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特色保育的岭南乡村再造与复兴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朱雪梅

导读：2017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广东省城市规划协会在深圳科

学馆举办第一期注册城市规划师培训班上，广东工业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朱雪梅院长做了题为“基于特色保育的岭

南乡村再造与复兴”的授课，她提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美轮美奂，乡村却被边缘化，出现了很

多问题。近年来国家对乡村的关注度及投入应该说是前所未

有的，我们的眼光从城市开始转向乡村，面对这样的转变，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乡村规划该怎么做，乡村又该怎么建

呢？

一、发展背景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1、时代背景

全球化带来的很多便利也导致文化趋同，缺乏个性特

色。从国内外经验来看，越是全球化、越需要保持我们的本

色和文化价值，我们才能够自信地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才

有一席之地。

2、历史背景

过去的历史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不可再生的财富，同



时也属于未来的，需要我们这代人传承好利用好，给子孙后

代。这是一份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建设

和发展而破坏这些珍贵的遗产。

3、发展背景

2010 年，我国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文化是生产力，

文化是发展的驱动力”。在文化建设方面，广东一直走在全

国前端，早在 2008 年，就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2010 年，

响应党中央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文化兴国，广东省提

出要建设文化强省，这种发展思路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也很

关键。近期，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十三五”

规划等，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统村落的保育复兴。

4、建设背景

经过 30 多年快速建设，取得突出的成绩，实现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的量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也出现许多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城乡建设的发展

方式由粗放发展转向精约建设，注重城乡内涵和品质建设，

文化保护传承日益迫切。

二、岭南村镇价值特色

上个世纪初，国际上对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包括历史

街区，历史村镇的认识，由过去的不重视到重视，从重视单

个建筑物转向重视整体的环境，从重视文物到重视遗产的转



变。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之前并没将传统村落纳入到文物普

查的范围。至 2008 年，三普时也开始将乡土文化、传统村

落纳入到文物普查内容之中。借此，我们最早受韶关市城乡

规划局和文广新局委托，对韶关市域传统村落进行普查，后

又受省住建厅和文化厅委托，对全省典型的古村落进行了调

查研究。通过对韶关---粤北---粤中---粤东---粤西（研究

路径），这几个区域的整体传统村落进行考察、调研，我们

对传统村落的感受很复杂，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

在想我们的传统村落该如何保护发展，到底哪些才是村落中

的价值特色？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不同的水

土，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人口来源，会形成不同的文化

特色。

1、岭南地区区位背景

范围缩小一点主要以广东为主。



2、地域文化特色

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传统农业社会生

活形态、以及古代中原与岭南的文化交流、外来文化影响等

方面的因素，蕴育出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独特。

3、迁徙路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南北东西各不相同。既有大一统

的中原汉文化，也有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有江南文化的

清秀、西北的浑厚，还有少数民族的绚丽多彩。因地理区

位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不断，广东的文化更是丰富多元。

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是受到它的发展时间、人的构成来源、

内外、移民、古驿道的影响，才形成其特有的文化景观。

其中，5 次大的人口迁徙对岭南地区人口的构成和文化形

成影响深刻。

4、文化名片

曾经有人说广东是文化的沙漠，那到底是不是呢?有数

据可见：目前，广东有 8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5 座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20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160个中国传统村落。

这些传统城镇乡村、文化胜迹都是广东的文化名片，所以我

们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必须擦亮和呵护好这些文化名片，有

助于提升城乡建设质量水平，传承凸显区域文化特色。



5、多元地方文化

6、各民系村落建筑特色

广府地区村落：民居多为三合院和三间两廊民居，整齐

划一，两列民居间有纵向巷道，形成如梳子排列的村落形态。

广府地区河网密布，村落和河涌关联非常高，特别是围海造

田，形成的桑基鱼塘，也是非常典型的。

潮汕地区村落：密集式村落布局，因人多地少，村落多

由下山虎、四点金和再大型的三壁莲、四马拖车等民居密集

连片组成。

客家地区村落：围屋型组团式布局。有堂横屋、杠屋、



围楼、围龙屋等平面类型。客家地区以山地为主，耕地少，

是山、林、村、田、水形成山地的风貌景观；

雷州地区村落：村落格局也以多个三合院民居紧凑排列

成若干长巷的梳式布局，因单个民居大小不一，巷道没有广

府地区整齐，中间往往有一座或多座大型密集院落大宅。其

民居也多是三间两廊主院带侧院的形式组合而成。

7、村落文化

总的来讲，无论广府、还是客家、潮汕、雷州地区，其

村落文化存在许多共性。该共性文化源于中原地区，深受儒

家文化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风水文化，风水

实际是环境文化，对环境研究的经验总结，是环境学；是农

耕文化，我国是农业大国，根源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二是

宗族文化，岭南地区的宗族文化一直很受重视，这与历史上

多次移民的迁徙有关，是人们对祖宗的怀念，对故乡的情怀。

同时，为了村落和族人的的安全，繁衍生息，自然就需要依

靠宗族的力量来增强它的防御能力。三是儒家文化在村落的

体现，具有明显的教化作用，强调德孝、和美和秩序。有了

这些共同文化价值观，乡村建设就有秩序、节制、循环和可

持续，追求安全宜居、和谐美好，那些村口塘边、祠堂禾坪、

井旁树下、小桥码头、古道亭塔等等，就是日常公共生活的

场所，很多故事的发生地，乡愁的载体，乡村的美好记忆的

储存器。



8、岭南村镇“和而不同”的形态特点

1）共性特色：文化背景趋同，安防永固、繁衍生息、

怀古追宗、信仰教化、扶孤助弱、包容适应、往复循环。

2）差异特色

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地区都存在

各自的特色之处。粤中珠三角地区——广府文化：三间两廊

&冷巷，梳式布局；粤东地区——潮汕文化：多种民居从厝

大小不一、密集组合排列；粤东北地区——客家文化：依山

而建，类型多封闭；粤西地区——雷琼文化：三合院加侧院

为主，大型民宅，长巷式布局；侨乡地区——侨乡文化：中

西结合、防御台风、材料多样；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

竹木石材料、依山而建。

3）形态表征：千姿百态、和而不同

仿生象物（动植物）、周易八卦、文房四宝、典故传说、

借势造景、 星象节令等等。

总的来讲，岭南的乡村风貌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

景观现象。



三、乡村建设现状问题

曾经我们的村落饱含诗意，是“诗意般的乡愁” 让人

向往回味。但我们当下的乡村，放眼望去，就是另一番的让

人“愁”。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过往，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

策，特别对农村问题的重视，都是近 10 多年来中央的 1 号

文件。然而，在现实快速发展背景下，我们拆了很多城，荒

了很多村，废了很多厂，我们现在又造了很多村，又建了很

多村，又修了很多厂......，因为对政策理解和落实的偏差、

因为政绩工程或因为多方利益的博弈，政策在执行中大打折

扣，导致出现种种不良现象：1.土地闲置、占地抢建、无序



建设、新楼空置；2.管理缺少、生态破坏、卫生欠佳；3.价

值特色认识不足：好多村庄对一些老的建筑、古树、古桥没

有很好的利用、保护，也没有发掘这些老建筑的价值；4.特

色的消失；5.建设性破坏等等，这就需要我们反思，这些新

建的城、厂、村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是不是可持

续发展呢？

可见，乡情乡愁场所的特色价值未能很好保护和彰显出

来。在建设中常常被遗忘或被毁坏，出现所谓“建设性”破

坏或“保护性”破坏。导致古村落无序发展，乡村建设现状

问题日益凸显，主要是“公共空间失落、自律他律混淆，系

统缺链、主次倒挂、观念失当、价值欠挖、立足不远、配套

滞后、管理多头、行动过急”等等。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环境格局生态破坏；到中观层面上，

街巷院落池塘杂乱；再到微观层面上，建筑材料工艺粗糙。

正如前面所说，以往建村，从投资、设计、建造、使用和管

理，主体都是村民自己，村庄建造寄托了他们的理想和价值

观。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老祖宗们追求子子孙孙繁衍生

息，追求美轮美奂高质量的精品，里面充满人生哲理和生态

智慧。而快餐时代的当下，我们很难再慢工出细活般的琢磨

创造如此杰作--这些不可再生的精品，也很难进静下心来研

究学习这些文化瑰宝。尽管这样，我们必须保护和传承这些

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关键的特色价值等留传给子孙后



代，是责任和义务。

四、研究与实践

在研究与实践过程中，要注重资源挖掘，特色的凝练，

价值的评析，综合利用与品质提升。以下以名镇名村建设规

划为例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1、韶关仁化石塘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石塘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和省、市、

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

是集古街、古道、古巷、古井、古屋、古寨、古塔、古树等

一体的古风古韵犹存的古村落，包含丰富的建筑文化、防御

文化、明俗文化、红色文化、古井文化、古道文化、宗祠文

化、信仰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为丹霞旅游增添丰富的

岭南文化元素。基于古道与周边丹霞山、古村的联动发展。



2、韶关始兴隘子镇历史文化名镇规划

隘子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色是岭南代表性建

筑——客家满堂大围，它是船型的大围，总共有 777 间房。

过去的隘子镇规划，对满堂大围价值挖掘利用不够。本次规

划，首先对镇区范围进行适当拓展，将原有的古桥、满堂大

围，以及沿线的围楼、围屋纳入其中；对沿线的文物古迹，

还有文化遗产进行梳理、挖掘；整治乱搭乱建，提升沿江两

岸环境；突出名人文化，对张九龄和张发奎等展示，并把传

说典故融入其中，提升其内涵。



3、韶关曲江枫湾镇总体规划

枫湾镇的名字来源于历史上有大量的枫树，镇域旅游资

源丰富，镇区周边山水景观有如小桂林。交通区位好，与韶

关市区和曲江区府。规划先要梳理、整合资源，一是与韶关

和曲江对接做好镇区定位，二是立足功能环境的改善提升，

三是做好产业发展规划。挖掘梳理镇域资源，主要包括文化

景观、自然景观，例如瑶寨风情、温泉养生、千米矿洞、湿

地景观，骑马石岩洞等旅游资源优势等进行，并由此形成旅



游观光休闲体验链和产业链。注重镇区入口、河边、山边景

观特色建设，特别是巧妙将镇区现有的农田融入区内的生活

生产，每条道路都是视线通廊将远山近水纳入眼中。因镇区

不大，周边规划环形绿道既可组织镇区交通、休闲观光还可

农忙时供耕作之用。



4、潮州市潮安区象埔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象埔寨东距潮州古城约 8公里，始建于南宋景定三年（公

元 1262 年），为潮汕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方形古寨。古寨座

西南向东北，背倚象岭，古时寨前有西山溪和古港。整体为

三街六巷七十二座（厝）布局，面宽 163.7 米，进深 151.9

米，总面积 24912.1 平方米。当地一直就有“象埔寨、皇城

起”的说法，象埔寨是按照乌龟的形状来建的，有乌龟的头，

乌龟的眼睛和乌龟的眉毛，还有乌龟的腿，甚至乌龟的肚脐

眼，还有乌龟的尾巴，很大的风水塘，及解决了土方平衡，

又让龟常年有水而活。象埔寨是按仿生象物的理念“龟形”

建设的，老祖宗用心良苦，寓意深远，长生不老。规划中就

要时时刻刻保护其完整性和周边的单纯性。



5、揭阳普宁中国传统村落溪南大寨保护发展规划

这个寨子溪南大寨是按照牛形来建村的，有牛胃、牛头、

牛尾巴。当时规划与调研寨子时，村人口众多共有上万人，

而且都姓周。经过对周姓族人发展轨迹的深入调研访谈和不

断的梳理，发现它的文化现象并不简单，将这个寨子的繁衍

发展的路径梳理出来，是这个寨子生长繁衍的文化线路和发

展轨迹。规划中不仅要保护其独特的格局，还要将发展的线

路纳入其中，讲好故事，传承文化，联动发展。

6、揭阳市榕城区中国传统村落西岐村保护发展规划

西歧村规模很大，在规划中一是找寻其发展演变的脉

络，二是要保护最老的古寨。古寨也是因地理之势建的蟹形



村，两只眼睛，一个嘴巴和八条腿，是其典型特征。老祖宗

非常巧妙的利用八条腿组织村内的排水。在不同的年代的建

筑，有几个门楼，有宋代遗址和明、清建筑，类型多样，寨

内还有城隍庙，这是不多见的。上层次规划道路对西岐村的

格局有影响，通过我们这次保护规划，建立起关联，为上层

次规划修编提供依据，保护了古村落的完整性。

可以说我们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我随便到一个村，都

可以有感而发，山峦环翠西川晴，田野广漠村散落，竹林摇

椅新屏障，稻花飘香纯粹岸，小狗河边细追逐，水牛滩里忙

偷闲，古祠众围叙旧史，乡民叟翁话新迁，朱潘二姓睦相邻，

世代承传共繁衍。这就是乡村非常重要的写照，也是现在所

说的慢生活的体验地。



五、一点思考

基于价值特色保育的岭南乡村再造与复兴

——变与不变

科技带来激变的时代！古老的乡村可能不堪一击！面对

未来，变还是不变？该怎么样变？又该怎么样不变？

我认为，变肯定是永恒的，因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需求在变、人也在变。李克强总理谈到，未来几十年，我们

发展最大的潜力就是在城镇化，所以你不变不行，乡村肯定

要变，乡村也是我国今后建设发展的重点。但我觉得变还要

有分寸、有选择的变，新与旧不是完全对立的，应是矛盾的

统一体。基于刚才所说，就是抓住核心价值。在创新的同时

也要想办法守住一些东西，保持它的不变。不变是为了更好

更长远的变。

1、价值特色的保护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展开讲。先谈谈，我们在改善人居

环境的同时，如何建设特色村镇，传承我们的文化价值？主

要涉及乡村生活的便利、就业发展、风貌特色和有序管理。

我认为，一是协同的问题，编制主体、实施主体、使用主体、

管理主体应明确。现在社会分工很细，我们要注意合作，只

分工不合作不行。各阶段各住体要相互衔接，即是在编制时

要明确保护的核心价值和目标诉求，实施、使用还有管理也



应该是一体化协同跟进，避免互相矛盾各自为政。特别是上

位的规划和政策也应有所针对关联；二是观念认识的转变，

传统村落最大的隐形价值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生态链，我们要

注重传承就地取材、集约节约，保持乡土气质的理念，传承

友好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三是主体利益的问题，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以村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的产业联动，在多方共

赢中让村民在保护传统文化中获益。

2、新型的城镇化（改变）

总的来说，我认为新一轮的农村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应不是都将人口转移到城市，而更重要是人的生产生活的城

镇化，即就地城镇化，也就是宜居宜业。一是在时间上，由

于乡村环境本身的脆弱性和不可逆，不宜用短视运动式的方

式来建设，必须是低冲击渐进的模式；二是在空间上，不能

单以城为主，要将村、镇和周围资源进行结合利用，形成发

展体系；三是在就业上，应根据乡村特色进行产业拓展，不

能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应该说是产业农民，在这种

模式中，怎样提升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四是在生活方式

上，应该要又洋又土，新旧结合，以新为主；在管理方面，

他律和自律要并重；在做法上，不能仅有热情，或大规模的

资金，同时要准备好，不犯以前的错误，同时在乡村建设上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所控制。



3、规划与反规划

谈到规划和反规划，很多人说乡村建设不需要规划，对

此，我认为是误解，以为过去的村庄不规划也能建好，其实

不然。正如刚才所讲是老祖宗自己规划和规定的，而且为了

后代繁衍更好生活生存繁衍，规划的科学性很强，管理严格，

讲究规矩。儿孙后代又是在老祖宗的基础上进行自律、自觉

的有序加建更新，保持环境协调。实际上它是一个规划，反

观我们现在的规划，是否很好的推进落实、是否尊重延续以

往的规划、对尊重当地的环境？我们的规划能否针对性的引

导当地的发展？我认为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另外，

能否复兴传统村落、能否建设特色村庄，我想规划的龙头地

位决定了规划师的责任，义不容辞。

1）态度问题：别人对我们的规划评价有歧义时，要正

确看待，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乡建确实是个细仔活，需要放

低个人身段亲历亲为，不要以为自己是规划师，大笔一挥到

处开路、架桥、建房，做学会做调研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和

门道。艺匠精神不可少，深耕态度不可少。

2）角度问题：关于规划主体我觉得要换位思考。为什

么以往的村落可以那么美，因为从出资、建设、使用和管理

都是一体化的。因此，在编制规划时，既把我们作为投资方

又把我们作为村民一员，再来比较权衡，合理选择，我想这

个规划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就更强了。



3）素养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方，应有

不同的规划文化，才能有好的规划特色。传统村落，千村千

面，和而不同，应尊重乡村自身的特点进行规划。规划师一

是要提升鉴别能力，发现这其中价值，另一方面，还要能慎

用这些瑰宝形成特色，所以规划师的自身素养很重要。可以

说，做乡建、做乡村规划，没有情怀是不行的。但只有情怀，

缺乏足够的素养也不行，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最后，我把这十多年走访乡村、做乡建规划的感受与经

验总结成《岭南乡建谣》，希望和大家共勉。

《岭南乡建谣》

（一）

巧于因借显山水，善用二老彰特色。

祠堂庙宇是根魂，井桥树塘乡愁存。

民俗挖掘询老人，族谱典故藏学问。

乡规民约共遵守，民间信仰同奉侯。

拆建违章露街巷，卵石铺地留原样。

水系来龙有去脉，环境整治应慎为。

循序渐进微改造，新旧互映风貌保。

（二）

文教康体基础配，建设莫忘田珍贵。

公共空间家常叙，老少无忧康乐聚。

村舍整洁气清爽，错落有致眼前亮。



古驿系线史迹串，绿道网乡城村连。

乡贤引领齐参与，三师指导谋长远。

步步为营路子宽，产业兴旺众人还。

景致格局多深意，安全和谐世代居。

（注：二老指老天爷和老祖宗，即自然和人文）

以上仅为个人的感受，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