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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的理念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 

杜晓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从 2008 年召开第一次村落文化景观会议，到今天已经经过了五年的时间，我们对村落文

化景观的认识有了一个显著的发展，会议的题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在第一次会

议时讨论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时候，还仅仅停留在一个保护的概念上，即使当时也使用了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强调为了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而我们今天会议的题目已

经变成保护、传承、推动社区发展，社区发展成为了主体。这是我们五年来，面对发展中国家

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已经从单纯的保护转向

了一个以社区发展为中心的理念，我想，这是我们经过了这五年后所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一次，我尽量减少讲理念的部分，而是主要通过一些照片，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受。 

此次正好因为去了德国，虽然与今天的话题也许不是很相关，我还是展示出来，希望与大

家讨论。这是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2004年以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法国的各位

专家可能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由于它在 2009 年因为下面那座桥被清除出世界遗产名录，让

他变得更有名，这也是世界上第二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从世界遗产名录中

清除的遗产地。我这次去德国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想看看，这个桥到底对易北河谷文化景观

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https://www.citedelarchitecture.fr/fr/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DU Xiaofan 杜晓帆, Paysages culturels et  conservation du patrimoine rural - 文化景观的理念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 
Wenhua jingguan de linian yu xiangcun wenhuayichan baohu 
 « Séminaire de la coopération franco-chinoise sur les patrimoines culturels ruraux. Développement social, protection et 
transmission des patrimoines » du 21 au 24 juillet 2013, au Guizhou, 9 p. 

2 

 
Ce(tte) œuvre est mise à disposition selon les termes de la Licenc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 Pas d'Utilisation 
Commerciale - Pas de Modification 4.0 International. 
Observatoire de l’architecture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介绍德累斯顿易北河谷的遗产价值，它的中心是德累斯顿城区，沿河

一共有 18 公里属于世界遗产保护的范围。易北河一直流淌到捷克，沿着河谷有很多的乡村以

及葡萄园，两岸景色十分美丽。德累斯顿原来属于东德，所以还保留了很多我们中国人看起来

很亲切的，有共产主义印记的一些东西，比如这些壁画和雕塑。 

现在来说这座桥。这座桥原来预定 2011 年正式使用，但是目前我看还在建的过程。2004

年易北河谷作为文化景观登录世界遗产名录，2005 年因为建桥问题受到教科文组织的警告，

2006 年列入濒危名录，最终在 2009 年的时候被世界遗产清除出名录。我们今天不讲它被清除

出名录的背景和原因，我只是谈一个体会。我感觉，作为延续 18 公里长的一个巨大的文化景

观，因为一座桥的建设而从世界遗产名录中清除，那我们的文化景观真的那么脆弱吗？ 

在德累斯顿市中心重新修建的圣母大教堂后面的广场上，有这么一个很大的牌子，专门介

绍这个桥的前身以及设计过程，因为是德语，我不懂，但是可以看出也介绍了他们为什么被世

界遗产名录清除。我在这儿还特地待了十几分钟，看看有没有人关注，这十几分钟的过程中没

有一个人关注牌子，谁也没有看，都是匆匆忙忙地过去了。我选择的照片并不是故意选择大家

不关注，我非常希望有人关注，但是没有一个人关注。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地区的旅游照样

还是那么兴盛。我问旅店和一些相关的人，他们说旅游人数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且我想，

为了那座桥去德累斯顿的，可能那一天只有我这一个人，因为在那个桥的周围没有看到任何其

他的外来人。 

 

 

 

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到顶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非常尊重的国

家，他们竟出现这样的情况，遗产地最后被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原因是什么？这样一个事件到

现在也让我常常在想，我们文化遗产到底有多脆弱？如此脆弱的文化遗产在发展的过程中间会

面临很多的问题，而在我们的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中也会出现。 

今天是在贵州，我想大家对贵州的情况都非常熟悉。贵州的这些苗族、侗族，以及其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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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的村寨，是我们要保护和传承的一个主体。下面我也介绍一个项目，希望与各位同行交

流。这些年，除了一些传统的保护方法外，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某一个村落，通过他原有的产

业，通过他自身的机制发展，最终达到一个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共融的局面。这个村子在贵州

省东北角，属于铜仁地区的印江县合水镇。我们大家这次主要活动在黔东南地区，不会去到这

个地方。这个村庄名叫兴旺村，也很美。除了主体的土家族，还有苗族和汉族，是一个杂居的

村落。 

  

 

 

贵州印江县合水镇 

这个村落本身除了很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

个话题——造纸。至今，村里还保留了几百户传统的手工造纸作坊，并且还在从事生产。在这

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茅草屋，每一个小的茅草屋都是一个抄纸的作坊。过去，农耕

和造纸是这个村落的基本生活形态，也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但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

传统的形态只成了部分村民所拥有 ，而且还在继续消失。我们的团队，包括贵州省文物局，

全球遗产基金会等机构，希望通过一个项目，通过造纸和其他一些产业，能够帮助这个地区的

村民有一个更好的良性发展，也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希望他们在发展的同时，能够传承自己的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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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还是非常符合当今国际上的一些所谓规范的。我们自己的团队中由

政府人员，有自愿者，有 NGO，有基金会，还有专家，与村民的交流也尽可能符合民主的要求。

在组织会议的时候，村民中有村委会的代表，有手工艺人的代表，也有造纸组织的的代表。。

英国多次的考察后，去年，我们在这个村子召开了由上述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希望了解村民最

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最后希望社区能够有一个更好、更融洽的发展。 

会议之前我们又一次考察了这个村子。每一次考察，我都感受到村民并不知道我们要来做

什么。每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村民的态度就像站在门口的这个老人一样，他有些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来的这些人问了这么多问题，到底是为什么？要做什么？问过问题，我们就都离开了。

老人自己孤单地站在门口的身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到傍晚的时候，养在河沟里的鹅、

鸭要带回家去，平时，这位老夫人可能很容易就打捞起自己的鹅鸭，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外来人

在场，特别是有美国人在照相，她很紧张，半天也捞不起一只，这还是没有更多游客的时候。

我在想，对于村里的居民来说，我们这些外来者到底是什么？  

   

村中保留了很多的传统建筑，但是多数已经没有人居住了。我们希望能够传承村子的传统

文化，包括其建筑文化，但是，就像这张照片所看到的一样，村子的主体更多的是新建造的房

屋，而我感觉到村民的新生活和我们要做的事情相聚却非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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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建筑           新建房屋 

回到开始的话题，那天，我们的团队和村民召开了一个会议，会开了很长时间，我们讲了

很多道理，讲了很多理念，向村民代表、村政府的代表、以及造纸行业协会的代表征求意见。

当我们问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只说就需要钱。我们知道是需要钱，也知道钱重要，

但是我们拿着这些钱，如何与村民的想法以及产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解决当地

的发展问题和我们所追求的文化传承问题？这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我们所面临的

问题的困难程度远比想象的还要大。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是很多的。大家看到这个很美的画面，就是在今年柬埔寨召开的第 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通过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云南哈尼梯田。作为文化景观，它当然

非常美，它的价值我不讲了，大家也很了解。现在它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我觉得关键的问题，

是将来作为哈尼梯田最为重要的农耕怎么去延续。如果大量的游客进入，大量的第三产业进入

之后，我们看到的所谓文化景观，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景观谁来维护这些梯田？如果他在梯田

里面辛勤劳作跟旅游业和其他产业收入不能相比的时候，那这些农民为什么还留在梯田里面劳

动？这可能是我们将来面对的最大的难题。 

 

云南哈尼梯田 

同样的问题，我们想大家可能更清楚菲律宾的安第斯山的稻米梯田，在它成为世界遗产之

后，很快进入了濒危名录，虽然现在从濒危名录里面解脱了，但依然面临很大的发展和保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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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菲律宾安第斯山的稻米梯田 

以上讲的例子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亚洲最为发达的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日本的

白川乡和五个村，它在 1994 年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很有名的一个村落。它的农耕和建筑、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农耕和它的生活没有了关系，几乎变成了一种

表演，每年在耕种的时候，一个人在田里，要面对这么多的记者和游客。非物质遗产的消失也

很快，比如修建屋顶的组织“结（UMI）”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过去建造这样大的房子，每次修

这样的屋顶可能是举全村之力，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集体互相帮助来建造这样的屋顶，所以

叫做“结”，而现在这样的景象也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可以雇专业的公司来帮助自己去修，或

者政府组织一些志愿者帮他们做，这些东西也都在消失。日本社会，包括日本文化厅的官员也

在担忧，村落变成旅游目的地，非物质遗产变成表演，那当初进入世界文化遗产时的承诺还有

没有意义。 

 

日本白川乡： 1940 年代，农民在湿稻田里耕作 

 

从农业到旅游业 

我们再看一个不同的案例。韩国历史村落安东河回村和庆州良洞村于 2010 年进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两个村子都收到了儒教的深刻影响。我们今天只看看庆州的良洞村。这个村距离

庆州比较近，大家都知道庆州是一个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区域，虽然离庆州市只有不到 40 分

钟的车程，但是保留着非常传统的文化和村落景观。整个村落非常干净，茅草屋保留了很多

（其实主体生活也不在茅草屋里了），各种瓦顶的砖木石结构的房子已经很多，基本上一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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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一个院落。现在茅草屋的修缮有韩国政府支助。 

  

韩国庆州 良洞村 

 

（摄于 2010年 10 月） 

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旅游就变得非常热，我去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但是照样游客非常多。

当时这个地方也不收门票，也没有任何的旅游服务设施。这个村子的人因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比较深，他们很少有人经商，也没有人去卖他们当地的产品。这个村子里面只有一户到两户人

家开了家庭旅馆。但是，大多家庭的院门前都拉一根绳子，上面挂一个牌子，用韩语写着几行

字。我很好奇，就问随同的韩国朋友，他们有些不好意思的告诉我，上面写着的意思基本一样，

就是“这是私家院落，请勿入内”。我觉得照片上的狗很形象地代表了村民对于外来者的感觉。  

  

（摄于 2010年 10 月） 

我也通过韩国朋友做了一些调查，村民们非常地后悔他们申报世界遗产，在不是世界遗产

之前，他们过着非常安静的生活，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大量游客的涌入，使他们过往的生活不

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照片里面几乎没有当地的村民，他们都不愿意出来，因为游客都要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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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因为一直关心这个村落的事情，今年 5 月我又去了一次。村子还是那样宁静，村民几乎也

还是看不到，还是看不到村民在这里面生活。有一个变化。游客当然很多，有一个院子里面开

始做了一些为旅游服务的工作，但也是我看到唯一一个这样院子。 

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一个服务中心，开始收门票。当然门票很便宜，合人民币 20 块钱左

右。显然门票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经济收入，门票的收入也不可能解决他们的经济来源。收门票

更多地是为了控制游客的自由出入。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村民的防范更严了，刚才我们看

到一根绳子都变成了木门，显示了对外来人非常强烈的不欢迎态度。这个案例让我们反思，文

化遗产如何去鉴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遗产后，时候都可以用来展示？还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村民的防范更严了，刚才我们看到一根绳子都变成了木门，显示了对外来人非常强烈的不

欢迎态度。这个案例让我们反思，文化遗产如何去鉴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遗产后，时候

都可以用来展示？ 

 

（摄于 2013年 5 月） 

    讲了几个案，还是回到一点点理念。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乡村文

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对于遗产价值的认知，如果完全按照所谓国际社会通用的，特别是世界遗

产保护中间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即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来做的话，可能会遇到很多在其它

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中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最终难以达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关于亚洲

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与它的文化传统、历史传统、地理环境都密切关联。它的这种多样性和脆

弱性，特别是脆弱性是我们很难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使用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这个概念给

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承认了这类文化遗产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变

化和发展成为我们需要核心考虑的问题，而发展和变化在我们过去考虑文化遗产的时候很难去

想象的问题。因此，对于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我想如何融洽解决好人与自然，人和人，

人与物，物与事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四个关系，就

很难去做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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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护村落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什么？如何保护？跟很多的文化遗产地不同，我们肯定不

能以对于绝大多数的文化遗产地要求的那样，维持现状，这个肯定不是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让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提升的同时，社区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和其他文化遗产类型在保护方法

与理念上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中间，几次提到了发展变化已经是一个前提，

我们看到刚才的中国这样的一些村落的状态，他要发展，他要变化，这是必然的，也是一个前

提。但是在这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文化遗产保护能做什么呢？我想如何来控制发展和

变化的度，应该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责任。但是度又很难去把握、去解释，这更是一种东方

的概念，我们怎么把握这种度，可能是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需要长期考虑的问题。比如我

们在制定保护规划和发展规划的时候，度把握好了，就能够为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另外，我

们永远不能忘了在与现代人的生活有关系的文化遗产中，人永远是我们的核心，他们才是文化

遗产的灵魂，如果我们不考虑人，不以人为前提来考虑遗产的保护，那我们的工作可能是非常

难以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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