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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临终抢救”古村落 

    

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  

 “临终抢救”是个医学用语,用在文化上表明我们的文化遗产遇到了新麻烦、

大麻烦。 

我们要抢救的是民间文化遗产,而民间文化遗产是指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化

财富。民间文化包含很广泛,它包括农耕时代民间的文化形态、文化方式、文化

产品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我以为,抢救比研究更重要,对于文化仅仅有科

学理性是不够的,如果只是不自觉地注入人文的情怀和人文精神,那么就等于将

文化主动抛弃。 

例如中国的古村落,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

阅它,它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担心“旧村改造”的口号

重演当年的“旧城改造”,造成文化的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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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典型例子就是杨柳青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经

“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在今年初,在城镇化的建设中瞬间消失了,我见证

了它的苏醒和最终的消失,心里是很痛苦的,但毕竟我们作了一次“临终抢救”。

我们还对山东地区古村落作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

整的古村落也没有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商机和政绩的不良追求,一些地方

打着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幌子唯利是图、盲目蛮干,后果是在不自觉中消灭了传统

文化。 

中国古村落正在进入一个空前的消亡加速期,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

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是它的精神价值。曾有领导指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

遗产以及文化传统的保护中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

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

了。其次,在城市建设中“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

又花很多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最后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

出发。 

对古村落的保护,我认为可以通过四种形式来加强:首先是分区形式,保持原

有古村落不变,在旁边建设村民居住生活的新区,保留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其次是

民居博物馆形式,把分散的经典建筑和文化要素向一处集中,以集聚效应加强保

护;再次是景观形式,在保留古村落架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加固、整修或开发,

部分可用作旅游资源;最后是原生态形式,彻底保持当地的原生态生活。 

最近十年,古村落快速消失,个别古村落以“可资旅游”的理由存在下来,成

为地方卖点,这种结果是可悲的。没有文化记忆和精神,这些地方只是一个物质性

的空壳而已。物质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一个村落进入旅游开发程

序后,按照商业规律进行改造,符合商业运作规律就被保留下来,如果不符合商业

规律的就被忽略,文化被肢解,不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古村落保护是未来十年

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 

(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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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保护必须重视村民参与 

张勃 

2012年以来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在我国迅速兴起，目前已有 2555个村落被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而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的申报评审工作业已启动。这一行

动是由政府推动并实施的，而想真正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的目标，需要全社会多种

主体的共同参与——村民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保护行动顺利开

展和能否最终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村民参与的必要性 

村民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行动的过程，是村民逐渐形成并深化对村落价值和意

义认识的过程，是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行动必要性和重要性理解的过程，也是提

高村民在保护行动中主体性发挥和话语权表达的过程，是重新形成文化身份感，

并与其他主体共同协商决策的过程，有助于他们形成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意

识，增进参与村落事务的能力与信心，从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村落的主人，村民对于村落保护与发展有主张的权利。村落首先是村民

的生产生活空间，村民是村落的建造者和村落文化的生产者、传承者与享用者，

因而也是保护行动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村落是不是要纳入国家的政策保护

行动，以及村落保护发展的道路选择、利益分配等方面，村民理应有最高的参与

度和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他们参与的传统村落保护，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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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王硇村村民在自家四合院外挂出说明牌，介绍自家院落的历史文化 李韵摄 

村民是保护行动主要任务实现的主体。保护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要

任务之一，这意味着不仅要保护村落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

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要全面保护村落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

等传统建筑，保护古路桥涵垣、古井塘树藤等历史环境要素，还要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及与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众所周知，村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

如果村民不参与保护行动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因载体的缺失而消亡。同样

重要的是，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还要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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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保护管理机制，并要改善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没有村民的参与、

配合与支持，这些工作难以顺利有序地展开，更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村民参与也是国家政策的规定。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

局、财政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

［2014］61号）中，明确规定建立保护管理机制，“鼓励村民和公众参与”，

因此，村民参与，是对国家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村民参与的瓶颈 

  当前，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一些村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参与村落博

物馆的建设和村史修撰，但与期望相比明显不足。大致而言，村民参与传统村落

保护的瓶颈有三： 

  一是许多村民尚未形成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村民自卑自鄙

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且不说一般村落的村民，就是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的村民，很多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村落具有值得保护的多重价值，没有将村落进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视为值得自豪的事情，甚至仍然盼望着以将传统民居推

倒重建的方式实现安居的愿望。 

  二是缺乏参与保护的行动能力。传统村落保护包括申报、筛选命名、编制规

划、规划实施等一系列环节。除了筛选命名这一环节村民无法直接参与外，其他

环节村民都应当参与其中。“参与”并非是在场旁听，而是真正参与决策和实施，

包括在村落是否申报中国传统村落，规划自己村落的保护、发展方向和内容，规

划的具体实施、利益分配等方面发表意见。因而这种参与势必要求较强的行动能

力，比如能够熟悉国家目前正在实施的各项政策，尤其是传统村落保护政策，能

够了解村落的历史与价值，能够对村落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能够将自己

的诉求和看法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或者能够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方

面发挥实际的作用等等。 

  三是缺乏参与保护行动的渠道和机会。虽然村民理应参与，而且村民是否参

与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自上而下的传统村落保护政

策行动中，村民能不能真正参与，还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参与的渠道和机会。不

少地方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的应有权利和关键作用，

也没有为他们的参与提供渠道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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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参与的能力 

  有鉴于此，目前需要格外重视并采取如下措施为其参与“增能”，即开放参

与机会，提升村民参与的文化自觉和行动能力。 

  1.通过宣传教育提升文化自觉和行动能力。比如出版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史村

志、举办中国传统村落摄影展，引导、鼓励村民参与其中；充分运用微信等新媒

体，建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公众订阅号，定期发布关于传统村落以及传统村落保

护的相关信息；引导鼓励村民加入，并引导鼓励村民上传信息；获得“中国传统

村落”称号后在村落中举行由全体村民参与的庆典仪式；成立由专家学者、公务

人员、地方文化学者等共同构成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宣讲团，并建立起定期宣讲

制度，为村民宣讲国家相关政策精神、国内外不同地方传统村落保护的经验教训

等，尤其注意讲解社区村民参与保护营造的成功案例。 

  2.通过让其参与保护提升保护的文化自觉与参与能力。当前，许多地方的村

民尚未形成“我要参与”的自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创造机会让其参与其

中。比如要求地方政府在申报中国传统村落时，要征询村民的意见，并对村民进

行动员；在编制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时，听取村民的建议；规划在生效前，要在村

落中公示，实施中请村民进行监督。在具体开展保护行动时，会有修缮文物古迹、

传统建筑以及建造公共基础设施等任务，完成这些任务的技术力量最好在村落中

解决。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传承传

统的建筑技艺，并有助于村民参与能力的提升。 

  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经济能力的考量，也考量着一个地方

的文化眼光和创新能力。当前传统村落保护行动刚刚开始，在保护理念、保护制

度、保护方法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探索。重视村民参与并探索增能的制度与方法，

是有效推进传统村落保护行动的重要切入点。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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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传统村落的非遗保护理念 

李扬 

  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在人类

文化遗产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据统计，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

363万个，而仅仅 10年之后的 2010年，村落总数锐减为 271万，10年减少 90

万个自然村，可见其现状不容乐观。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目前已引起了有

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而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却存在一些偏差，

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准确界定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2 年国家四部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保护好传统村落。通知中对传

统村落有如下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

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确定

为传统村落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据国内学界的定义，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

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与社

会价值，足以代表一方文化，并为当地社会所认可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

统文化事项。这一定义告诉我们，非遗最大的特点是依托人的有意识的选择与学

习而存在，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活”的显现，往往是以声音、形象和技

艺等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是完全的“活态文化”。 

  非遗的本质特征还在于其“非物质”性。非遗是文化事项，不是工具、实物、

制成品，不是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其背后强调的还是文化传承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当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公布时，其名称做了相应调整，即将

原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这一说法的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据该法第十八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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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国务院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

名录予以保护。”可以说，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基于抢救与现实经济条件的考量，

也是为了让有限的行政、财力资源得到更好利用。 

  但我们发现，政府对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强调，在传统村落的申报与保护过程

中似乎造成了一种误解，那就是传统村落里如果没有国家级或省级代表性项目，

似乎就没有非遗。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传统村落中的非遗是体现村落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目前学术界对非遗的内容界定有所谓的“三分法”或“七分法”：

前者指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节日仪式；后者则包括民间文学、表

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生产知识、传统生活知识、传统仪式、传统节日等。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看，传统村落中的非遗事项是非常多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它们并非代表性非遗项目，资源禀赋一般。这样一些文化事项与传统村落是和谐

共生的关系，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那么这些是否值得保护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需要我们转换思维，淡化传统村落中非遗事项的“级别”观念，代之以“平

等的眼光”。而且从保护村落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固守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定义，过于强调非遗项目的级别，对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不利的。因为从非

遗的保护来看，其保护主体是非遗事项；而从传统村落的保护来看，保护的主体

是村落，非遗只是其中一项内容。 

  明确了这一理念，我们对传统村落中的非遗可以有如下界定：在传统村落中

保存并传承至今，能代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

术、传统生产知识、传统生活知识、传统仪式、传统节日类文化事项。需要注意

的是，上述七类事项是或然关系而非要求全部具备。此外，我们还应充分注意非

遗事项的地域性、民族性，注意其原汁原味的保护，进而在此基础上逐步构筑中

国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谱系。 

    保护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   

  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属于非遗，虽然级别与品质的要求可以

降低，但在活态传承的原则上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在传统村落中形成一定的原生

态文化，保护村落固有的文化空间。传统村落中的非遗保护，需要明确如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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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保护村落中的非遗其实是保护一种生活方式，确保文化的传承。有民

俗学学者指出：“村落既是指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

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此外还是指一种制度性的人群组织类型。”

村落作为一个实体，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均有“自足”的性质。正基

于此，村落作为一个地缘与血缘高度融合的社会组织，其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

家族传衍、乡规民约等等，虽然不在非遗的范畴，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文

化要素，值得整体保护。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村民能够传承其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活

方式，且这种方式代表了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涵。 

  第二，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互相融合，同属

于一种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传统村落评选最主要的三个参考

要素分别是传统建筑风貌、选址与格局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三者其实也是有

机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传统建筑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物质文化遗产，但建

筑知识与修复技术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生活知识类遗产。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就有诸如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也有诸如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窑洞营造技艺等。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另外，一

些建筑装饰如砖雕、木雕等则属传统工艺美术类非遗项目，数量更多，分布也更

加广泛。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从事传统民居建造的工匠及其传承状况调查应当予

以重视。 

  借助传统村落的调查与保护，对民间建筑营造与修复技术进行系统调查与研

究，关注其传承与保护机制，不仅对非遗，对整个中国建筑界、文化遗产领域都

有重要意义。这样既保护了非遗，同时也对传统建筑的源流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可谓一举多得。 

  再来看村落建筑的选址与格局，这其中蕴含的生态环境思想，凝聚着古人的

智慧与思考。古人所谓的“风水”与堪舆相地之术，涉及“天人合一”观、“阴

阳论”、“五行说”等，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整体性学问。传统风水注

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等，正是农耕文化的代表，

也蕴含着文化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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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讲“乡愁”，“乡愁”的载体其实就附着在这些具象的自然空间之

中，尤其是充满乡土与自然气息的空间之中。因此，古人的这种观念及其村落实

践其实就是农业文化的基因，是乡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同样

值得重视与保护。由此可知，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对村落的非遗来讲是必由之路，

循此路径我们才可以看到完整与富有乡土气息的村落，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才能

落到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 

拾穗者赴南漳调查荆山山地传统村落 

贵溥健 

8月 15日至 17日，湖北省民间文化团队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成员、

湖北文理学院建工学院师生，赴南漳县板桥镇进行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调查小组

按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制定的规范化田野调查要求，先后拍摄记录了冯家湾传

统村落，重点对著名乡绅冯哲夫多处故居、冯氏宗祠和家族墓地、民国乡公所以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项目进行了田野调查。 

板桥冯氏民居以其较大的规模、保存的完好程度及建筑的代表性被湖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文物普查，发现了大量与该民居有关的

文物点，使冯氏家族文物点时代成列，分布成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冯氏家族历

史文物链。冯氏民居占地面积较大，依山就势，前低后高，四合院布局，至少有

两进院落，细部装饰考究，是清代中晚期冯氏家族发达后第八至十四代建造而成。

另外冯氏家族第十四代孙冯达夫任乡长后将居所与乡公所合并扩建而成，其“干

打垒”的建造方式十分罕见。 

此外冯家湾夹马寨王氏民居和造纸作坊亦列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调查小组认为，板桥地处荆山腹地，传统村落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其传统

建筑丰富多彩，保存量大，对研究荆山山地的移民历史和山区民居建筑等方面都

具有重要意义。日前，除民国乡公所进行修缮外，其他文物实体多处损毁，出现

险情，亟待抢救性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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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村落全景 

 

拍摄当地乡贤冯哲夫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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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学子回乡调研为安徽古村落保护建言献策 

李彦龙 

       暑期是旅游的高峰期，皖南的古村落一直都是旅游的热门地，日前，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 6名安徽学子，回到了家乡，从道路卫生、水质、古建筑保护、整

体风貌四个方面展开对于皖南古村落开发对其环境的影响的调研。 

  为了这次的调研活动，团队成员们前期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准备，确定调研的

方向和问题，七月下旬开始，团队成员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通过实地调研、

电话调研、网络调研三种方式了解皖南古村落的环境保护问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团队员在采访古村落居民 汪一诺 摄 

  “皖南古村落作为古徽州文化的缩影，作为安徽人，我很骄傲，但是我更想

要做的是帮助安徽的古村落更好的发展。”团队的队长王欣琦说道，“当一个古

村落被开发成为景区，它的环境便会受到古村落的开发措施、游客素质等问题的

影响，废弃物污染与水体污染，古建筑保护与破坏，古村落的整体风貌，我们希

望通过我们的调研能够知道，究竟哪些开发措施能够使得环境更好。” 

  暑期，团队先后去了安徽的多处古村落景区，对游客与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还对游客与居民以及当地古村落开发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团队于 7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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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7月 31日开启网络问卷调查，于 7 月 19日至 7月 24日进行实地调研，先

后分别对开发程度不同的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黄山市徽州区唐模村、黄

山市黟县宏村展开重点考察，并于 7月 25 日至 7月 31日展开对皖南其他在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上榜上有名的古村落进行电话与网络调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团队员采访查济景区工作人员 汪一诺 摄 

  据了解，在数量庞大的皖南古村落中，有 23个被收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

其中的大多数已被开发成为景区，不过开发程度参差不齐。不同的开发对于古村

落环境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在这次的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古村落开发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开发措施

做的还不够到位，有些古村落的商店没有卫生保障，很多古村落的水质很差挽救

措施不够。我们希望我们的调研报告能够对皖南古村落的环境保护做出贡献，提

高人们古村落环境保护的意识，向相关部门提出有关古村落开发的有价值的意

见。”王欣琦说道。 

 (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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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需多方携手助力造血 

    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面临着空心化等威胁，一些村落正不断消失。住建部

数据显示，全国自然村数量从 1984年的 420万个减少至 2012年的 267万个，年

均减少约 5.5万个。 

  记者近期在山西多处传统村落走访发现，因人走村空、年久失修、拆旧建新

等原因，许多村落正在遭受破坏。 一些基层干部群众表示，传统村落自身“造

血”能力不足，保护农村文化还需村落、社会、市场等多方携手。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强调，在提升自然村落功能基础

上，保持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不少村落也通过挖掘文化资源、开发旅游

产业等进行村落保护利用的探索，村落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

与现代文明和谐适应，让村落重现活力焕发生机。 

 

8月 11日拍摄的山西省盂县大汖村全景 

盂县大汖村依山而建，独特的“立体式”乡土建筑完整地保留了盂县传统民

俗风情。因年久失修，村内一些房屋受损、破败。从 2009年开始，这个深山中

的千年古村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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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平顺县太行山中的虹霓村，醒目的红砖房坐落在传统的石制建筑群中 

虹霓村传统石板民居全取材于太行山岩；近年新建的红砖房、水泥墙等破坏

了古村整体风貌。 

 

8月 10 日，两名艺术家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的墙壁上绘画创作 

近年来，许村发展旅游业，三次举办乡村艺术节并邀请国内外

艺术家参加创作，让现代艺术和乡村文明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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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盂县大汖村，78岁的刘巧秀在院子里整理花椒  詹彦 摄 

刘巧秀说，随着近年来游客增加，她的土特产生意做得不错。 

                       (人民网) 

宁波：古村落进一步保护升级 

夏超明、叶建明 

浙江省宁波市政府近日下发通知，将在已公布的市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中

国传统村落中，分 3批选出 15个古村落进行保护试点工作，入选的古村落在 3

年内每村将获得总额达 500万元的保护资金。 

  据了解，15个试点古村落将在宁波现有的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两个省

历史文化名村和 27 个市历史文化名村中选出，入选村庄每村 3 年内将获得 500

万元专项保护资金。同时，该市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村落保护，盘活历史文化

村落不动产资产。 

  此外，宁波市还提出建立专家把关制度，要求重点节点和历史建筑的修缮改

造方案未经专家签字同意不得实施，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修缮方案若做重

点修改，应按原程序重新报批，以加大古村落保护力度。浙江省宁波市政府近日

下发通知，将在已公布的市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分 3批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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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古村落进行保护试点工作，入选的古村落在 3年内每村将获得总额达 500

万元的保护资金。 

  据了解，15个试点古村落将在宁波现有的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两个省

历史文化名村和 27 个市历史文化名村中选出，入选村庄每村 3 年内将获得 500

万元专项保护资金。同时，该市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村落保护，盘活历史文化

村落不动产资产。宁波市还提出建立专家把关制度，要求重点节点和历史建筑的

修缮改造方案未经专家签字同意不得实施，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修缮方案

若做重点修改，应按原程序重新报批，以加大古村落保护力度。 

（广东建设报） 

福建举行“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 

解秀婷 

  中国（福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日前在福建省泰宁县举行。这

是自2013年以来，福建第三次举办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2013年和2014

年，福建省在连城和屏南先后举办过两次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 

  古村落是乡土的活化石，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博物馆”。每一座蕴含传统文

化的村落，都体现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人居空间格局，反映着村落与

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它们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是美丽中国的形象代表，是

建设美丽乡村的宝贵资源。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城镇化建设中的乡土记忆”。据了解，到场的有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华、中国艺术

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北京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清

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东北大学设计系博导赵琛等名家，他们带来了《对闽

北古村落保护的思考》《土堡杂议》《省保、国保不如村民自保》《古堡中自然

与人文价值的当下意义》《乡村园林的弘扬与发展》等课题。 

  福建本土的专家也带来了《传统村落保护的调研报告》《历史文化名村保护

实务中存在的问题》等论文进行现场交流。本次论坛最大的特点是，福建的一些

来自基层的乡镇长和村长代表，与专家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参加讨论活动。 

（中国商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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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491 个中国传统村落列入 2015 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 

 

  住建部网站消息，近日，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国土部、

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决定将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千军

台村等 491个中国传统村落列入 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经济网文化产

业频道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央财政补助已经提前下达各省（区、市）财政部门。 

  此外，通知指出，尚有部分省（区、市）此次通过审查的村落数量未达到今

年下达的补助村落数量。针对此情况，通知要求，相关省级住房城乡建设、文化、

文物、财政、国土、农业、旅游部门严格按照中国传统村落评审工作规则要求，

遵循第一、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优先的原则，组织省级技术审查，严格把关，确

定补助村落名单，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将派专家参加省级技术审查。 

  部分省（区、市）通过 7部门技术审查的村落数量超过今年下达的补助村落

数量，则按照第一批和第二批优先的原则确定今年获得补助村落的名单。已通过

7部门技术审查未列入 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村落，自动列入 2016年中央

财政支持范围，7 部门不再重新组织技术审查。 

  以下为 2015 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国传统村落

技术审查工作规则及已通过 7部门技术审查列入 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

国传统村落名单。 

  2015 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一、北京市（5个） 

  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千军台村 

  门头沟区雁翅镇苇子水村 

  门头沟区斋堂镇黄岭西村 

  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 

  延庆县八达岭镇岔道村 

  二、河北省（14个） 

  石家庄市井陉县南峪镇地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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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武安市伯延镇伯延村 

  邯郸市武安市管陶乡朝阳沟村 

  邯郸市武安市冶陶镇安子岭村 

  邯郸市武安市冶陶镇固义村 

  邯郸市武安市冶陶镇冶陶村 

  邢台市沙河市白塔镇樊下曹村 

  邢台市沙河市刘石岗乡大坪村 

  邢台市沙河市刘石岗乡渐凹村 

  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镇南留庄村 

  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镇水东堡村 

  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镇水西堡村 

  张家口市蔚县宋家庄镇上苏庄村 

  张家口市蔚县涌泉庄乡北方城村 

  三、山西省（49个） 

  大同市天镇县新平堡镇新平堡村 

  阳泉市平定县东回镇瓦岭村 

  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宋家庄村 

  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 

  阳泉市平定县巨城镇南庄村 

  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 

  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上董寨村 

  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下董寨村 

  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大汖村 

  长治市长治县八义镇八义村 

  长治市长治县荫城镇荫城村 

  长治市平顺县北社乡西社村 

  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东庄村 

  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岳家寨村 

  长治市平顺县阳高乡奥治村 

  长治市黎城县上遥镇河南村 

  长治市黎城县停河铺乡霞庄村 

  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郭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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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南安阳村 

  晋城市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 

  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屯城村 

  晋城市泽州县大东沟镇东沟村 

  晋城市泽州县大阳镇东街村 

  晋城市泽州县大阳镇西街村 

  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拦车村 

  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冶底村 

  晋城市泽州县南岭乡段河村 

  晋城市泽州县周村镇周村村 

  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 

  晋中市和顺县李阳镇回黄村 

  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长岭村 

  晋中市太谷县北洸乡北洸村 

  晋中市平遥县岳壁乡梁村 

  晋中市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 

  忻州市繁峙县横涧乡平型关村 

  忻州市繁峙县神堂堡乡茨沟营村 

  忻州市岢岚县大涧乡寺沟会村 

  忻州市岢岚县宋家沟乡北方沟村 

  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西中黄村 

  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 

  临汾市襄汾县新城镇丁村 

  临汾市乡宁县关王庙乡鼎石村 

  临汾市蒲县黑龙关镇化乐村 

  临汾市霍州市退沙街道许村 

  吕梁市临县安业乡前青塘村 

  吕梁市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 

  吕梁市临县碛口镇西湾村 

  吕梁市孝义市崇文街道宋家庄村 

  吕梁市孝义市新义街道贾家庄村 

  四、内蒙古自治区（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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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老牛湾村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王府村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大庙村 

  阿拉善盟阿右旗雅布赖镇巴丹吉林嘎查 

  五、辽宁省（3个） 

  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 

  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八盘沟 

  朝阳市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 

  六、吉林省（4个） 

  白山市临江市花山镇珍珠村松岭屯 

  白山市临江市六道沟镇三道阳岔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 

  七、黑龙江省（2个） 

  哈尔滨市尚志市一面坡镇镇北村 

  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江西村 

  八、江苏省（5个）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前杨柳村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漆桥村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焦溪村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杨湾村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西社区余西居 

  九、浙江省（35个）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徐畈村 

  杭州市淳安县鸠坑乡常青村 

  杭州市建德市大慈岩镇李村村 

  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门渔村 

  宁波市宁海县深甽镇清潭村 

  宁波市奉化市尚田镇苕霅村 

  温州市永嘉县岩坦镇屿北村 

  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福德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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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泰顺县泗溪镇下桥村 

  温州市乐清市仙溪镇南阁村 

  金华市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 

  金华市磐安县双溪乡梓誉村 

  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姚村村 

  金华市兰溪市女埠街道渡渎村 

  金华市永康市前仓镇后吴村 

  台州市黄岩区富山乡半山村 

  台州市玉环县干江镇白马岙村 

  台州市临海市东塍镇岭根村 

  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河阳村 

  丽水市遂昌县焦滩乡独山村 

  丽水市松阳县安民乡安岱后村 

  丽水市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 

  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上庄村 

  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酉田村 

  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紫草村 

  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平田村 

  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西坑村 

  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桐溪村 

  丽水市松阳县象溪镇雅溪口村 

  丽水市松阳县新兴镇官岭村 

  丽水市松阳县新兴镇朱山村 

  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岱头村 

  丽水市松阳县竹源乡横岗村 

  丽水市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 

  丽水市龙泉市小梅镇金村村 

  十、安徽省（3个）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潜口村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 

  黄山市祁门县历口镇历溪村 

  十一、福建省（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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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 

  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敖东镇青观顶村 

  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忠山村 

  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八一村 

  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土坑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铺上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铺下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塘溪村 

  泉州市南安市官桥镇漳州寮村 

  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 

  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河坑村 

  漳州市平和县大溪镇庄上村 

  漳州市龙海市东园镇埭尾村 

  南平市延平区峡阳镇峡阳村 

  南平市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 

  南平市建瓯市东游镇党城村 

  龙岩市长汀县红山乡苏竹村 

  龙岩市长汀县三洲镇三洲村 

  龙岩市永定县高头乡高北村 

  龙岩市上杭县太拔乡院田村 

  龙岩市武平县岩前镇灵岩村 

  龙岩市连城县庙前镇芷溪村 

  龙岩市连城县四堡乡务阁村 

  龙岩市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 

  龙岩市漳平市双洋镇东洋村 

  宁德市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村 

  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半月里村 

  宁德市古田县吉巷乡长洋村 

  宁德市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 

  宁德市屏南县代溪镇北乾村 

  宁德市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 

  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北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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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屏南县棠口乡漈头村 

  宁德市屏南县棠口乡棠口村 

  宁德市屏南县长桥镇柏源村 

  宁德市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 

  宁德市周宁县纯池镇禾溪村 

  宁德市周宁县浦源镇浦源村 

  宁德市福安市潭头镇南岩村 

  宁德市福鼎市管阳镇西昆村 

  宁德市福鼎市太姥山镇潋城村 

  十二、江西省（18个） 

  南昌市南昌县三江镇前后万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西湖乡磻溪村 

  新余市渝水区水北镇黄坑村 

  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防里村 

  赣州市安远县镇岗乡老围村 

  赣州市于都县葛坳乡澄江村 

  赣州市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 

  赣州市兴国县兴莲乡官田村 

  赣州市会昌县筠门岭镇羊角村 

  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 

  吉安市吉水县白沙镇桥上村 

  宜春市丰城市筱塘乡厚板塘村 

  抚州市南城县天井源乡尧坊村 

  抚州市乐安县湖坪乡湖坪村 

  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建设村 

  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解放村 

  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民主村 

  抚州市金溪县琅琚镇疏口村 

  十三、山东省（2个） 

  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东峪南崖村 

  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西杨家埠村 

  十四、河南省（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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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嵩县九店乡石场村 

  洛阳市洛宁县底张乡草庙岭村 

  洛阳市洛宁县东宋镇丈庄村 

  洛阳市洛宁县河底镇城村村 

  洛阳市洛宁县上戈镇上戈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白石坡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大营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商酒务镇北张庄村 

  平顶山市鲁山县瓦屋乡李老庄村 

  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齐村 

  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山头赵村 

  平顶山市郏县姚庄回族乡小张庄村 

  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北街村 

  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西寨村 

  平顶山市汝州市蟒川镇半扎村 

  安阳市林州市任村镇任村村 

  焦作市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处北朱村 

  焦作市修武县岸上乡东岭后村 

  焦作市修武县岸上乡一斗水村 

  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平顶爻村 

  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双庙村 

  三门峡市渑池县段村乡赵坡头村 

  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老城村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信阳市商城县冯店乡郭店村四楼湾村 

  驻马店市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 

  十五、湖北省（12个） 

  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 

  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垅口村垅口冯 

  咸宁市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 

  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畈上王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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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随县桐柏山太白顶风景名胜区解河村戴家仓屋 

  随州市广水市武胜关镇桃源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白果乡金龙坝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崔家坝镇滚龙坝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盛家坝乡二官寨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忠路镇长干村张爷庙 

  十六、湖南省（48个） 

  长沙市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 

  衡阳市衡东县甘溪镇夏浦村 

  衡阳市衡东县高塘乡高田村新大屋 

  衡阳市衡东县杨林镇杨林村 

  衡阳市祁东县风石堰镇沙井老屋村 

  衡阳市常宁市庙前镇中田村 

  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 

  邵阳市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 

  邵阳市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 

  邵阳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 

  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西村坊村 

  邵阳市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 

  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唐家观村 

  益阳市安化县古楼乡新潭村樟水凼 

  益阳市安化县江南镇洞市社区 

  益阳市安化县江南镇梅山村 

  益阳市安化县南金乡将军村滑石寨 

  郴州市宜章县白沙圩乡腊元村 

  郴州市汝城县马桥镇外沙村 

  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干岩头村 

  永州市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 

  永州市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兰溪村 

  永州市宁远县禾亭镇小桃源村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茶坪乡美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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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何家田村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天堂乡地习村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黄土乡皇都侗族文化村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坪坦村 

  娄底市新化县奉家镇上团村 

  娄底市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 

  娄底市新化县水车镇正龙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中黄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峒河街道小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社塘坡乡齐心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岩门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阿拉营镇舒家塘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黄毛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夯沙乡夯沙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碗米坡镇首八峒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红石林镇老司岩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龙鼻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小溪乡小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靛房镇万龙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长春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六合村 

  十七、广东省（11个）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大黄村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南下村 

  梅州市梅县松口镇铜琶村 

  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桥溪村 

  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 

  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北塘村 

  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车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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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市平远县上举镇畲脑村 

  汕尾市陆丰市大安镇石寨村 

  清远市佛冈县龙山镇上岳古围村 

  潮州市潮安县龙湖镇龙湖古寨 

  十八、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新村木村坡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拱洞乡平卯村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荣地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丹洲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高友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平岩村 

  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朗梓村 

  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龙潭村 

  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廖家村委会毛村 

  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委会上桥 

  桂林市灵川县海洋乡大庙塘村委会大桐木湾村 

  桂林市灵川县青狮潭镇东源村委会新寨村 

  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崇山村 

  桂林市灌阳县洞井瑶族乡洞井村 

  桂林市灌阳县水车乡伍家湾村 

  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 

  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沙子村 

  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厚村 

  钦州市灵山县石塘镇苏村村 

  钦州市灵山县新圩镇萍塘村 

  玉林市北流市民乐镇萝村 

  百色市西林县马蚌乡浪吉村那岩屯 

  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平流屯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开山村上莫寨村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仁化村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祉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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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鹅塘镇芦岗村 

  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立村二队 

  十九、海南省（1个）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东谭村 

  二十、四川省（20个） 

  自贡市富顺县狮市镇狮子滩社区 

  自贡市富顺县长滩镇长滩坝社区 

  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培村社区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绣山村 

  绵阳市北川县青片乡上五村 

  广元市朝天区麻柳乡石板村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城关村 

  乐山市沐川县箭板镇顺河古街 

  宜宾市宜宾县横江镇金钟村 

  宜宾市筠连县大雪山镇五河村 

  宜宾市筠连县镇舟镇马家村 

  广安市武胜县宝箴塞乡方家沟村 

  巴中市通江县泥溪乡犁辕坝村 

  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白衣庵居民委员会 

  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旧居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雅都乡四瓦村四组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雅德乡然柳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朱倭乡朱倭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赤土乡仲堆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亚丁村 

  二十一、贵州省（79个） 

  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批林村 

  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镇山村大寨 

  遵义市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 

  遵义市遵义县毛石镇毛石村 

  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秀水村 

  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小呈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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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本寨村 

  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雷屯村 

  安顺市西秀区新场布依族苗族乡花庆村石头组 

  安顺市西秀区新场布依族苗族乡勇江村勇克组 

  安顺市平坝县白云镇平元村元河组 

  安顺市平坝县白云镇肖家村 

  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打磨村虾儿井组 

  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天龙村 

  安顺市普定县城关镇陈旗堡村 

  安顺市普定县猴场苗族仡佬族乡猛舟村 

  安顺市普定县马官镇下坝屯村 

  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江龙镇竹王村（原猛正村）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普利乡马马崖村下瓜组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白水镇大坪地村滑石哨组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白水河村殷家庄组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大三新村大洋溪组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募龙村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石头寨村偏坡组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石头寨村石头寨组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油寨村山岔组 

  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侗族乡克兰寨村 

  铜仁市碧江区漾头镇茶园山村 

  铜仁市石阡县白沙镇马桑坪村 

  铜仁市石阡县白沙镇箱子坪村 

  铜仁市石阡县甘溪乡铺溪村 

  铜仁市石阡县坪地场仡佬族侗族乡石榴坡村 

  铜仁市石阡县青阳苗族仡佬族侗族乡青山村 

  铜仁市石阡县五德镇董上村 

  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永义乡团龙村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溪镇头京村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普觉镇半坡村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镇大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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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镇邓堡村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镇寨英村 

  铜仁市万山特区黄道乡瓦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谷陇乡苗陇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平庄乡平庄村凯空组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久仰乡基佑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加镇塘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寨乡展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太拥镇九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反排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巫梭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革一乡北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革一乡西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旧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小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板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登鲁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交片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排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桃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三江乡脚车村苗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塔石乡怎东村瑶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乡苗兰村侗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东朗乡孔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刚边壮族乡刚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刚边壮族乡银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谷坪乡高吊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光辉乡加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下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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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鸠乡加翁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停洞镇架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镇朝利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镇增盈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镇高良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大塘乡掌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永乐镇乔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雅灰乡送陇村 

  二十二、云南省（59个） 

  昆明市晋宁县六街镇新寨村 

  曲靖市马龙县马鸣乡咨卡村 

  曲靖市陆良县芳华镇雍家村 

  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大冲村 

  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淑基村 

  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 

  玉溪市江川县江城镇海门村 

  玉溪市通海县高大乡高大社区克呆村 

  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河西村 

  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北阁下村 

  玉溪市元江县澧江街道龙潭村委会者嘎村 

  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 

  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育德村 

  保山市施甸县仁和镇保场村 

  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山邑村 

  保山市腾冲县猴桥镇老寨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董官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尚家寨村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勐蚌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新岐村 

  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老店村 

  昭通市永善县大兴镇大兴村驿马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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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贵峰村 

  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宽宏村委会困鹿山村民小组 

  普洱市景东县大街乡三营村 

  普洱市景东县大街镇文山村田心村民小组 

  普洱市景东县林街乡林街村回营村民小组 

  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大勐准委会勐准组（村） 

  临沧市临翔区圈内乡斗阁村委会斗阁大寨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村委勐旺大寨 

  临沧市凤庆县洛党镇箐头村委会石洞寺村 

  临沧市永德县乌木龙乡二道桥俐侎部落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法脿镇雨龙村委会李方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妥安乡琅井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草坝镇碧色寨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新安所镇新安所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 

  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爱春村委会阿者科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龙镇曼龙扣村委会曼飞龙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勐景莱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定乡章朗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双廊镇长育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太邑乡者么村委大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挖色镇大城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庆洞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沙村村委会城北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庙街镇盟石村委会陈德厂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永建镇马米厂村委会米姓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曲硐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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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四联村委会段家登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乡九保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保和镇腊八底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朵那阁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 

  二十三、西藏自治区（3个）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赤康村 

  昌都地区左贡县东坝乡军拥村 

  昌都地区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上盐井村 

  二十四、陕西省（4个） 

  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 

  咸阳市永寿县监军镇等驾坡村 

  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 

  安康市旬阳县赵湾镇中山村（郭家老院） 

  二十五、甘肃省（5个） 

  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宽沟村 

  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永泰村 

  白银市景泰县中泉乡三合村 

  天水市麦积区麦积镇街亭村 

  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尼巴乡尼巴村 

  二十六、青海省（3个） 

  海东地区平安县洪水泉乡洪水泉村 

  海东地区平安县洪水泉乡硝水泉村 

  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娘拉乡多伦多村 

  二十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个） 

  哈密地区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 

  哈密地区哈密市五堡镇博斯坦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磨沟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街街子村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艾杰克村 

中国传统村落技术审查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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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

要求，为做好中国传统村落技术审查，制定本工作规则。 

  一、技术审查目的和依据 

  1.审查目的。确定中央财政支持的村落范围；把好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和保护

发展规划的质量关；提高各地传统村落档案制作和保护发展规划编制水平。 

  2.审查依据。《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

61号）、《关于印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建

村〔2013〕130号）。 

  二、技术审查对象和内容 

  1.审查对象。省级住房城乡建设、文化、文物、财政、国土、农业、旅游部

门推荐上报的中国传统村落。 

  2.审查内容。各传统村落档案和保护发展规划、项目需求表等文件。 

  三、技术审查标准 

  （一）村落档案审查 

  按照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制作要求，具体审查档案制作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完

整性主要是审查村落选址格局及周边自然环境等、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有

形传统资源，村落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及其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社

会关系、乡风民俗、民间技艺等无形传统资源，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相关的各类

规划、政策和管理制度等资料是否有较大缺失。真实性主要审查各类调查对象是

否存在错误认定，是否属于本村范围等现象。档案审查意见表见附 2-1。 

  （二）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审查 

  根据《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从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

和可实施性四个方面审查保护规划。真实性主要审查保护对象认定是否正确，价

值分析和特征分析是否真实可靠，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内涵是否真实等。完

整性主要审查保护对象是否全部列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是否能完整保护各类保

护对象及与之相关的整体空间形态，价值分析和特征分析是否完整，现状分析和

保护威胁程度分析是否全面等。延续性主要审查商业开发面积是否合理，是否存

在全村迁出现象，文化活动是否存在低级庸俗、过度娱乐化，非物质文化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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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被歪曲、贬损、破坏等现象。可实施性主要审查保护范围区划是否合理，

各类保护措施是否合理可行、保护管理制度是否可操作，政策建议是否合法可行，

保护整治方案是否存在过度设计问题等。涉及到整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应附有按有关要求编制并审批通过的文物保护规划。保

护发展规划审查意见表见附 2-2。 

  （三）保护项目审查 

  保护项目主要是审查是否属于专项管理资金支持范围、是否为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规划确定的项目、风貌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规模是否适度合理、是否存在过

度商业开发现象、是否存在粗制滥造现象等。项目需求审查意见表 2-3。 

  四、技术审查组织 

  7部门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中抽取专家，吸纳地方有关专家参

与，成立专家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工作组承担具体技术审查工作。 

  审查分组进行，5名以上（总数为奇数）来自规划、文化、文物等专业的专

家组成一个专家小组，每个专家小组配备 1名工作人员。审查具体村落时，专家

小组对档案、规划、保护项目分别提出意见。审查结论分为同意、不同意两种，

每村由专家小组多数专家取得一致同意的意见方为通过。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并整

理档案、规划、保护项目的专家评审意见表和书面评审意见。涉及整村作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由文物部门推荐的专家提出审查意见。审

查通过的村落，建议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 

  五、工作机制 

  信息公开机制。在网站公布每个传统村落对应的技术评审专家名单及评审意

见，接受公众监督。 

  专家退出机制。评审过程中发现专家接受请托、收受财物等不公正评审行为，

立即予以除名，对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 

  复核机制。地方或社会对评审专家提出的评审意见有异议的，7部门组成复

核专家组对原有评审情况进行复核，必要时到现场进行核定。 

  已通过 7部门技术审查列入 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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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西省（3个） 

  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白杨坡村 

  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郭南村 

  临汾市乡宁县关王庙乡塔尔坡村 

  二、浙江省（18个） 

  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茆坪村 

  杭州市桐庐县合村乡瑶溪村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 

  杭州市淳安县浪川乡芹川村 

  杭州市建德市大慈岩镇上吴方村 

  杭州市富阳市龙门镇龙门村 

  宁波市奉化市溪口镇栖霞坑村 

  温州市瑞安市湖岭镇黄林村 

  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燕田村 

  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洋坑埠头村 

  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呈回村 

  丽水市松阳县水南街道桥头村 

  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 

  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横坑村 

  丽水市松阳县樟溪乡黄田村 

  丽水市龙泉市安仁镇大舍村 

  丽水市龙泉市龙南乡蛟垟村 

  丽水市龙泉市龙南乡垟尾村 

  三、安徽省（31个） 

  芜湖市芜湖县红杨镇西河老街 

  黄山市黄山区焦村镇郭村 

  黄山市黄山区仙源镇龙山村 

  黄山市黄山区新丰乡盛洪村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琶塘村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西溪南村 

  黄山市歙县北岸镇北岸村 

  黄山市歙县三阳乡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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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凤池村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深渡老街 

  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黄山市休宁县白际乡项山村 

  黄山市休宁县海阳镇万全村 

  黄山市休宁县海阳镇溪头村 

  黄山市休宁县鹤城乡右龙村 

  黄山市休宁县流口镇流口村 

  黄山市休宁县汪村镇岭脚村 

  黄山市休宁县汪村镇石屋坑村 

  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祖源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余光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际村 

  黄山市黟县美溪乡兰湖村 

  黄山市祁门县溶口乡奇岭村 

  黄山市祁门县渚口乡大北村 

  黄山市祁门县渚口乡渚口村 

  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乡泮巷村 

  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琏溪村 

  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高路亭村 

  宣城市泾县茂林镇奎峰村 

  宣城市泾县云岭镇章渡村 

  宣城市旌德县蔡家桥镇朱旺村 

  四、福建省（24个） 

  福州市罗源县中房镇深坑村 

  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中山村 

  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白青乡白沙村 

  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流水镇东美村 

  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流水镇山门村 

  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苏澳镇斗魁村 

  福州市福清市南岭镇大山村食菜厝村 

  三明市大田县广平镇万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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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市大田县桃源镇东坂村 

  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新西村 

  南平市延平区茫荡镇宝珠村 

  南平市政和县杨源乡坂头村 

  南平市政和县杨源乡洞宫村 

  南平市政和县杨源乡杨源村 

  南平市政和县镇前镇镇前村 

  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 

  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南江村 

  龙岩市永定县下洋镇初溪村 

  宁德市蕉城区虎贝乡文峰村 

  宁德市屏南县路下乡芳院村 

  宁德市屏南县屏城乡后龙村 

  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 

  宁德市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 

  宁德市福安市溪柄镇楼下村 

  五、山东省（4个） 

  烟台市招远市张星镇石棚村 

  烟台市招远市张星镇北栾家河村 

  济宁市邹城市城前镇越峰村 

  济宁市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 

  六、湖南省（2个）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早岗村 

  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个）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屯庄子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马场窝子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英格堡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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