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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中心工作室在山西省两村取样 

 

山西省介休市张壁古堡全貌 

2014年 7月 8日到 15日，按照冯骥才先生的指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研究中心一行 7 人小组，前往山西省介休市张壁村和榆次区后沟村进行田野考

察，此次调研意在为已在全国开展的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提供完整范本，调查小组

由马知遥、王晓岩、蒲娇、唐娜、祝昇慧、孔军、吉德组成。 

调研前，调查小组做好充分的筹备工作。在先期熟悉材料的基础上，调研小

组针对性地对存疑的地方进行实地比对，提出问题，以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并严

格按照“立档调查田野手册”和编撰《中国传统村落图典》的要求，拟定工作计

划，并就村庄概况、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见证物、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细目作出明确而详细的人员分工。 

调查小组到达目的地后迅速展开工作，小组在山西省民协主席常嗣新协助

下，与张壁村村委会、山西凯嘉张壁古堡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后沟村村委会等单

位取得联系并获得支持。本着着重调查村落标志性研究事项和重要地方知识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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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调查小组将张壁古堡的地道和其独特的干调秧歌列为调查重点，故而在调查

中加重了对这些方面的调查。尤其是干调秧歌进行了现场采录。考虑曲调和语言

的障碍，我们多方收集相关曲谱和资料，获得了干调秧歌过去表演的光盘、相关

曲谱资料，弥补此次调查的不足。后沟村的标志性文化着重于他们当地的酿造技

术、村中独特的排水系统、村中保存完好历史悠久的庙宇的调查，对此，小组成

员通过访谈、体验观察等方式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搜集了当地学者对后

沟的研究成果。 

 

调查小组调研现场 

立档调查摄影工作如何开展和操作是各地调查立档都很关注的问题。中国传

统村落立档调查中心工作室副主任王晓岩以其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专业摄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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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身体力行地为广大立档调查者做了现场指导。他主张摄影师必须沉下心来进

行拍摄，切不可搞突击式工作，摄影师应当在落实拍摄工作之前，做好充分认真

的案头工作，系统了解调查拍摄的村落信息；摄影师要熟悉村民日常生活起居，

把握村民村落生产生活的规律，这利于摄影师合理安排拍时间和提高拍摄工作效

率；拍摄工作力求取得村干部或村民的支持，得其信任和沟通联络、导引方面的

支持能有力地推动拍摄工作；要严格按照图片立档工作要求，对拍摄成果进行甄

选、分类与存档，并积极与文字立档调查小组人员沟通，确认村落风物的相关信

息，对照片予以准确精简介绍；摄影师要积极搜集现有所调查村落的相关摄影信

息，并努力联系和获得已有图像资料，借以补充和丰富拍摄内容，实现调研图像

成果的多元立体化。 

调研结束后，小组成员迅速将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归档和录入、写作。

目前，已将山西省后沟村和张壁村的文字表格填写和归档图片范本的填写分类工

作如期完成。近期，传统村落研究中心会在第一时间把山西省后沟村、张壁村和

天津市西井峪村调查成果上传至中国传统村落网，希望能为各省市传统村落立档

调查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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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正如火如荼 

 

调研现场（一） 

河北自 6 月 20 日启动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以来，省委宣传部牵头成立由

省文联、省城乡建设厅、省文物局、省广电局、省外宣局参加的领导小组负责组

织实施。目前，已组成多支小分队奔赴全省各地田野。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摄影工

作者密切配合，精诚合作，顶酷暑冒炎热深入村庄农户进行普查。他们严格按照

“田野手册”和编撰《中国传统村落图典》要求，用相机和笔真实记录传统村落

的各种生态事象，力图生动反映传统村落的人文历史风貌、文化内涵和生存现状。 

在传统村落普查认定中，我们掌握四条原则：一、村貌基本保护原布局，古

民居保存三分之一以上或完整保护多处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院落（含祠堂、寺庙、

戏楼、牌坊、寨楼、古桥、古树等）；二、村中在历史上发生过具有重大历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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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事件，出过有相当影响的历史人物并保留重要遗迹遗物；三、有列入地市级

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且生存环境完整；四、村委会和党支部有保护积极

性和自觉性，并制定有科学可行的保护规划。第一批普查成果共十三个村落，其

中已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有英谈村、大梁江、于家村、暖泉镇、北方城五个村落，

未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有天长镇、鸡鸣驿、冉庄、广府镇、偏城村、大社镇、固

新镇、冶陶镇等八个村落。 

 

调研现场（二） 

目前全省各市、县传统村落普查工作如火如荼，虽然困难不少，成果丰硕，

并发现大批遗漏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的干部和群众积极配合，期待不失这次清

查盘点家底的良机。在田野考察中发现，未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远多于

已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数量。世代守护传统村落的干部和群众殷切期望国家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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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保护速度，担忧承载着民族文化根和魂的传统村落每天都在拆旧盖新中毁灭

和消亡。 

 

 河北省：井陉县将“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作“文化立县”

的大事抓 

千年古县井陉，地衔冀晋，自古就是中原连接北疆大漠的太行古陉，历史文

化积淀极其丰厚，已列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村落有七个。河北省启动“传统

村落立档调查”工程后，县委、县政府领导认为这是“文化立县”的大事，由副

县长蒲月英主持于 7月 1日召开了有县文联、文广新局、史志办和各乡镇主管领

导、文化站参加的“井陉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会议”，向各乡镇、村发出“井陉县

关于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的通知”，拨专款给予支持，要求严格按照《田野手

册》开展好普查工作。 

在县政府的主导下，全县组成了以县文联为主体，由文广新局、方志办和各

乡镇文化站参加的普查队伍，并吸收退休老干部、教师、摄影爱好者、新闻媒体

等为志愿者，组成七个小分队进行田野调查。普查队员们冒酷暑开展工作，已先

后深入到吕家村、于家村、小龙窝村、地都村、王驴岭村、大梁江等十五个村进

行田野调查和拍照，目前正在汇聚整理第一批普查资料，并开展第二批 18 个传

统村落调查。县文联主席马佶率先垂范，与妻子何克宁（摄影家）、儿子马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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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学生）组成家庭小分队，自费 2万多元购买新相机，走村串庄进行采访和

拍摄。退休老干部郭书生是位民俗摄影家，不顾年迈背着照相器材爬山涉水记录

传统村落风采，在当地传为佳话。 

 

山西省已对晋中、太原、长治、阳泉、大同五地市展开调研 

随着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程的启动，山西省民协已与省摄影家协会共同

开展对晋中、太原、长治、阳泉、大同 5 地市，21 个县的全面调查工作。并以

晋中地区为试点开展培训班，对民俗学家及摄影家进行了以《中国传统村落立档

调查工作手册》为指导的系统培训。目前，已对省内入选第一、二批村落名录有

一定文字、摄影基础的 70 个村落，按照调查标准进行更为深入地田野考察和资

料补充。此外，还对名录之外的村落进行了全面普查，并将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

符合普查标准的 50余个传统村落，按照调查提纲进行了文字登记和照片采录。 

 

后沟村正面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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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山西民协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集结各地市、各

专业、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广泛参与。目前已经成立了包括民俗学家、摄影家、文

字编辑、软件工程师等涉及立档调查相关的各界人士在内近 50 人的专业队伍，

并与省内外各大高校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互动，为此立档调查工程储备了丰富的志

愿者资源，输入了新鲜的活力。力图在省内开展一场深入、全面，又具科学性、

严谨性的普查行动，在最短时间内将省内有价值的传统村落一一记录在案，建立

一份最为详实的图文档案。 

 

黄土塬地貌 

 此外，为了配合此次调查工程的深入性，在山西省住建厅的指导下，还成

立了省民协牵头，省摄影家协会参与的“山西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保护办公室”，

并与山西好视听影视传媒公司合作，拟为山西传统村落拍摄 34-100 部名为“山

西传统村落立影专题系列片”的大型纪录片。目前，此项拍摄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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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对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兴隆庄村进行调查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17 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传统村落调查组一行赴山东

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办事处兴隆庄村进行传统村落立档调研。 

 

兴隆庄村石板房院落（左上）/工作组调查场景（左下）/兴隆庄村炮台（右） 

兴隆庄村位于山亭区东部翼云山阳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是一处以石头为

主要建筑材料建成的小山村。房屋建筑采用当地的青石建墙，房顶以当地的叶片

岩为瓦覆盖，形成具有特色的石板房建筑。兴隆庄村经济落后，村民生活水平较

低，多数房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2012年枣庄市引进青岛欧亚集团对古村落进

行开发。开发公司对兴隆村的房屋在旧房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复，坚持了“修

旧如旧”的原则，在不破坏原有房屋的建筑形式、不破坏原村落的布局结构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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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了修缮与整理。目前，村落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风貌，老村的基本格局及

房屋建筑形式并未发生大的改变。但是项目开发公司在村落的旁边兴建了大量与

原石板房风格类似的“石头房”，使村落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

建筑与居民的脱离。居民已经全部搬迁至村东的新建楼房内，兴隆庄内已无人居

住，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村民们主要种植花椒、水果等，年轻人多外

出打工，传统的生产工具正在被日益现代化的工具取代，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城镇

居民日益接近，石板房已经成为新景区中的古遗迹。 

 

山东省：对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山西街村进行调查 

2014年 7月 13日至 16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乔凯一行 6

人组成的传统村落调查课题组调研了中国传统村落山西街村。本次调研活动是山

东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的组成部分，旨在对山西街村进行摸底式整体调

查与记录。 

山西街村位于山东省中部，隶属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西边是 104国道

和京福高速，东边有一条高铁经过，南边是大汶河由东向西流过。全村姓氏繁多，

以刘姓为最。村内主要古建筑有明石桥、山西会馆、侯家古楼、火神庙等。在山

西街村，课题组成员考察了村落周边环境、历史建筑遗存、传统民居建筑等要素，

了解了村落的历史与现状；走访了十余家农户，采访了村里有代表性的老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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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村里现存的四位手艺人进行了专访。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以文字、照

片、图纸等形式进行了记录，调查了该村现存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间信仰等传统

民俗与文化，并对该村唯一一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七月十五放河

灯民俗活动做了详细调研。 

 

山西街村明石桥（左上）/山西街村火神庙前老槐树（右上）/神像画艺人张文全（左下）

/山西街村古楼(右下） 

 

山东省：对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上端士村进行调查 

2014 年 7 月 12 日至 16 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应用设计学院讲师黄永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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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传统村落调查组进入上端士村进行村落概况与规划调研。上端士村位于山东省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北依云明山，南傍太河水库，为典型的山峪村落样式。村

落面积约为 300 余亩，90%坐落在云明山山脚，其余分布在山谷北侧的山坡上。

上端士村的民居建筑形制以武举楼和李以恺宅院最为典型，以石作组砌垒成，屋

面山茅苫作，亦有小瓦铺作；建筑空间依山就势，形态不拘一格。 

 

上端士村街巷（左上）/上端士村卧龙槐（右上）/上端士村五贤祠（左下）/上端士村

民居(右下） 

调查组除对传统建筑进行现场勘测外，还根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

手册》提到的主要问题展开专访。通过对村书记李春敬、村民李以恺、李宗祥、

李以超、李自厚、李自胜等人的采访，整理出上端士村相关的民间传说、风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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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婚丧文化以及传统手工艺等内容。同时，搜集到了上端士村的家族族谱、文

献、地方志等资料。目前，调查组成员正在整理调研报告，按照《田野手册》要

求进行文字撰写，图片整理及建筑复原效果图绘制等工作。 

山东省：对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李家疃村展开调查 

2014年 7月 12日至 14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传统村落调查组深入中国传

统村落李家疃村进行全面调研。本次调研活动是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

作的组成部分，旨在对李家疃村进行摸底式整体调查与记录。 

 

 

李家疃村核心保护区的建筑群区 

李家疃村位于山东省中部，隶属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与济南章丘市接

壤，是淄博市的西大门，309国道从村域中部东西横穿。全村现有 305户，902

人，耕地面积 703亩，村庄占地面积 203亩。村内中心街以西区域留有面积约

60亩的明清古建筑群。在李家疃村，课题组成员考察了村落周边环境、整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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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历史建筑遗存、传统民居建筑等要素，了解了村落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空间；

走访了数十家农户，对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以文字、照片、图纸等形式进行了

记录，并调查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民间信仰、民间游艺等传统民俗与文化，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音戏传承人进行了重点访谈。 

 

山东省：对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梦泉村进行调查 

2014 年 7 月 11 日至 17 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传统村落调查组一行 6 人对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的中国传统村落梦泉村的村落布局、民居建筑、

民风民俗进行了为期 7天的调研。 

梦泉村坐落在演马大峡谷的最里面，村落布局依山就势分为东梦泉和西梦泉

两部分，民居以石头房子为主。村中李姓是其大姓，上世纪 70 年代梦泉村第一

次迎来辉煌，人口多达 500多人，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梦泉村人口大量外流，全

村 7座清末院落都已荒废，其余石头房子院落大多也已没人居住。村里青壮年人

大都外出谋生，留守村子的除村干部外都是老人和孩子。如今，村里借助优越的

自然地理条件招商引资开发旅游资源。 

在 7天的考察中，调研组与村支书李兴贵等村干部进行了座谈，了解了村庄

概况。之后根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对村民进行了采访，了解了

村落历史、房屋建造、婚丧嫁娶及生产生活民俗、传统手工艺等相关内容。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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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中遗存的 40 余处石头房子院落进行了考察，拍摄并绘制了院落布局、房屋

结构图。调研了碧霞祠、孙膑庙、孟女祠等庙宇以及齐长城、千年石门、孙膑饮

马槽、村碑等历史遗迹。 

 

贡品池梨储存地窖（左上）/废弃多年的石头房子（右上）/石井（左下）/村里唯一的

石匠在帮助调研组，辨认石头房子的年龄(右下） 

调研结束后，本小组工作已转入调研报告撰写和图片资料整理工作，全部工

作预计 8月上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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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调查”项目培训会议在济南召开 

2014年 7月 9日，“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调查”项目培训会议在济南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召开。会议由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

艺术学院院长赵屹主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邵力民、数

字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顾群业及参与项目的课题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现场（一） 

培训会议伊始，赵屹院长首先介绍了“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调查”项目来源

及项目意义，通报了项目工作思路与时间进度安排。目前，“山东省中国传统村

落调查”项目已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组建了“山东省

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工作组，相关专家委员由山东省内民俗学、民艺学、建筑学、

民俗影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负责村落图文档案的

学术把关。项目组还依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民艺研究所成立了“山东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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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调查”办公室，统一汇编山东省传统村落图文档案，同时拟定了《关于

开展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工作要求》和《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调研专

项资金管理实施方案》，明确了具体工作进度及资金使用办法，在村落调查过程

中实行组长负责制，负责人员管理、项目开支等事宜，保证调查工作科学、有序、

高效推进。 

 

会议现场（二） 

培训过程中，赵屹院长结合《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要求，与课

题组成员对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对象及范围、拍摄要求及技术标准等具体内容进

行了共同学习与探讨。 

培训会议结束后，赵屹院长对参加首批传统村落调查人员进行了详细的任务

分工与安排。据悉，“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调查”项目由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牵头，与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共同合作实施，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项目实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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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全面推进，本次培训会议的召开，为全面开展山东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东北三省启动会议在长春举行 

 

会议现场 

为了全面贯彻习总书记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指示精神，2014年 6月 23日，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东北三省启动会议在长

春召开，国家四部局——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

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工作，首先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立档调

查，立档是为进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立档案”，建立中国传统村落电

子图文档案和编辑《中国传统村落图典》，并对新发现的优秀传统村落进行立档，

国家四部局委托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进行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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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挂子 

会议由吉林省文联民协和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黑龙江文联民协、摄协；辽

宁省文联民协、摄协的领导和专家及吉林省文联民协、摄协、民间文艺家、摄影

家、省建筑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长春工业大学等各

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师生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主持，详细介绍了此次工作的精神和意义，传达了中

国民协罗杨书记、中国摄协王瑶书记和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的讲话精神；省摄影

家协会负责人荆宏宣读了中国文联民协、摄协关于开展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

通知；村落文化专家吉林建筑学院王一教育做了题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的发

言；吉林省蛟河县苏尔哈村书记廖昌武做了《全村人都盼你们来》的发言；村落

文化志愿者吉林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学研究生李冬洋代表吉林省全体村落文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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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作了《志愿者的心声和希望》的发言；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孙凤平向东三

省参会代表发放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手册，立档调查工作组的队旗，并为新

组建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吉林省办公室”揭牌，组建了专家组、工作

组，会议决定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东三省办公室”设在长春。 

会议强调，这项工程是国家项目，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要通过对中国传

统村落文化进行全面、立体、系统的抢救、挖掘、保护、传承，实现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保护、繁荣和发展，并注重明确任务，工作全面开展，落实到位，保质

保量扎实完成，认真贯彻冯骥才先生所说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出发，是到

田野中去盘点我们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振兴！” 

 

河北省启动“河北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程 

根据中国民协、中国摄协部署，2014年 6月 20日，由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河北省摄影家协会承担的“河北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程”在石家庄启动。省

文联党组书记解晓勇、省民协主席郑一民、省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荣国、省民

协副主席周鹏、柴秀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岳峦，已列入国家传统

村落名录的石家庄、保定、邯郸、邢台、张家口五市民协、摄协负责人和市、县

文联负责人、传统村落村长代表等共四十余人出席会议。 

省文联党组书记解晓勇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村落是我国物质和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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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之根所在，是我国十分珍贵的活态历史文化财富。

省文联两大专业团体——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摄影家协会联手启动河北省传统村

落立档调查项目，对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进行全面的标准化的调查，盘清家

底，以精确的图文并茂方式将传统村落各方面的原生态的信息记录下来，为国家

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财富建立翔实可靠的档案，彰显河北民间文艺家与摄影家们的

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也是为河北省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推波助力。 

会上杨荣国副主席传达了中国民协、中国摄协关于召开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

查的有关文件和精神，介绍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目的、意义、组织架构、

工作流程以及河北省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工作计划与说明。明确提出此项工作主

要有两项任务：一，将河北省已先后两批 3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的

传统村落按照普查手册拍摄和整理入编《中国传统村落图典》资料；二是按照国

家传统村落入选条件将新发现和漏报的传统村落整理上报材料，使其成为我国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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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会议现场 

省民协主席郑一民在讲话中传达阐释了冯骥才主席的讲话精神、分析了河北

传统村落现状和保护差距，对民协和摄协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发扬优势和

奉献精神的要求，力争高水平、高质量完成《中华传统村落图典》和推荐发现遗

漏的 60—80个传统村落目标，为建设文化强省增辉添彩。 

与会代表围绕落实传统村落普查要求和任务进行了热烈讨论，充分分析困难

和问题，建言献策。会议决定以省民协、省摄协名义出台一个更有操作性的文件，

争取各级政府给予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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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已对省内村落较为集中的上饶市开展试点调查工作 

江西省列入第一、二批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共计 89 个。省民协对绝大多数

村落情况比较熟悉，不甚了解在于极少数。江西上饶市的传统村落无论是在村落

形态、文化传承、历史遗留物方面，在省内都颇有代表性。另外，传统村落在省

内的分布状况也较有特点，也即大多相对集中于某县区，少数零星散落其他区县。

为此，江西省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准备采取将上饶市婺源县、铅山县作为试

点展开调查工作。 

 

上饶市铅山县查家岭民居（上）/村民在民居前合影（左下）/畲民开山祖—法远公塑像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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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有 16个村落，15个集中在婺源县，1个在铅山县。对于婺源等相对

较早进入人们视野的村落，铅山县是陌生的。为了获取第一手较为翔实的信息，

省民协主席刘华和李晓君秘书长两县进行田野考察。铅山县的传统村落为太源畲

族乡的查家岭，村落坐落于高山山窝之中，环境优美、景观可人，村后有太源畲

民始迁祖的祖墓。村中虽只有五栋民居和若干附属建筑，但民居建筑风格古朴，

更因近些年修旧如旧，因此地表形制相对完好。 

针对江西省千姿百态的村落状况，刘华主席认为：《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

田野手册》作为工作指南，但在具体普查过程中，对图片内容、特别是数量，不

宜作硬性规定，而是要根据村落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灵活掌握。对于具体的工作，

刘主席表示：由省民协物色和组织优秀民俗摄影家和民俗专家等重点力量，突击

婺源、青原、浮梁、进贤、乐平、吉水、安福等重点县区；要求在各市文联的领

导下，由各市摄协、民协组织力量完成其他散落村庄的立档调查工作。目前，江

西省民协已在上饶市完成对此项工作的布置，将将婺源县 15 个村落交给家在婺

源的省民协副主席、民俗摄影家任春才负责组织实施，铅山县的普查工作由上饶

市文联、铅山县文联负责。上饶市将于近期率先铺开，作为全省的示范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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