统村落要有生气，要有正常的生活氛围。如鸡鸣狗叫、鸟语松鸣，寺院
钟声，村中鼓乐等。特别是有一些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项目，需要进行活化，增加游客的参与性。活化传
统村落就是要调动各种可满足感官器官的因素，满足旅游体验，体现娱乐、体验、求知的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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