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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节、元宵节期间加拍相关民俗活动的通知 

各省民协、摄协工作人员及参与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工作者们： 

你们好！ 

感谢你们多日来深入田野为传统村落立档工作的不辞劳苦、辛勤作业，在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预祝各位佳节愉快！现发布重要通知，若各

地春节、元宵节期间有举办与之相关民俗活动及节日庆典，请您不忘予以拍摄记

录，留存图像及文字档案。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心工作室 

2015 年 1 月 28 日 

 

挂起红火的灯笼，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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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传统村落需要科学保护体系，需要建立档案 

2015 年 1 月 20 日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传统村落立档

已逾百村”新闻发布会上，冯骥才针对传统村落保护现状以及传统村落立档工作

发表了讲话，中心工作室对此进行了简单整理。 

 

冯骥才先生发言 

国家已经行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媒体关于传统村落方面的信息发的不少，社会各界很关注。现

在实际上已经从国家层面上动起来了，住建部主要牵头评选的传统村落名录，目

前是 2555 个。2011 年的时候，全国剩下的自然村是 270 万个，现在还剩下多少

个我们不清楚。如果我们按照 250 万个来算的话，千分之一的村落已经被国家选

出来将要保护，被视作农耕时代的家园式的历史文化遗存。这千分之一的村落是

已经列入国家认可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永世作为保护的对象。 

目前社会各个层面都十分关注，从政府到学界各方面都在研究要怎么保护，

怎么发展，这都是问题。因为村落终究和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一

样，因为它是活态的、是一个生活的社区、最基本的生产的一个单位。它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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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连在一起，如果没有生活来源，这个村落一定空巢，谁也拦不住人们的离开。

所以村落问题涉及到层面很多，而且它面对的问题也是与其他遗产不同的，是一

个全新的问题。所以各界非常注意，政府尤为需要注意。 

村落文化遗产要建立档案 

前不久，在政协的双周会我讲了我的观点，传统村落要建立一个科学保护体

系，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建立档案体系。我一直认为档案非常重要，我们国家

的文化遗产要建立档案。档案是一个根本，档案是任何无论非物质的、物质的还

是村落的一个原真性的历史记录。它是一个身份的凭借，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生

命的依据，也是一个必备的文献。 

一项文化遗产无论要保护它、发展它、还是弘扬它，首先要有一份档案。如

果没有这份依据的话，不敢说多少年后你的保护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出发点，

是保护和发展的基础，所以村落必须要有档案。而一般而言，在我们的历史上，

只有部分物质文化遗产有档案，非遗基本没有档案。因为非遗是承载在活人身上，

在活人的脑海中的集体或个人的记忆里面，也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艺，如舞蹈的技

艺和手工艺的技艺。这两者都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所以它们很少有档案。 

当我们在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把历史创造的，必须传承的东西确定为遗产

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建立档案。因此，村落也必须有档案。而我们的村落大部

分是没有档案的。方志一般来讲记录到乡一级，还有二三百字的描述，到了村一

级大部分就只剩下名字了。比如说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的年画，南乡、炒米店还

有记载，但是如果考察到三十六村，就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三十六村非常重要，

因为艺人都在村里，我们调查的重点就是村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遗存。所以这是

十分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有档案。建立档案是科学保护的基础，是第一步，是一

个原点上的工作。所以要是学界想介入到传统村落的工作中，首先要帮助村落把

档案做下来。只有把档案做好了，你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要保护的，哪些东西是

可以变的，当然如何变是另外一码事儿，这个还需要做新的研讨。如果没有档案

的话，一动就乱，动不好就破坏。档案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发起 

政府、学界、村民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要做不同的事儿。就像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一样，社会有社会层面的做法，老百姓有老百姓层面的做法，但是互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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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 

我觉得学界首先要把档案做起来，评选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时候我参与了，

在评审时主要通过地方上上报的材料。村落评审很重要，因为它会督促各级政府

去调查村落。虽然这个调查不是为了村落，只是为了写申报材料，虽然申报材料

不见得是科学的，这和我们所建立的科学档案还不一样，但是它究竟是有了一些

申报资料了。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学界做科学的档案。所以在住建部发起做这

件事情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 2014 年的 6 月 10

日，共同启动了“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大型文化活动。我们

之所以选取这个题目，是为了呼应习近平同志所讲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

得住乡愁”相呼应。这份乡愁就是乡恋，是对故乡故土的、对于自己的传统历史

的牵挂和眷恋，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怀，是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情感，是一种热爱。 

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发了习主席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福州的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一系列讲话，我们看了之后很惊讶，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看到这些报道。

看了以后，有一种对习主席相知甚晚的感觉，听到领导层有这样的讲话，真是得

到一种很大的支持。因为在 90 年代初，我刚开始做天津城市的保护的时候，觉

得自己孤立无援，有一种堂·吉诃德独自和大车轮干仗的感觉。因为在当时的领

导层里，很少能听得见这样的声音。我看了习主席的讲话后，觉得他的很多观点

都非常清晰，非常超前，有一种文化的先觉性。特别在村落保护方面，习主席不

像一般领导讲的那样，他讲“乡愁”的概念，实际上一种对故乡的眷恋、牵挂、

热爱，这样一种情感。对于这样的故乡一定要保护它的传统、它的传承、它的文

脉，这些都从深层次牵动了我们藏在心底的文化情怀，和我们做这件事情心里的

原始动力。 

所以我们文化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发动起了

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成立了中心工作室，设立在我们学院，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村

落中心的成员都是 80 后、90 后的年轻人。世界上像中国进行如此全面大规模传

统村落保护的国家，包括非遗保护在内，据我所知还没有。法国小说家马尔罗在

做文化部长时，发起过文化遗产普查，坚持“大到教堂，小到汤勺”的普查，曾

影响了法国一代人的文化自觉，他做文化普查后，法国人说美国人是军事超级大

国而法国是文化超级大国，大大鼓舞了法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我们的各级非遗名



 

5 

 

录里现在已经有一万多项，这说明我们是文化大国，我们也有这样的文化情怀和

文化自觉。 

志愿者的力量不容忽视 

前些日子我去俄罗斯，有位资深媒体人兼作家，他从俄罗斯北部七百里远的

地方跑到莫斯科见我，他问我说俄罗斯的传统村落怎么办，因为没人保护村落，

政府不关心此事。但是他们有人关心，在时代转化时，有人存在就有这样的情怀

与先觉。前些年，我特别羡慕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寒暑假回家给村里搜集材料，

记录和写作放在村里办公的地方，游客来时就给他们两册，当时我感慨我们的年

轻人很少有做这个的，事实上不是这样，今年我们在做《田野手册》快要交付印

刷时，我担心它不实用，带着几个年轻人到了河北保定的大汲店村，他们给我一

本关于这个村子文化历史的厚厚的资料，我很感动。在山西的后沟村也遇到过这

样的事，年轻人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很值得高兴。 

我们现在的团队工作很努力，行政办公在中国民协，具体的资料的汇集编撰

和数据库建设都在我们学院的村落中心办公室。调查启动后我们紧跟着到山西张

壁古堡和后沟村调查作出《立档调查范本》，同时建立中国传统村落网。通过网

站，大量的志愿者团队与我们联络，才有了今天的成果。这事儿从头到尾做起来

会非常费劲，我们没有国家经费，只有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的支持，可以说，完

全是靠大家的文化觉悟。 

我们百村资料的来源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民协汇集的材料；二是通过志

愿者团队和志愿者个人做出的努力；三是传统村落中心自己做的调研。事实上，

我们最关心志愿者，志愿者体现出公众对于我们文化的责任感，我们希望通过网

络联系到更广泛的志愿者。我们现在做的村落，有 10%是没有进入国家名录的，

跟住建部名录有不同，我们的视野要更宽一点，社会上有好的村落的信息，我们

就捕捉住，主要通过它的档案材料，我们认为它够传统村落，就把它吸纳进来，

所以这次有 10 个不在名录之内。通过这个我们也能够给住建部提供新的信息。 

我们的村落保护还停留在政府和专家 

相比志愿者的帮助，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当地村民对自己的保护。目前来看，

老百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见得有这个自觉，我曾经谈过一个观点，文化自觉

谁先自觉，应该是知识界先自觉，因为知识界天然应该对文化的问题敏感。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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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文化转型的时候，知识分子先自觉，他能够跟政府、决策层呼应上，国家也

能跟知识分子成为知己知音关系的时候，转化成国家的自觉，是关键的。文化自

觉只是保留在知识分子那里，还有一点悲哀，只有转化为国家的文化自觉，文化

遗产才有了一个真正可靠的背景。 国家自觉以后通过国家的政策、措施、法规

一系列的东西，变成各级政府的自觉，这第三个自觉也是重要的，因为文化遗产

掌握在政府手里，不掌握在任何人手里。最后是全民的自觉，实际上一切的努力，

最后还是要让全民自觉，因为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的文化自觉，文

化才能传承。但是当下传统村落的问题， 他们世世代代在村落里面住，并没有

这样的自觉，知道这是文化，这有多重要，他不会想，老百姓最想考虑的，在那

里我怎么活，怎么能活得好，怎么比城镇活得还舒服，那就得要改变他们的生活

质量、生活条件。也让他们能够享受现代科技给人带来的方便和恩惠，他们有权

利享受到。同时我觉得要启发他们，我们现在的传统村落保护还在官员和专家手

里，还没有转化为老百姓的文化自觉，这是当前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转化老百

姓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的保护是不可靠的，转化在官员那最多是一种政绩，转

化在专家那只是一个科研成果，不是老百姓的生活。只有老百姓知道我们在传统

村落里是在享受我的历史文明，传承我美好的东西，我感到骄傲，这样才行，现

在还没有这个转化。这是我们传统村落保护的问题，包括我们非遗的保护也是一

样，非遗的保护更多是到传承人那，还没有到当地社区和老百姓那，这是不行的，

传承没有土壤了，传承人的传承最终会发生变异，变异成一种商品，而不是一种

非遗的文化。 

今后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今后我们的几个工作：一是中国民协和中国摄协要加大工作力度，尽管我们

已经完成了一百个村子的科学标准调查，而且这个标准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

建立的，此标准经过专家反复审核，我们是有收获的。但我们还要加快速度，因

为传统村落消逝很快，它的保护压力还是很大，包括土地的变更、人口的迁徙。

所以，中国民协和摄协要加大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做好志愿者和支援者团

队的工作，他们非常有积极性，但是文化志愿者要坚持下去；第三个就是我们要

加强中心工作室的力量，现在还有遗憾就是缺一项动态图像，我们在非遗档案调

查时，比如做剪纸的四十一个产地档案，目前必须要有录像，否则无法记录其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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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过程，还有五个省的唐卡艺术调查也是如此。除了动态影像外，村落还需要一

个遥感技术的拍摄，强调的四合一立体化的记录方式，通过文字、录音、图像和

影像，现在希望给村落加入录像，我们暂缺录像的队伍和支持。遥感的费用的比

较大，但借助遥感做村落调查，留给后人的东西就太宝贵了，它可以记录村落与

自然的关系，现在没有是遗憾的。光有文字述说是不行的,没有直观的东西,作为

科学见证，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没有这样的手段我觉得是遗憾的,我们还要为之努

力. 

以上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通过半年左右的努力，档案超过一百个村落，我

们走出了第一步。目前国家通过的是 2555 个传统村落，专家大多认为我们最终

能评下来的是 5000 个村落左右，如果按 5000 来算，我们才为 1/50 的村落建立

了档案，所以万里长征刚走出了第一步，但是第一步尤为重要。有第一步才有第

二步，我们会继续努力，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优秀传统村落档案出炉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自 2014年 6月启动以来,百余村落的档案及资料经过

各地民协、摄协、高校、志愿者们的耕耘与爬梳，以科学规范的形式汇聚至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近日，中心专家委员会部分专家集中对现有村落

档案进行了整理与评选，十余个优秀的村落档案从中脱颖而出。从档案的行文到

图片的细节记录，调查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心血在专家们眼中清晰可见，无论调查

者还是组织者都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 

不论排名先后，它们分别是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贵州省黔东

南州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白鹿泉乡水峪村、河北省邯郸

市涉县井店镇王金庄村、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路罗镇英谈村、河北省石家庄市井

陉县天长镇梁家村、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浮图讲乡开阳堡村、山西省阳泉市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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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梁家寨大汖村、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六村、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

大东坝镇横樟村、吉林省临江市花山镇松岭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泥溪乡犁辕

坝、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岔道村、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海南省东方市

江边乡白查村、宁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南长滩村。 

为了进一步指导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有序、高效、高质量的推进，中国传统村

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心工作室将在其中择优整理出版，以期各地调查人员及

志愿者们能共同分享经验，更加规范后续的村落立档普查工作，为传统村落留下

经得起推敲、能为历史负责的档案信息。 

 

编号 名称 所属省份 所属批次 来源 

1 漈下村 福建省 第一批 福建省民协 

2 黄岗村 贵州省 第一批 尹忠 

3 水峪村 河北省 第一批 河北省民协 

4 王金庄村 河北省 第一批 河北省民协 

5 英谈村 河北省 第一批 河北省民协 

6 梁家村 河北省 第一批 河北省民协 

7 开阳堡村 河北省 第一批 河北省民协 

8 大汖村 山西省 第二批 陈永安 

9 石仓六村 浙江省 第二批 浙江省松阳县文联 

10 横樟村 浙江省 第二批 浙江省松阳县文联 

11 松岭屯 吉林省 第三批 吉林民协 

12 梨园坝村 四川省 第三批 四川民协 

13 岔道村 北京市 第一批 RCR 志愿者组织、

北京摄协 

14 水峪村 北京市 第一批 中心工作室 

15 白查村 海南省 第一批 海南民协 

16 南长滩村 宁夏省 第一批 宁夏省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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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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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双江乡黄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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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白鹿泉乡水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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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井店镇王金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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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路罗镇英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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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梁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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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阳原县浮图讲乡开阳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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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寨大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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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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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横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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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临江市花山镇松岭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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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泥溪乡犁辕坝 

 

 

 



 

23 

 

 

 

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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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岔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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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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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南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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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大汲店村年轻人参与村史挖掘 

大汲店村隶属河北保定新市区江城乡，位于保定西二环、西三环、南二环交

汇处内侧，全村 3650 余人，耕地 3400 亩。大汲店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保留

着众多文化遗产的古老村庄。村中地名石碑刻文：“唐朝年间，此地有驿路通过，

车马行旅甚多，激河在此流过。有人迁此定居，开店为生，故为大激店。后改写

为大汲店。”据此估算，大汲店村历史应在千年以上。 

 

清代古戏楼 

村内东西大街源于夏商时期的古道，秦时为驰道，兴于唐宋。自元定都北京

以后，保定北控三关、南达九省，成为京畿南大门，大汲店古驿路所属的保定西

路车马大道愈显繁忙。大汲店也迎来了最为鼎盛时期。明清两代，古道上官员商

贾，马帮驼队，羽檄差官，护卫标车，络绎不绝。白草沟内货船号声不断。东西

大街号称三里长街，街中店铺林立，钱铺、官盐店、银楼、大车店、酒肆等等，

生意兴隆，人来人往；沿街叫卖的小吃，既有地方风味，又取南北之长。除坐堂

店铺外，大汲店每逢“一三六八”十天四集，覆盖方圆百里。信息的交流、人员

的往来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昌盛，也汇聚和积淀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形成了以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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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兴国寺等 26 座大小寺庙为代表的庙宇文化，以烽火台、驿站、舍茶厅等为代

表的邮驿文化，以剪纸、戏曲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三者共同构成了大汲店古村

落文化体系，不仅留下了众多的遗址遗存，也为大汲店人浸润了浓厚的文化基因。 

2012 年，当地新市区委、区政府本着“保护恢复传承”的原则，决定建设

大汲店民俗村，为了能够全面准确地表现大汲店文化，区委宣传部派副部长高文

波驻村挖掘村庄文化。2013 年，保定市市长马誉峰（2013 年才当市长）到大汲

店，看到大汲店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古迹及遗址众多，又有着大量的故

事和传说，问及老书记王禄大汲店是否有村志，此番询问触及了老书记内心深处

的一个愿望。回答道：“没有，但是村志是我们全体村民的一个愿望，已经在心

中酝酿了好多年。”马市长当即答应邀请由原保定市志办主任尤文远老先生协助

编纂。已是 85 岁高龄的尤老师推荐村志专家赵忠义主要负责。70 岁的赵忠义很

高兴地接下任务，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参加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时曾到过大汲店，

对大汲店的感情很深。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赵忠义感觉大汲店村不仅历史文化悠久，村民中舞文

弄墨者众多，他们不仅对大汲店村历史文化了解颇深，还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这让赵老师心中有了大汲店人写大汲店志的想法，村民写村志，体现了浓厚的乡

土味、散发着淳朴的农民味，给人特别亲切，深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经过研究讨论，决定成立编委会，共同搜集整理村史资料，资源共享，最后

推出两部成果，一部为村志《古镇沧桑大汲店》，一部以文化为主题的《千年流

韵大激店》。《古镇沧桑大汲店》由赵忠义牵头，《千年流韵大激店》由高文波牵

头。编委会成员有村委会支部书记王禄、张东河、支部委员王杰、王俊强、村民

李云生、孙忠义、石二强、石锡霖，河北金融学院历史讲师、研究生李秋生，大

汲店民俗村筹建办公室人员李钱琛、王周。其中：高文波 35 岁，李秋生（36 岁），

李钱琛（27 岁），王周（25 岁）。至此，编委会积聚了老中青三代，各发挥所长：

以王禄书记为代表的中老年人回忆往事，搜集第一手资料；李钱琛、王周则发挥

对电脑排版的熟悉的优势，对第一手材料进行整理。 

编写过程中，由于缺乏确切的记载与档存，编委人员不得不对各方面历史进

行资源考察和多次校对。多次去档案局调查资料，对村内一些岁数较大的老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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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历史咨询长谈，据王禄回忆说：“像光绪皇帝敕封的碑，上书‘巨镇’，由此可

见当时大汲店村的规模和地位。我又走访村子里的老人，当时感觉很迫切，如果

这些老人不在了，村里的很多历史也将随之而去。我将走访记录做为村志的原始

资料，那时走访老人都是记流水账，哪个遗址曾是什么建筑，有着什么历史故事，

然后我再到现场查看，光这流水账我就记了几十本。” 

 

调研人员在调研现场 

古碑林是大汲店重要的文化遗产，由王禄书记精心收集。因为时光流逝加上

人为破坏，好多碑刻已经面目全非，字体也不容易辨认。为了将村志的碑刻章节

内容更加充实，年轻人主动承担下拓写碑文的工作。7、8 月份的天气是那样燥

热，这些 80 后的年轻人冒着酷热，将村内保存下来的碑刻一个个的文字抄记下

来，有的文字已经破损模糊，年轻人不厌其烦的一遍遍校对，反反复复读其碑文。

最终将拓印下 7 通古碑碑文。又翻阅资料，做了大量的考证，发掘、校对、梳理。

老人回忆性资料难免有此纰漏，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情况，就要靠年轻人的腿、

嘴、眼。为此，他们需要钻到古桥下勘察古桥墩，走访行动不便的老人，到图书

馆、档案室查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愈加熟悉了家乡，更加热爱了家乡，也

得到了锻炼。由于大汲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慕名到大汲店来的客人较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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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担任了解说介绍工作。 

截至 2014 年底，《古镇沧桑大汲店》和《千年流韵大激店》正式截稿，目前

进行进一步的校对、编辑、排版工作。其中《古镇沧桑大汲店》全书总字数约

30 万字，村志体例完整，内容详实，真实的记录了大汲店村人文历史、经济社

会发展的变迁，整个村志从“综合-经济-政治-文化-文存-民俗-人物”七大篇章

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记述，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它的问世，将使村民更好

的知村史、爱家乡。即可教育今人、又可启迪后代，不仅功在当代、更是丽在千

秋。而《千年流韵大激店》则更显灵活，年轻的主编高文波以乡土历史文化为视

角，尝试着采取小说章回体的行文风格、散文式叙述的写作手法，大大增强了可

读性，内容和笔法适宜各个层次的对象阅读，在带来审美愉悦的也给人以知识和

启悟，称得上一部富有时代气息的乡土历史文化读物。 

我们期待着它们的早日面世！  

  （河北省大汲店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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