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转型中

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分析

乌丙安



生态危
机与社
会转型
密切关
系的重
要课
题—宁

夏固原山
区生态移
民村



2011年11月14日，宁夏同心县黄谷村，村民已经陆续搬走，只

有不愿意离开的老人和无人照看的儿童还生活在这里。贫瘠甲

天下的西海固，被联合国列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2011年8月12日，解放新庄村一个普通村民家庭的晚
餐。目前这里还有超过105万人的扶贫对象，其中35

万人生活极度贫困。



2011年8月12日，解放新庄村一位村民在苦水井旁打水饮牲口。
自2008年，宁夏生态移民主要考虑中部干旱带人畜饮水无法保

障、生态不断恶化、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的贫困群众。



2011年8月11日，

宁夏海原县西安
镇白吉村，村民
在山坳间的一处
水塘边饮驴。在
这片干旱贫瘠的
土地上，人们世
世代代在这里坚
强地生活着。只
是“一方水土养
不了一方人”，
一直是西海固的

基本现状。



2011年11月14日，白崖乡西沟村村民正在采收马铃
薯。种地和养羊是宁夏山区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

由于气候干旱、自然条件恶劣，每年的收成很低。



2011年11月14日，西沟村村民马耀山领着他

的两个残疾女儿。由于无钱医治，到了上学

年纪的孩子只能由同样残疾的父亲照看。



2011年11月14日，开城乡上青石村，当地村民从一小河沟处取

饮用水，这条河沟是当地仅有的水源。行路难、吃水难、上学
难、就医难等情况在这里异常突出。这里长年干旱，年降水量

30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无法生存。



2011年8月12日，宁夏同心县田老庄乡解放新庄村，
穆斯林群众在礼拜之前做小净。宁夏生态移民涉及
到的村民多为回族穆斯林。信仰是他们的文化之根。



2011年11月14日，西沟村村民在乡镇干部的组织下，即将前往
400多公里外的移民新村。即将搬出的35万生态移民，涉及宁
夏9个县（区）91个乡镇、684个行政村、1655个自然村，被纳

入移民范围的村民不得不告别世世代代居住的古老村落。



2011年11月14日，西沟村村民在拆除自己的房屋，
准备搬迁。村里每户村民几乎都将自家房屋上的砖

瓦、门窗、大梁等建筑材料拆下搬走，带到新居。



西沟村村民马梅，在刚被拆掉的家门口。她17岁嫁到这里，十

年前丈夫去世，借钱帮三个儿子娶了媳妇还清欠款。马梅是当
天搬迁的16户中哭得最难过的，三次离开院子又转了回来。穷

家难舍，热土难离！斩不断这条乡情的根！



2011年11月14日，西沟村一户村民家住在半坡上，因为搬家的

卡车无法到家门口，他们要将搬走的东西提前运到坡地的路边
上。宁夏当地每家需缴纳搬迁费12800元，每套安置点新房为5

万元，除去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自己还需交12800元。



村民马梅上车后倚在车窗边陷入沉痛的无言。
2011年11月14日晚，西沟村搬迁的村民陆续

上了车。



2009年3月25日，宁夏同心县石狮镇惠安移民新村的孩子们放
学后排队回家。按照规划，未来五年，当地将建设7.9万套共
计407.5万平方米的移民住房；规划开发农田25.5万亩，改造农
田32.6万亩。移民新村建有整齐划一的新房，水、电、路、学

校、卫生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没提文化设施与精神家园！



西吉县兴隆镇移民新村。据了解，移民搬迁入住后
将享受每户一栋房、一座设施拱棚、一座养殖圈棚、
一座卫生厕所、一台热水器、一台太阳灶和一个卫

星接收器。没提公共文化设施和精神家园 。



2012年3月8日，固原市泾源县村民迁入约400公里外
的灵武市移民新村。宁夏移民实行县内移民与县外
移民相结合的政策，其中,县内安置占35%，县外安

置占65%。



2011年10月30日，银川市金凤区生态移民安置入住仪式举行，

宁夏彭阳县小岔乡移民领到新家的“钥匙”。搬迁后存在比较
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均”，按户每家发放一套54平方米的房子，

而每户家庭人口数量不一样，最多的家里9口人。



西沟村村民穆守旺家开的小超市，平常由他的妻子
负责经营。很多村民迁入移民新村后，开始做生意，

包括妇女。政府也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2010年2月22日，宁夏银川市闽宁镇豫海村新婚夫妇
苏志刚、母瑞花小两口在移民新村的新家。相比老

人，年轻人大多期盼着搬迁到靠近城镇的新村。



2011年10月31日，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柳家姐弟
俩在新家做功课。集中安置的优点之一就是相对解

决了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生态移民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生态建设

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经济
增长方式令民众生存空间快速收缩。西
部生态恶劣地区难于承载人口压力，全
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囿于接纳
能力有限，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成为

生态移民。文化生态根基破碎，可持续
发展断层。

但是，数以亿计的生态移民迁入新村后，
其文化生态与精神家园将如何移入和传
承，将成为重大问题。



南岗千年瑶寨1980年代实施移民下山居住，现在只

剩下几十户，不足百人留住寨中，多为老幼。



山寨在一个海拔600多米高的山顶，瑶族同胞世代居

住的寨掩映在荒草丛中，水资源匮乏，交通不便 。



宅中保护完好的古老石墓









世代传袭的本寨瑶王就住在寨中



瑶王祖先供奉证明瑶寨在宋代建成



老瑶王是连南县政府参事，受过国家领导人接见。



瑶王的孙媳妇还在寨中从事生产和旅游接待工作



由于瑶族传统文化遗产一直保护得好，所以寨里的民族
文化生态生气勃勃。耍歌堂、长鼓舞、盘王节都被评为
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





同时发展了独具瑶族特色的旅游文化















瑶族
手工
艺产
品在
这里
向游
人出
售



传统农业生态衰微、文化生态根基深厚的
传统村落正在逐步转型中—民族、地方特
色文化突出的村落变动。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传统村落评审
条件：公共文化设施完备、传统建筑比例较
高、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显著。

古村寨遗址的活态保护也在传统建筑比例中。

其中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统
文化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占有很大的比重。

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落群、传统特色文化与
现代生活方式重叠型村落群，已经形成发展
的态势。



山西榆次有500年历史的后沟村文化
遗存保护与修复的示范村落在转型中



75户251口人分布在黄土高原落差77米的山村上



全村18座庙1座古戏台古碑古柏古槐
家家砖雕神龛，保护基本完好。



























2002年11月民间文化遗产调查队入村。经
过逐户详细调查，认定晋中民俗文化全项
整体保护最佳，堪称传统村落典范。











文物保护突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生产
生活方式整体保护持续发展的示范村落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完整保留，持续运用；五
谷杂粮多种种植养殖，经营依旧。逐步向小
型生态农业转变。

传统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继续活态传
承，保持了当地衣食住行、工匠手艺的固有
特色。

传统婚丧寿诞仪礼，社会交往礼节规范。
敬天祭祖等民间俗信全面传习。

传统民俗文化的完整示范与当代旅游文化的
结合。民俗文化生态“博物馆”式的发展尝
试。



辽宁昌图康家村，产粮基地边缘，闯关东移民村。
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快，传统民俗文化急剧消失断
层，除老农坚持农耕外，年轻人多外出打工。



康家村唯一一家贫困五保户，因哮喘
病失去劳动能力；其它30多户都盖了
新砖房，或买了农机具和摩托车。























全村40几户人家分属刘、王、郝、崔、黄家。没有
任何古文物、古宅和文化设施，50年前信仰巫师跳
神算卦，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婚丧礼仪无定制。

这种村落丰年稳定，歉年逃荒。老农稳定，年
轻人流动性强。近些年青年农民多数在外打工，
做物流运输工。个别人已经独自买货车跑运输
生意。

留守老农除种粮外，副业做养猪、养鹅、种植
葡萄、编制等专业。

民俗文化艺术传统已经断层4代。只要农业现
代化大发展，这类村落将急速瓦解。

在近两年国家级传统村落评选中，东北三省落
空。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遗产几近于零。



河南少林寺旁不远的麦秸坪山顶，有
一个麦秸棚村。1980年代有140多口
人，如今只剩下两户半家的5口人。



五位老人乔套、裴花玉、谭敏权、李素开、

乔进朝。其他人都陆续离开了！



除了二男三女还有三头牛！



还有两条狗和十几只鸡！





距村100

米处有唯
一的一口
水井，石
碑上刻着
“道光五
年”。
190年前

乔家祖先
因为山下
没好地，
才搬到山
上，到现
在传了七
代。



1981年山上拉了电，李素正嫁到山上，从那以后

就再也么有办过婚事。女孩都嫁到山下，她的男
孩也在山下入赘，孙女也姓了姥姥家姓！



乔进朝说：村头的大房子原来是很大的小学校，
学生不少。后来山下学生因为爬山下山都得1

个多小时，就陆续不来上学了。





乔套68岁
因病不能
自理，用
餐只能靠
老伴儿用
匙喂。他
说：这一
旦去世了，
连个“抬
重”（棺
材）的人
都没了！



乔套说：当年村里逢年过节，舞龙舞
狮子很是热闹！山下的亲友们也都来
聚会。86年走了第一家，以后就……



这些百
年老宅
久经风
吹雨打
依然坚
固挺立，
砖雕石
刻精巧
依旧。
门板锁
扣，还
是严实
合缝。



山村唯
一和外
面世界
联系的
是他们
共用的
手机，
这是子
女们回
山探亲
时做的
防雨电
话亭。
经测试
这里有
信号。



也许这手机里儿女的声音才是他们仅
有的快乐的源泉！



160多年繁荣的肥沃山村，近20年来的急
剧衰败，只因为山路交通的极度困难，
濒临废村！值得深度研究。

 据报道，近10年全国已经有90万个村落消失，平均
每天消失100个这样的村落，应当认真关注。

 五老人还在怀念着30年前村里民间社火舞龙舞狮的
红火热闹岁月。

 五老人还在念叨着村里的婚丧大事情。他们一直就
没有断了这个村的传统文化根脉。

 五老人还在积极支持着儿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
前途。

 他们对小康社会的到来默默地有所期盼！





当代都市民俗文化生态的新视野

乌丙安



1、现代性都市社会化设计对原都市社
群习俗化传统的无情摧毁

“拆”—“建”之间急剧“变脸”效应的环境意

识挫伤。

新社区再造对原社区群体习俗的消解程度。

国家体制下大都市改造对原社群习俗惯制的关注
程度。

新老社区人员转换流动下的民俗生态构成。

影响深远的民俗文化空间所占的比例大小。

原社区民俗文化元素活态传承率的高低。

原社群与个人对原习俗生态所持观念的评估。



2、原都市社群习俗化传统对现代性都
市社会化的文化修复与重整再造

现代都市社会化管理对原都市社区的改造与原
都市社群习俗化传统文化修复的角逐。（深圳、
广州实例）民俗文化根基的决定性法则。

政府主导的民俗文化管理向民众主体自理的逐
步过渡是都市民俗复兴的关键。（都市妈祖信
俗的民间理事会的作用。福建、天津。）

民俗文化共享的文化都市横向联合与交流是当
代都市民俗兴起的新契机。（世界文化之都评
选。）



Mission Statement

A clear statement of your company’s long-

term mission.  Try to use words that will 

help direct the growth of your company, but 

be as concise as possible. 



The Team

List CEO and key management by name

Include previous accomplishments to show 

these are people with a record of success

Summarize number of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Market Summary

Market: past, present, & future:

– Review those changes in market share, 

leadership, players, market shifts, costs, pricing, 

or competition that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your company’s success.



Opportunities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 State consumer problems, and define nature of 

product/service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ose 

problems.





Business Concept

Summarize key technology, concept or 

strategy on which your business is based



Competition

Summarize competition

Outline your company’s competitive 

advantage



Goals & Objectives

Five-year goals

– State specific measurable objectives 

– State market share objectives

– State revenue/profitability objectives



Financial Plan

High-level financial plan that defines 

financial model, pricing assumptions, and 

reviews yearly expected sales and profits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Use several slides to cover this material 

appropriately.



Resource Requirements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Personnel requirements

Resource requirements

– Financial, distribution, promotion, etc.

External requirements

– Products/services/technology required to be 

purchased outside company 



Risks & Rewards

Risks

– Summarize risks of proposed project

Addressing risk

– Summarize how risks will be addressed 

Rewards

– Estimate expected pay-off, particularly if 

seeking funding



Key Issues

Near term

– Isolate key decisions and issues that need 

immediate or near-term resolution

Long term

– Isolate issues needing long-term resolution

– State consequences of decision postponement

If you are seeking funding, state specif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