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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遗产村落，或称文化遗产村落，是指具有地域或

年代特色、拥有大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

此类村落仍有原生村民生活生产，无论其是否被官方

保护 [1]。遗产村落是重要的文化景观类型，但普遍面临

着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境地。保护的观点强调遗产村落

对当代人的身份认同意义重大，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

被视为威胁；传统村落景观的迅速消失造成文化多样

性、连续性和文化身份的丧失 [2] ；人们不满当今的快速

变化，渴望从那些难以再触碰的、富有历史成就的遗

迹中体验“真实”（authenticity）[3]。发展的观点则强调

遗产村落首先是聚落、是家园，与特定群体的日常生

活和社会权益息息相关；有学者呼吁少谈抽象的普世

价值，更多关注具体的地方权益 [4-7]，认为遗产村落理

应随着社会改变而演变。事实上，以上争论涉及遗产

村落作为文化景观的两种冲突视角，即作为文化遗产

还是作为日常场所。

（1）“作为文化遗产”的遗产村落

国际社会自二战后开始关注文化遗产，并呼吁、

动员全球专业机构保护文化遗产，1980 年代之后文化

景观逐渐成为重要的遗产类型。在《欧洲景观公约》、

《世界遗产公约》、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以及相关的遗产

研究中，文化景观通常指代某个地理文化区域中具有

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1992 年，《世界遗产公约》

正式将文化景观确立为新的遗产类型。世界遗产委员

会希望在“文化景观”的名义下用多样的人类聚落景

观来平衡原遗产名录中过盛的经典西方遗产 [8]。因此

《世界遗产公约》承认三类文化景观遗产：第一类为

能够清楚界定的、由人类一次性设计和建造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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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遗产村落规划的主流理念是“保护第一，利用第二”，但实践中往

往与村民的发展诉求产生矛盾。如何营造让村民持续居住的活态遗产村落是

当前的实践难点。本文以文献研究的方式，从文化景观视角梳理了遗产村落

“作为日常场所”和“作为文化遗产”的差别，指出遗产村落是动态变化的

活态遗产；基于国际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日本街区保护型社区营造

案例的实际考察，提出遗产村落保护再生途径。笔者认为过于泛化的静态保

护方式在长效上有损于遗产村落的真实性与人地关系，指出：（1）遗产村落

的保护目标应转变为维护人地关系；（2）遗产村落保护再生的实践主体应转

变为本土社区；（3）遗产村落的形态意象应转变为演化的乡土风格；（4）遗

产村落保护再生的实践手段应转变为动态反馈的多次局部设计优化。本研究

旨在为我国的活态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Abstract: In China, mainstream of heritage village planning is “utilization comes 
after conservation”. However, it causes fierce friction when encounters with local 
community’s aspiration of development. How to build a living heritage village where 
local community can live continuously is the key poi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villages “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as daily places”, and emphasizes the dynamic state of heritage village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andscap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
based conservation is harmful to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he human-
land relation in long term. By associating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living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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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有机演变的人类景观，可细分为化石景观（fossil 

landscape）和仍在演进的景观（continuing landscape）；第三

类为有联想价值的文化景观 [9]。遗产村落大多作为“仍在演

进的文化景观”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视角强调其广泛

但抽象的历史价值。

（2）“作为日常场所”的遗产村落

其实无论文化景观是突出的、普遍的或衰败的，它都是

当地集体记忆的附着点和标识文化身份的日常场所 [10]。文化

景观并非纪念性建筑的背景，而是社会文化与自然本底创造

性结合的结果，是地域生产生活的载体 [11-12]。20 世纪上半叶，

索尔（Carl O. Sauer）开始通过“文化景观”概念推动人文

地理学关注日常人居环境（包括历史人居环境）。1970 年代，

当公众还不习惯阅读和理解景观并忽略日常景观的价值时，

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刘易斯（Pierce Lewis）、

洛厄萨尔（David Lowethal）以及梅尼格（Donald William 

Meinig）等文化地理学家就已作为当时重要的景观阅读者，

通过文章阐述美国的日常景观 [13]。英戈尔德（Tim Ingold）

提出基于日常生活的“居住视角”，要求尊重景观本真的日

常知识和经验 [14]。

以往人们只看到文化景观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忽略了它

的日常栖居意义 [15-17]。但随着景观权利意识的觉醒，即人拥

有享用高品质人居环境的权利，民众逐渐认识到日常居住环

境是自己生存发展权益的一部分 [15]。特别是遗产村落这样的

活态文化景观，它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价值甚至

优先于其历史价值，因此文化景观的保护发展应与当地社区

的生活生计结合在一起 [18]。《布达佩斯宣言》提出，唯有将

文化景观保护与日常社会经济利益以及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

相联系才能可持续 [3]。这个视角强调局部但具体的社会权益。

尽管社会公认遗产村落的保护发展并非简单的二选一

问题，但吴良镛先生也曾在 2010 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同

一空间无法既发展又保护。保护与发展的主次关系仍是当今

遗产村落规划必须抉择的价值问题。我国当前主流的规划思

想是“保护第一，利用第二”，区分保护与发展的区域。虽

说少有像海南黎族船型屋古村落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这样将

村民整体外迁的绝对保护，但安徽宏村、西递等多数遗产村

落的规划思想都是引导村民逐渐外迁至新村以尽可能保护老

村。在保护物质空间的同时，地域文化的根基即人地关系也

因此被强行改变。基于此，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营造让

村民持续生活且人地关系真实的遗产村落。

1  文化景观的动态性

尽管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类型被公众所熟知，但

回归人文地理学本源，其核心是作为日常场所的动态性。

“文化景观”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Otto 

Schlüter）提出，用以强调文化是造成人类现象地域差异的

决定性因素，即文化决定论 [15]。20 世纪中叶，美国地理学家

索尔推动文化景观研究，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伯克利学派”，

又称“文化景观学派”。索尔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景观经

特定文化群体塑造而成的结果。文化是（人类的）行为代理

（agent）①，自然区域是媒介（medium），文化景观是结果

（result）”[17]343,[19] ②（图 1）。文化景观有三个特征：同时受

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作用和约束；有典型的物质形态；形成

过程具有长期性，物质形态随社会文化形成和演变 [20]。

文化景观的动态性既体现在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变

中，又体现在文化景观随社会状况变化而演变的过程中 [16]20。

根据索尔的模型，文化景观的演变逻辑可以抽象为图 2 公式

1 所示的迭代过程。前一时期的历史景观在新的社会、自然

状况的作用下不断演化为满足当前人类需求的新景观，现实

中的文化景观是由无数的“当代生活”累积而成的千层饼结

构，各层的迭代周期因社会自然条件变化的剧烈程度而异，

因此不同时代烙印的薄厚程度不一。

人文地理学下的文化景观研究将景观理解为人与自然

相互作用的演化系统，通过客观分析来阐明特定历史时期下

特定区域的空间状况 [17]315-350,[21-22]。动态演变的文化景观是保

障当地人生存的物质空间系统，只要当地社群还存在，文化

景观的动态演变便不会停止。并且，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

产的历史价值的本质是历史进程中无数当下日常价值的集

合。因为有日常生活，文化景观才有记录所处时代状况的

① 索尔将“文化”作为超越个人行为主体的、结构化的抽象行为主体。

② 参考文献 [17] 是直接引用文献，参考文献 [19] 是拓展阅读文献。索尔的“文化是行为代理”的说法有些抽象，参考文献 [19] 对索尔和其他学者

的景观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

图 1  索尔提出的文化景观的形态学模型图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参考 [17]34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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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因此维护文化景观的日常价值就是维护其历史价

值。这种动态性以中立的历史价值观为前提，不假定某一历

史时期的文化景观价值高于其他时期，从而将前文所述的两

种冲突视角相统一。由于具有动态性，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

研究中心（ICCRO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又将遗产村

落等仍在演进的文化景观称为“活态遗产地”（living heritage 

site），指仍在发挥原有功能且遗产及周边的特定范围内有本

土社区生活的遗产地 [3,23]。

2  活态遗产方法的产生和实践

活态遗产方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是针对遗产村

落等活态遗产地的保护方法 [24]。国际上现有三种并存的遗

产保护方法，按出现的先后依次为：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

（material-based conservation）、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values-

based conservation）以及活态遗产方法 [25]（表 1）。活态遗产

方法建立在对前两种保护方法的批判发展之上（图 3）。

2.1  遗产保护方法的批判式发展
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的雏形诞生于 19 世纪—20 世纪初

的欧洲，剑桥卡姆登学会、保护运动等就是运用了该方法雏

形的典型代表。它是现行的“权威的遗产话语体系”[26]，世

界遗产体系正是从这种保护理念发展而来 [27-29]，《威尼斯宪

章》体现得最为充分 [30]。这种方法主要由专家驱动，极度重

视物质要素和空间肌理。遗产界定与保护的责任掌握在遗产

管理当局手中，由政府官员和保护专家负责 [9,31-32]。该方法

认为遗产的物质肌理具有历史和美学意义上的固有价值，为

保护物质空间，限制除专业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包括当地社

区）使用遗产 [30]，因此又被称为静态保护。在 19 世纪—20
世纪战乱、工业化等不稳定背景下，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起

到了抢救空间纪念物和保护历史建筑的作用 [25]，对于保护规

模较小的点状遗产（如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和化石遗产卓

有成效。

这一保护方法后来随着欧洲殖民活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

方。由于仍然以西方视角审视非西方的社区和文化，出现了废

除本土传统知识、管理系统和维护措施，甚至将本土社区从遗

产地移走的情况。之后的《世界遗产公约》在非西方语境下也

常被误用，疏远了对遗产原真性十分重要的当地人 [11]。上述问

题破坏了本土社区与遗产的关系 [33-36]。随着学界逐渐认识到文

化景观是不断再创造的社会过程，场所的价值并非固有而是由

时代和当地社会赋予的，且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 [37-38]，基于价

值的保护方法应运而生。其一般模式是由利益相关者提出观

点和立场，专家通过分析确定导则，设计师提供解决方案 [39]，

表 1  不同遗产保护方法对比

途径 价值来源 保护理念 可变性 应用对象 决策方式 代表性章程 实例

基于物质

的保护

物质要素和空间

肌理

原真性、完整性 物质要素不可变 化石遗产 专家主导 《威尼斯宪章》《世界遗

产公约》

《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

基于价值

的保护

物质要素、空间

肌理和多元社会

价值

原真性、完整性、

地域性

物质要素不可变；

功能可变

化石遗产、点

状活态遗产

专家主导，多方

利益相关者参与

《布拉宪章》《布达佩斯

宣言》

盖蒂保护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的一系列项目

活态遗产

方法

核心社区与遗产

地的人地关系

连续性：功能连

续、主体连续、

文化连续

物质要素可变；

功能、文化连续

变化

活态遗产地 当地社区主导，

专家与行政辅助

日本《景观法》《文化

财产法》下的“重要传

统建筑群保存地区”与

“文化景观”保护制度

ICCROM 活态遗产地项目；日本

的“历史保全型社区营造”实践

注：化石遗产（fossil heritage）指创造、维持遗产的文化主体已经不复存在，且不再发挥原功能的文化遗产。

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

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

活态遗产方法

融入文化景观的动态视角

融入本土视角、社区参与和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价值

图 3  遗产保护方法的批判式发展过程

注：  n 表示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n -1”表示在时间序列上早于时间节
点 n 的上一个时间节点；Y0 表示文化景观演变起点的自然景观（起

始空间形态）；Yn 表示处于时间节点 n 的文化景观（实际空间形态）；
Yn-1表示处于时间节点 n前一阶段的历史文化景观（历史空间形态）；
Sn 表示处于时间节点 n 的社会状况（社会影响因素）；Nn 表示处于

时间节点 n 的自然状况（自然影响因素）。
图 2  文化景观迭代演化公式与演化示意图

公式 1：Yn=f（Yn-1, Sn, Nn）

Yn=f（Yn-1, Sn, Nn）

Y1=f（Y0, S1, N1）

Y2=f（Y1, S2, N2）

Y3=f（Y2, S3, N3）

Y4=f（Y3, S4, N4）

自然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
（过去的“当代”）

过去的文化景观的演变历程
（过去的“当代”）

现在的文化景观（现在的“当代”）

未来的文化景观（未来的“当代”）

时
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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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赋予遗产价值，即让当地社区参与保护

过程，并采纳传统的管理系统和维护实践。世界遗产体系尝

试通过这种方法将本土社区和本土文化的视角融入保护，在

现有遗产框架内进行修正 [40-42]。它以《布拉宪章》为基础 [43]，

在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项目中得到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本土社

区与遗产地的精神联系和宗教联系。文化景观不再只是遗产

价值，还包含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学、历史、科学、

经济、环境、社会和精神等方面的价值。

然而，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主要适用于多方利益主体

（或文化主体）并存的地区，如美洲地区、历史城区。对

于遗产村落等活态遗产地，该方法有三点弊病：（1）片面强

调价值平等，未区分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先级；（2）在认

定遗产价值的博弈过程中，专家的权限远大于其他利益相 

关者 [44] ；（3）作为修正方法，仍然以物质保护为大前提。因

此，随后诞生的活态遗产方法注意了上述问题，依据各利益

群体与遗产地关系的紧密程度、功能的连续性、维系过程的

连续性，将各群体划分为不同优先级 [45]。与场地关联最紧密

的利益相关者被称为“核心群体”[46]，该群体的权益高于其

他利益相关者，负责主导遗产地的保护发展。

2.2  活态遗产方法的“连续性”原则
上述分析表明，遗产村落并不适用传统的静态保护。

静态保护是基于物质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

（integrity）原则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固着在特定历史时期，最

大限度地将遗产的物质肌理、结构和规模维持在特定历史状

态，尽可能去除当前社会、自然因素的影响，从而保护遗产

的历史价值。这种理念没有体现活态遗产与化石遗产的差异，

导致遗产村落等演进中的文化景观面临两大困境：（1）活态

文化景观的变化具有正当性，难以适用原真性、完整性的保

护原则；（2）相比于点状保护，覆盖广泛地域资源的面域保

护深度捆绑当地社会，但以遗产保护为基点难以协调当地社

会的多元诉求。在遗产村落放大套用静态保护会造成保护对

象泛化、严重侵占当地资源等后果，随着空间形态与社会需

求的匹配度日益下降，文化景观会逐渐丧失服务日常生活的

社会文化价值，甚至导致人地关系破裂，同时失去印证历史

进程的能力；而在文化主体相对单一的乡村语境下，基于价

值的保护方式缺乏区分当地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重的

理论依据。因此有学者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框架已

经过时 [15]。

对应文化景观的动态性，活态遗产方法提出“连续性”

（continuity）的保护原则。其内涵包括：（1）遗产原功能的

连续性；（2）本土社区与遗产地的人地关系连续性；（3）本

土社区持续使用传统知识来管理、维护遗产；（4）物质或非

物质遗产的外在形式①的演变是实现连续性的客观要求 [23,25]。

活态遗产方法允许物质肌理变化，突破传统的原真性理解，

融入了动态视角。它认为活态文化景观的原真性缘于核心社

区作为文化主体持续参与文化景观的创造与维护过程 [3,45,47]。

即便新的景观不符合欧洲中心主义的保护传统，但在更宽泛

意义上它是真实的 [11]。该方法回归日常场所视角看待遗产村

落等活态文化景观，不刻意区分保护与发展。 

2.3  活态遗产方法的实践
“活态遗产方法”的概念由 ICCROM 于 2009 年明确提

出，其理论构建主要基于 ICCROM 为期五年（2003—2008
年）的活态遗产地项目 [23]，如泰国帕府的卢克兰姆项目（Luk 

Lan Muang Phrae）等 [24]。然而截至目前，ICCROM 主导的

相关实践仍然有限。活态遗产方法作为一个长期实践方法论，

ICCROM 活态遗产地项目的实践年限尚不足以反馈该方法

的长效机制与问题。

事实上，在活态遗产方法被明确提出之前，内含“连

续性”理念的保护实践早已开始。这些基于相似理念的实践

同样可被归为活态遗产方法的实践。目前已知最早的活态遗

产实践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项目。

威廉斯堡于 1926 年开始进行历史风貌修复，向着融合历史、

旅游和学术教育的宜居城镇目标发展。亚洲也早已开始相关

实践，即便缺乏官方支持，仍有不少地方尝试将文化景观的

保护发展与当地社区的生计相结合 [18]，日本在这方面作出的

努力尤为突出。1970 年代前后，经历高速发展的日本爆发保

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公民运动。1968 年，日本历史村

落妻笼宿跟随公民运动浪潮最先开始自下而上的历史村落保

护再生实践，并联合其他历史村落成立了街道保护联盟 [48]， 

最终推动日本政府文化厅于 1975 年设立了重要传统建筑群

保护地区制度 [49-50]，为遗产村落等历史街区的有序演化提供

了官方支持。截至 2019 年底，日本入选重要传统建筑群保

护地区的历史区域达到 120 个；另有 66 个入选地区由日本

国土交通部牵头，以维持和提升地域历史风貌为目标的《历

史城镇营造法》体系（截至 2018 年）；此外更有众多未入选

的、自主的街区保护型社区营造（町並み保全型まちづく

り）②实践。日本是当前活态遗产方法实践最活跃的地区，

其近 50 年的丰富实践检验了活态遗产方法的可行性。

① 指具体的仪式和工艺。

② 日文的“まちづくり”“町づくり”“街づくり”基本是相同含义，我国一般将其翻译为“社区营造”。社区营造是日本目前普遍的自下而上的

地区再生运动，而“街区保护型社区营造”是针对历史地区的社区营造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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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遗产村落保护再生的具体措施

综上所述，基于动态性的遗产村落保护再生与传统保护

的逻辑差异是：遗产村落核心价值的时空属性被转化，从维

护时间维度的“历史价值（特定时期）”转变为维护空间维

度的“乡土价值（特定地域）”，即当代人与土地的日常关系。

图 2 公式 1 所示的迭代过程有意识地累积每个“当代”截面

上的精华，使其历史价值得到延伸，实现文化景观的可持续

发展。遗产村落不应害怕改变，关键是管理变化的速率，确

保连续演化。笔者综合活态遗产方法、日本文化景观保护相

关研究以及对中日实际案例的实地调研，认为“连续性”原

则具体可体现为四点转变：（1）遗产原功能、人地关系的连

续性要求保护目标，从保护历史风貌转变为维护人地关系；

（2）本土社区持续使用传统知识来管理、维护遗产，意味

着实践主体要转变为本土社区；（3）连续性以物质或非物质

遗产等外在形式的演变为载体，意味着乡村的形态意象不能

局限于历史样式，而必须发展满足当代诉求的、演进的乡土

样式；（4）所有的举措都不应是一次性的，而应以持续的、

动态反馈的局部优化为实践手段（图 4, 图 5）。

3.1  保护目标转变 ：从保护历史风貌到维护人地关系
建筑和规划学科尤为关注物质空间形态，但从文化景观

的视角来看，聚落最核心的价值是人类生活生产所形成的场

所和活动 [51]。当我们意识到文化主体与文化景观之间的对

应关系，即“谁在创造”“谁的文化景观”[52]，关注点自然

会从物质空间本身转移到支撑物质空间的人类活动和社会系

统，而物质遗产仅仅是串联起各种社会活动的线索 [50]55。《欧

洲景观公约》发布后，景观保存对象已经明确从历史纪念物

转变为“日常区域”（everyday area），因此与其讨论遗产建筑

物的原真性，更应该讨论的是村落的原真性，讨论人们是怎

么生活的、建立了什么样的生活文化 [53]。由图 2 可知，文化

景观的原真性建立在无数的“当代生活”之上。

文化景观是动态变化的，但传统意义上的“保护”是静

态的，这是本质矛盾 [52]152。遗产村落保护的着眼点应转换到人

地关系上：在允许外在形态变化的前提下延续原有的功能，必

要时，功能甚至也能变化。其实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维系文化

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即人地关系 [25],[52]158,[54]。日本的街区保护型

社区营造并非严格保护历史空间肌理，也不只是依赖历史街

区进行旅游经营，而是进行“地域相关主体相互协助的、可

持续的社区营造”，创造具有鲜明个性的、充满活力的社区，

最终促进地域发展 [50]6。同理，活态的、有机的遗产村落保护

并不只是把当地已有的历史、自然环境、生活、生产形成的

景观展现在人们眼前，而是当地的各主体（人）相互协作，

从前人传承下来的历史环境中发掘价值、共享价值，以“生

活者”的身份创造性地传承发展文化景观 [55-56]。

3.2  实践主体转变 ：从专家主导到本土社区主导
只有本土社区认同传统景观的意义并希望将其活化，文

化景观才能连续演进 [55]89。在自上而下的现行保护体系中，

专家与政府既是利益相关者又是管理当局，这种行政主导的

保护容易陷入过分强调历史和古迹的泥潭中 [57]。有学者质疑

专家主导的保护管理方案的有效性——这些方案往往还没真

正吃透当地知识与文化，就完全取代了本土管理方式 [58]，结

果难以实施。

由于“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等专业术语通常为政府

和专家所用，普遍民众鲜有接触，进而认为这项事业与己

图 5  转变后的遗产村落活态保护模式

2. 动态反馈与风格累积

实
践

手段：1. 多次的局部设计尝试

实践主体
本土社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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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专家......

地域资源
地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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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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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
人地关系

 空间意象
演进的乡土
风格的村落

             实践手段
一次性的整体规划设计

其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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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 被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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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主体
政府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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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意象
即实践目标
维持历史风
貌的村落

图 4  现行主流的历史乡村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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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与之相对，日本的“社区营造”一词起源于公众的日

常用语，是在基层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概念 [56]40，因此这项事

业有凝聚公众参与的天然亲和力。与传统规划相比，社区营

造的特点有：（1）自下而上；（2）参与主体是居民、政府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3）是没有终点的地区改善行动 [55]90。有

学者把外部人员与本土居民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风土”：

“风”指从外部来的人，“土”是扎根于当地的实践者。“风”

是一时的，但“土”是长期的；“风”为“土”捎来新鲜的

讯息和养分，但实践最终生根发芽在“土”里 [56]65。如果总

是让外人代为思考，当地人不仅会懈怠自己的生活环境营造，

还会因为被动吸收外部信息不充分而削弱管理方案的可操作

性。因此，官方的管理规定不宜太过具体，要给当地社区预

留弹性的动议空间；也不能到具体实施阶段才邀请当地的利

益相关者一同合作 [59-60]。遗产村落的活态保护应与基层社会

治理制度相结合。

3.3  形态意象转变 ：从经典的历史样式到演进的乡土风格
除了纪念性构筑物，绝大多数乡村景观在建造之初并不

是为了留作后代某种权威性或象征性的东西。这些景观是出

于当时生产生活需要，凭借已有的技术条件建造的，体现了

经济理性，遗存至今只是历史偶然 [52]153。因此，遗产的形态

本身的意义是有限的，它更大的价值在于传递集体记忆和传

统技艺 [52]157。保存历史建筑是要给再创造提供鲜活的素材与

基点。如果不能充分理解消化历史样式进而创造性地将传统

技艺与当代需求相结合，那么原本保存下来的传统价值终有

一天会腐坏，保护也就失去了意义 [56]93。遗产村落保护再生

应将保护传统风貌转变为创造乡土风格。乡土风格的景观不

一定是历史景观，但遗存的历史景观肯定是构成乡土特色的

重要元素 [50]17。历史样式与地理气候、风土人情、传统技艺

等地域资源一样，是孕育乡土风格的养分。

“嵌入式设计”是一种创新乡土风格的可行思路：在尽

可能延长历史建筑寿命的同时，逐步更替无法维护的单个历

史建筑。首先彻底分析传统房屋的建造方法、布局模式，以

及空间形态与生活的对应关系；从中提取精髓，抽象为弹性

的设计导则；依照设计导则，新建筑应该体现当代的造型特

征，禁止刻意模仿古风或新建传统风格。这一方法不是刻板

地遵从历史模板，而是通过居民、政府、专家共同参与的审

查措施对每个个案进行慎重讨论而形成新建筑 [51]54。历史街

区不是不能改变，但要拉长整体的更替周期，在传统之上逐

渐累积创新，促进乡土风格的发展 [50]22。日本川越市的历史

风貌保护地区就通过“嵌入式设计”向现代建筑传递传统元

素，引导了新地域风格的形成 [51]53（图 6）。现代同样有值得

传承的东西，现在的“新”在数十年乃至百年后将会是乡土

文化和乡土风格的一部分 [52]158。

3.4  实践手段转变 ：从先验的整体规划到持续的局部优化
遗产村落的特色是千百年来各种历史偶然和实践检验累

积而成的。但现在的保护规划大多是自上而下、一次性的整

体设计，然后按照蓝图建设。再出色的规划设计者，对陌生

地域的理解、脑中意象的完善度以及对过程的把控都是有限

的 [56]34，加上静态保护唯传统样式正确的观念影响，传统样

式成了遗产村落难以逃脱的“聚落景观的原型像”或“理想

型”[10]。事实上，文化景观并不存在顶级生物群落那样的终

极理想型 [54]19，先决的理想型反而框限了乡村景观与村民需

求的互动性。乡村实践不应是准确无误地、机械地实施既定

好的计划，而应是动态反馈的适应性管理过程 [56]41,[61]。

时间的磨合胜于先验的想象力。设计师在充分理解本土

环境、本土材料、本土文化等资源条件后创造出的形态，在

被当地人反复实践并二次创造后才能内化为地域文化。所以

遗产村落需要持续的、自下而上的居民建设行为，将一次性

的整体设计拆分为多次的局部设计，在本土实践的过程中不

断调整，累积历史偶然性，最终成就演进的乡土风格。因此

遗产村落的风貌营造需要依靠能够及时反馈的长效管理机

制。日本的《景观法》和重要传统建筑群保护地区制度通常

图 6  日本川越市传统建筑区域里逐步更替的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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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设计导则来管理和引导景观演变。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论

设计者能力如何，都可以保障单体建筑具有一定品质，并由

此逐渐形成协调的街道景观。但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也暴露了

弊端：（1）作为建筑设计最低限度的指导方针，往往被当作

应该做到的设计上限，限制了创造力，由此形成的并不一定

是积极的景观；（2）局限于形态设计——好的居住环境不只

是硬性的空间建设，还包括机制建设、关系营造、活动举办

等软性建设 [56]28，过分强调空间形态可能会破坏内在的生活

关系。所以设计导则要预留足够的弹性，这份自由度则需通

过居民、行政和专家共同组成的独立的景观审查机构进行动

态调整 [51]53，如妻笼宿的景观管控审查机制（图 7）。

4  总结与讨论

遗产村落等活态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以往历史建筑

的“保护”已不是相同内涵。由于传统的保护概念已经根

深蒂固，为避免干扰理解，有学者建议文化景观应使用“继

承”“传承”或其他词语 [52]152。“活态遗产方法”的概念中不

使用“保护”（conservation）一词也有这种考虑。然而学术

发展是有连续脉络的，不能因噎废食。正如“原真性”的内

涵随着遗产实践不断被拓展，“保护”的内涵同样可以被拓

展。活态遗产方法并非孤立的、全新的实践动向，它生根

于近百年的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是对“活态遗产保护”的

回应，本研究将相关实践称为“保护再生”是为了体现它对

“保护”的发展。遗产保护研究者不应仅仅将遗产村落的

“保护再生”归为相关联的外围领域，而应在保护领域下发

起辩证的探讨。

遗产村落保护再生要求更多地从日常生活场所的视角理

解遗产村落的价值，真实的日常生活关系才是遗产村落作为

聚落的原真性。当我们基于功能、人地关系的连续性，充分

接受文化景观演变的必要性，就会发现文化景观是最不脆弱

的地域系统。文化景观以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为核心价值，

而空间形态只是随之产生的结果，即便文化景观在当代发生

剧烈改变，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迂回空间依然能够保障人

类发展，这是文化景观的弹性 [20]。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经验对我国的遗产村落保护

再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国际经验在我国仍存局限，主

要在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以及我国的基层

民主状况与国外存在差异。事实上，任何社会实践都无法照

搬他人经验，更多地是要借鉴前瞻性的视角与理念。在考察

古徽州地区的遗产村落时，我们可喜地发现上述的一些转变

已经发生，比如宏村、西递村就建立了类似妻笼宿的传统建

筑修缮更新管理流程，引导村落景观持续演变；碧山村、西

溪南村形成了由当地居民与外来有识之士共同主导的、自下

而上的乡村振兴行动。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政策导向

下，这些转变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其中的机制问题仍需长期

磨合，需要当地社区、政府以及研究者等各方持续参与实践

并反馈调整。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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