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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herits a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s the essence of r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ulture and art. 

Traditional villag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isplaying local culture, protecting outstanding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local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accelerated speed of 

disappearance, the lack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eak development of the protection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elements. 

Taking Cangkou Village of Nanjing as an example,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within the village are evaluated for their 

value from the two levels of valu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value assessment, all 

material cultural resources point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levels,and different targeted protection levels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is carried out;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e and protection also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o achieve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the basis of government policy guarantees, targeted innovations in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also needed.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as mainly qualitative.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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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传统村落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技艺，是乡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要载体,是乡村文明的精髓、文化艺术的结

晶。传统村落在展示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地方特色物质资源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

中国传统村落面临消失速度加快、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物质和非物质要素保护发展乏力等诸多困境。以南京市仓口村

为例，针对村庄范围内的物质文化要素，从价值特色以及策略措施两个层次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根据价值评估结果，

将所有的物质文化资源点进行分级，共分四个等级，对不同等级的物质文化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

的传承和保护也需要加强。要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在政府政策保障的基础上，也需要对保护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创

新。以往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以定性为主，本研究注重对于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对于传

统村落的保护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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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近年国家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政策，江苏省政府专

门制定了《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加强对于传统村

落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保护与传承，改善提升传统村落的

人居环境，延续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模式，逐渐成为传统

村落保护的主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南京市仓口

村为例，从价值特色以及保护策略措施两个层次对村庄范

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评估，进而针对不同等级的

资源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拓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

内容，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相关专业

的学者对于传统村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

看，各学科针对自身学科优势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城乡规划学侧重分析国家宏观政

策背景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影响，比乡村振兴以及美丽中

国建设[1，2]，建筑学侧重对于建筑单体以及传统居住空

间的研究[3]，社会学侧重于对村落公共空间和多视角的传

统文化进行分析[4]。从研究方法来看，之前的研究偏重定

性分析，近几年随着GIS技术的应用，逐渐转变为定性与

定量分析相结合，尤其是利用GIS-RS技术对传统村落进行

微观研究[5]。本文即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对于研究范围内的物质文化资源点进行量化价值评定，进

而针对不同等级的文化资源点提出不同的保护措施。 

2．．．．传统村落研究概述传统村落研究概述传统村落研究概述传统村落研究概述 

中国传统村落研究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

缓慢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由于当时国家

重心在城镇建设上，农村发展还未得到太大关注，传统村

落也未受到太多关注；第二阶段，成长壮大阶段（2007

至2011年），国家政策的引导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三阶段，迅猛发展阶段（2012

年至2017年），2012年之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工作上升

为国家发展战略，传统村落名单的推出进一步推动了传统

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2.1．．．．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地域空间环境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建筑

的直观表达体现为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演变[6]。在传统村落

研究中，空间形态与空间布局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研究范围从宏观的全国区域到微观视角的个体村落均有

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到不同地域尺度的空间分布规律[7]

及其影响因素[8]、以及研究在特定政策背景下地域空间的

重构[9]等。 

“地方性”是对传统村落空间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的关键[10]，翟洲燕等人从物质和非物质两大层面挖掘传

统村落空间的文化价值[11]。村落景观和文化遗产是凸显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直观表达，林琳等人从文化景观基因

视角对传统村落的格局、激励和建筑元素进行了研究[12]。

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生存的精神根基，是当地独一无二的

价值遗产，对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是对原真性的最大保护

[13]。 

2.2．．．．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研究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研究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研究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研究 

传统村落社会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部分，物质文

化是指村落传统建筑、构筑物、器物等随着历史推移所承

载的文化含义；非物质社会文化涵盖村落的民俗文化和社

会活动，主要指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风民俗等。翟

洲燕对地方文化景观做过多方面的研究[14]，杨立国等人

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度进行指标构建和综合评价[15]。随

着针对传统村落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村落生态建设问题

开始凸显。麻勇恒提议设立传统农耕保护区，走民族地区

“乡市化”发展模式[16]。在现如今文化创意产业正如火如

荼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文化创意产业和传统村落旅游发展

相融合是当下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新趋势[17]。旅游开

发与文化保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适度进行旅游开发

对民族村落文化生态平衡也是一种促进[18]。 

2.3．．．．传统村落生态环境研究传统村落生态环境研究传统村落生态环境研究传统村落生态环境研究 

传统村落生态环境建设是村落内景观构建的基础

[19]。李艳华以榆次后沟村为例，阐述文化生态环境下的

人文精神与生活方式对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设计的指

导性意义[20]。李慧敏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空间形

态进行分析，探索了古代人居环境构造原型以及如何对其

村落空间结构进行营造[21]。刘倩颖侧重探讨自然环境生

态对村落的整体布局和发展形态的影响[22]。李伯华等人

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了传统村落

人居环境的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23]。 

3．．．．仓口村现状研究仓口村现状研究仓口村现状研究仓口村现状研究 

仓口村位于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办事处塘西行政

村南部，于2016年被评为江苏省传统古村落。仓口村历史

悠久，村庄三面临水，在其村域内拥有众多明清建筑，5

条老街巷纵横交错，仍保存着古村格局。 

3.1．．．．村落历史沿革村落历史沿革村落历史沿革村落历史沿革 

春秋：吴王阖闾伐楚时，伍子胥建议开挖一条输送粮

草的运河，属于“中江”的一部分，名叫荆溪，荆溪源出高

淳县的固城湖，东通太湖，西入长江，仓口村就在荆溪附

近。 

明代：明代之前，仓口村又称梅梁村，由于连着石臼

湖，村子三面临水，所以也被称为梅梁渡。 

近代：随着漕运日益衰落，仓口的古渡要塞地位逐渐

失去。但村庄格局并未发生太多变化，至今保留着一定量

的传统民居和祠堂等建筑及漕运码头，加之村庄地理位置

独特，三面临水、圩区特色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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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村落建筑风貌村落建筑风貌村落建筑风貌村落建筑风貌 

 

图图图图1 村落建筑风貌现状图。 

按照建筑风貌主要分为三类： 

一级风貌：传统风貌建筑，具有典型地方特色，这些

建筑形成古村落传统风貌的重要因素。 

二级风貌：与传统民居风貌相协调的建筑，指采用传

统建筑做法，风貌部分损坏的传统建筑或是延续原有空间

肌理的近现代质量一般的建筑。 

三级风貌：与传统民居风貌较不协调的建筑。指质量

差的建筑，或采用了瓷砖、红砖等装饰材料。它们从体量、

外观和色彩上对风貌区的整体风貌有较大影响。 

3.3．．．．村落现状资源点分布村落现状资源点分布村落现状资源点分布村落现状资源点分布 

 

图图图图2 仓口村落现状物质资源点分布图。 

现状村庄内保留了芮氏祠堂、樊氏祠堂、邱氏祠堂、

城隍庙、古渡口遗址、古码头、三会堂、八角亭以及列入

洪蓝街道特色资源名录的7处传统民居。其中，芮氏祠堂

为南京市市级文保单位。 

4．．．．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 

建立因子评估指标体系，对于村落范围内的具有保护

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点进行价值评估，将这些资源点进行

等级划分，并针对不同等级的资源点提出保护措施。 

4.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引入“分层设定，两级指标，各赋权重，四阶分值”的

基本模式，建构具有特色的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引

用了吴晓、王承慧等人在编制《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时

提出的水利工程设施的评估指标体系[24]。在评估指标和

因子设定上彰显“古村相关性”导向。根据规划地区的历

史、经济、社会等特点，价值特色评估层次选取七个一级

因子：历史价值因子、社会价值因子、艺术价值因子、情

感价值因子、延续性因子、真实性因子、完整性因子。措

施策略评估层次选取四个一级因子：历史使用状况因子、

现代使用状况因子、历史管理状况因子、现代管理状况因

子，每个一级因子下设二到七个二级因子。 

部分因子在现场无法即时做出评定，如历史价值、社会

价值、真实性．完整性和历史管理状况等，结合文献查阅、

访谈、推导等方法，以“古村相关性”为指向，通过历史视野

下资料信息的考据梳理与演化脉络的解析做出综合判断。 

表表表表1 价值评估内容。 

层次划分层次划分层次划分层次划分 各层次的指标构成各层次的指标构成各层次的指标构成各层次的指标构成 评估目标评估目标评估目标评估目标 具体职能具体职能具体职能具体职能 

层次一：价值特色评估（核心层

次） 
综合价值，保存现状等 建立准入门槛 

为各类遗存的评估分级和遴选提供依据，决定可

以纳入遗存保护范围的遗存 

层次2：措施策略评估（外延层

次） 
展示状况，利用状况，管理状况等 提升保护标准 

为遗存的科学管控和合理整治提供依据，是层次

1的延伸；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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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遗产价值评估遗产价值评估遗产价值评估遗产价值评估 

对于仓口村落内的所有物质物质资源点进行价值量

化。通过因子的叠加计算，形成价值特色评估结果，将相

关遗存划分为不同等级：价值特色评估大于80分，为一级

保护类遗存；价值特色评估介于70—80分，为二级保护类

遗存；价值特色评估介于60-70分，为三级保护类遗存，

价值特色评估低于60分，为非保护类遗存。 

根据等级的不同，确定不同建筑保护与整治措施，三

类等级分别对应文物建筑、保护类建筑和改善类建筑，并

且确定相应的指定保护、登录保护和规划控制三类保护措

施。仓口村规划范围内共有46处物质文化遗存，分类包括

祠堂、庙宇、传统民居、构筑物（含古井、古渡口等）四

大类。其中一级保护类遗存1个，为市级文保单位——芮

氏宗祠（1号）；二级保护类遗存16个(本应为19处，仓口

村民居02、梅梁渡以及仓口村陈氏老宅匿失)，三级保护

类遗存29个。 

表表表表2 价值量化评定表。 

层次层次层次层次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指标分解指标分解指标分解指标分解 
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二等二等二等二等 三等三等三等三等 四等四等四等四等 

评分评分评分评分 
（（（（100分分分分）））） （（（（75分分分分）））） （（（（50分分分分）））） （（（（25分分分分）））） 

层

次1 

价 值

特 色

评估 

综 合

价 值

50% 

历 史

价值 
20% 

建设年度是否久远 明清时期 民国时期 
20 世 纪

50-80年代 
其他  

携带历史信息的数量 很多 较多 一般 否  

历史信息的真实性 是   否  

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

相关性 
十分紧密 较紧密 一般 否  

历史信息保存的完整性 十分完整 较完整 一般 否  

历史信息保存的唯一性 十分典型 一般典型 一般 否  

历史信息本身的重要性 十分重要 较重要 一般 否  

社 会

价值 
10% 

是否增加城市旅游收益 是   否  

是否对街道品质有重大意义 是   否  

是否支持社区利益 是   否  

艺 术

价值 
10% 

艺术特征的完整性 十分完整 较完整 一般 否  

是否反映地域特性 
极具地方特

色 
较有地方特色 一般 否  

对当代建筑设计的借鉴参考

价值 
极高 较高 一般 否  

与同类型、同地区、同时代的

其他建构筑物相比较，是否具

有艺术美学价值 

是   否  

情 感

价值 
10% 

能否反映当时的意识形态（宗

教、祭祀活动） 
充分反映 较充分反映 部分反映 没有  

是否为典型的人居活动场所 十分典型 较典型 一般 否  

是否具有精神象征作用 十分强 较强 一般 否  

保 存

现 状

50% 

延 续

性 
30%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十分紧密 较紧密 一般 否  

是否与周边建筑群体的风貌

协调 
是   否  

是否反映地方文化特色 是   否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政策、规范

等手段的保障 
很充分 较充分 一般 无  

能否延续原有的生活习惯 能   否  

真 实

性 
15% 

是否仍位于最初的兴建位置 是   否  

是否沿用了最初的建筑材料 是   否  

是否延续了最初的建筑工艺 是   否  

是否经过维修 否   是  

维修时是否沿用原来的建筑

材料与工艺 
是   否  

完 整

性 
15% 

周围环境的完整性 是   否  

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原有的

材料、结构、形态等历史信息 
保存完好 保存较好 一般 差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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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层次层次层次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指标分解指标分解指标分解指标分解 
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二等二等二等二等 三等三等三等三等 四等四等四等四等 

评分评分评分评分 
（（（（100分分分分）））） （（（（75分分分分）））） （（（（50分分分分）））） （（（（25分分分分）））） 

层

次2 

措 施

策 略

评估 

利 用

状 况

55% 

历 史

使 用

状况 

30% 

历史时期在当地发展中发挥

的作用 
重要作用 较大作用 一般 否  

历史时期对村落演变的贡献 重要贡献 较大贡献 一般 否  

历史时期对当地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贡献 
重要贡献 较大贡献 一般 否  

历史时期对当地村民情感寄托

的作用 
     

现 代

使 用

状况 

25% 

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十分安全 较安全 一般 差  

现在是否可以使用 是   否  

现在利用状况如何 很好 好 一般 差  

当前用途的合理性 十分合理 较合理 一般 差  

是否可延续其历史功能 是   否  

经评估后是否可做他用（如功

能更新为村史馆） 
是   否  

管 理

状 况

45% 

历 史

管 理

状况 

25% 

历史上是否进行过维护修缮 是   否  

若进行维护修缮的话是否有

详细的施工记录 
是   否  

历史上是否进行过异地迁建 否   是  

维护修缮的管理和实施是否

合理 
非常合理 较为合理 一般 否  

现 代

管 理

状况 

20% 

管理机构是否健全合理 非常合理 较为合理 一般 否  

保护措施的作用和影响 显著 较显著 一般 否  

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完善和协

调 
完善 较完善 一般 否  

是否具有充足的修缮保护资

金 
十分充足 较充足 一般 否  

对于保护修缮方案是否经过

相关专家的认可 
是   否  

对于修缮保护工作是否有广

泛的公众参与 
十分广泛 较广泛 一般 否  

是否举办提高村民文保意识

的科普活动 
是   否  

合计 100%       

 

图图图图3 仓口村落不同等级遗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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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利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利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利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利用 

5.1．．．．仓口村落保护框架仓口村落保护框架仓口村落保护框架仓口村落保护框架 

划定核心保护范围，西至仓口路以西、南至沿河道路、

北至邱氏祠堂以北、东至樊氏宗祠，包含所有明清历史遗

存建筑，面积为5.36公顷。 

划分为重要保护点、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风

貌协调区四个层次。 

重要保护点的保护：重要保护点主要包括芮氏宗祠、

樊氏宗祠、邱氏宗祠、三会堂和部分明清民居建筑等。这

些建筑质量好，历史价值高，要进行最严格的保护，完整

地体现原有的历史信息，不允许对其作任何大的改动。 

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核心保护范围西至仓口路以

西、南至沿河道路、北至邱氏祠堂以北、东至张家祠堂，

包含所有明清历史遗存建筑，占地为5.36公顷。在保护整

治中，要求“空间结构完整，传统风貌完好，视觉景观连

续”。历史建筑的整治改造应统一规划，统一设计，但具

体的修复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控制地带指核心保护区以

外一定的距离内，为了协调仓口古村落人工环境的整体形

态和风貌，结合街道、河流等明显的地理界限而设置的区

域。建设控制地带9.72公顷，范围东至林塘、南至三汊河、

西至现状村庄自然边界，北至341省道。 

风貌协调区：风貌协调区指在建设控制区以外、村庄

规划范围内的建（构）筑、自然水体和绿化等，面积约15.06

公顷。在该区域内，严禁侵占水体和基本农田，严禁发展

有污染型的工业，逐力恢复并改善仓口村外部生态环境，

保护村域内的农田耕地，并可做适当的旅游性开发。风貌

协调区内要防止建设过洋、过大、过于现代的建筑。 

 

图图图图4 仓口村落保护范围划定图。 

5.2．．．．建构筑物保护与整治建构筑物保护与整治建构筑物保护与整治建构筑物保护与整治 

为实现仓口古村落的传统风貌协调统一，古村落的其

他建筑必须与传统建筑风貌相协调，不协调者要进行必要

的整治。本规划将仓口古村落建筑的保护和整治模式分为

五类，即文物类建筑、保护类建筑、改善类建筑、保留类

建筑、拆除类建筑。 

文物类建筑：仓口古村落中的这类建（构）筑主要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芮氏宗祠，其历史价值评定为一级。

对这类建（构）筑的保护和整治，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严格保护，不折不扣地坚持“维护文物

原状”的原则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方针，进行逐步的修缮，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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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艺、原造型、原色调、原纹理，如实维持历史原貌，

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 

保护类建筑：仓口古村落中的这类建（构）筑为邱氏

宗祠、樊氏宗祠、张家祠堂、天主教堂、城隍庙、三会堂、

古渡口、古码头、7处列入洪蓝街道具有法定保护的物质

文化资源名录的传统民居。不允许改变这类建筑外立面原

有的特征和基本材料，必须按照原有特征、使用相同材料

进行修复，可见部分均应使用旧木料、旧石料、旧砖瓦，

严格按照其原始状态，做到修旧如故，做好详尽的修缮纪

录。 

改善类建筑：仓口古村的这类建筑物主要为传统风貌

保护区内的传统民居。对于建筑立面经过了改动和采用现

代的材料和手法的建筑，要对其立面进行整治，力求恢复

其传统风貌，整治中要采用传统的手法和材料，力求做到

原汁原味。对于主体结构大部分已损坏的建筑，根据其历

史价值、重要程度、损害程度等因素，可采用遗址保护或

原样修复。 

保留类建筑：仓口村落中立面或形态不符合传统风貌

的建筑要逐步进行整治，使其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减少其

和整体风貌的冲突。仓口古村这类建筑多为1-2层砖混结

构，部分建筑材料采用旧时青砖，质量较好，如果与周围

环境冲突不大，可维持现状。 

拆除类建筑：保护区内的建筑，如视觉影响严重，不

易通过整治的方式而达到和传统风貌协调的目的，且价值

不大，要选择拆除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在短期内无法拆

除的，应暂时维持现状，等条件成熟时拆除。逐步拆除重

要传统院落内临时搭建的厨房、厕所等建筑。村内的违章

建筑，可以结合古村落的整治，逐步拆除。 

6．．．．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传统村落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相比较，保护力度不

强，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传统村落是前人留下来

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传统村落。传统村

落的开发利用应以保护为前提。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任重

道远，不同地域的传统村落保护应因地制宜，努力探索符

合当地实际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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