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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fallen into the
bottleneck of legacy matrix, lack of historical evidence, utilitarianism and modularization. Considering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enan, where is seriously lack of the material preservation, but the culturalendowments are extremely rich, it is urgent to repair
and update them.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landscape and natural geography,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featur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cultural geography, ethnic area and architectural texture, as well as six restoration elements including
the overall pattern, street space, public space node, architectural form,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and non material cultural remains.
Taking Xiaodian river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crux of landscape style is summed up, including four aspect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treet and lane texture, the succession of the old and the old
buildings, and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lso the protec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whole pattern,
the molding and renewal of the building style, the inheritance and accumu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ward vitality
and the digestion strategy are used to restore and update its style.
Keywords: Appearance Restor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Landscape Style, Update Strategy, Xiaodi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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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社会转型视野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陷入了遗存基质残损、史证资料匮乏、功利化与模块化的瓶颈期。
面对河南省传统村落这一物质留存缺失严重、文化禀赋丰厚异常的特殊地域，修复与更新愈显得刻不容缓。基于文化
景观学与自然地理学的方法，将传统村落景观风貌分为文化地理、民族区域、建筑肌理三个层级，以及整体格局、街
巷空间、公共空间节点、建筑形态、村落色彩、非物质文化遗存六个修复要素。以小店河村为实例归纳其景观风貌症
结所在，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传统街巷肌理的改变、新旧建筑风貌的演替、历史文化传承的中断四大方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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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提出整体格局的保护与延续、建筑风貌的塑造与更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内在活力的注入与消化策略
进行其风貌的修复与更新。

关键词：
关键词：风貌修复，传统村落，景观风貌，更新策略，小店河

2.2．
．修复要素

1．
．引言
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先生曾说：“在传统村落里，
有我们民族的记忆和精神传统，有民族的终极价值观，有
民族的DNA和特有的审美，有我们丰富多样的文化创
造。”[1]然而在全球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人居
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此引发学者对于“传统村落”的高度
关注[2]。在村落风貌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特色泯灭、千城
一面的境况下，中央提出“要同步保护弘扬传统优秀文化，
延续村落历史文脉，要融入大自然，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
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乡村建设思路意义重大[2]。
传统村落景观风貌是传统村落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传
统村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及其所承载的村落社会、经
济、文化、生态和生活内涵的总和，具有明显的地域可识
别性。[4]对传统村落的景观风貌修复离不开对地域肌理的
精准辨识，传统村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景观建筑群，而是
一个依然活着的、古老的生产单位与生活场域。就河南省
的传统村落而言，其文化特质与遗存现状都迫使其必须走
依托中原特色的修复与更新道路。

2．
．传统村落景观风貌概述
传统村落景观风貌概述
2.1．
．层级划分

对于传统村落景观风貌的修复从整体格局、街巷空间、
公共空间节点、建筑形态、村落色彩、非物质文化遗存现
状等方面展开。整体格局包括选址倾向、建筑肌理、街巷
空间尺度以及标志物等要素，这些均是村落在历史语境中
环境和时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村落色彩作为整体格局的
特色和个性气质表达，对整体风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街
巷空间和公共空间节点的典型性、功能性特征，既可以直
接反应传统村落的风貌特色，也是村落历史演化的见证和
传统居民的精神寄托；建筑形态作为村落文化和风貌的核
心表现，无论是从建筑风格、内部装饰，还是外观立面和
肌理形态上，都具备了一定区域内的文脉及空间的传承；
最后，通过对民风民俗、民间艺术及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
文化的挖掘与弘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对不可再生的村
落精神的活态传承与表达（表2）。
表2 传统村落风貌修复要素。
表题
1
2
3
4
5
6

分栏表题
修复要素
整体格局
街巷空间
公共空间节点
建筑形态
村落色彩
非物质文化遗存

涵盖范围
选址倾向、建筑肌理、街巷尺度及标志物
商业、游憩、生活等视域
休憩、交流、集会等代表性场所
建筑风格、装饰、立面、肌理
格局、风貌、色彩
民风民俗、民间艺术、传统工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文化景观特质是经由一个文化群体对自然景观之作用
而形成的。文化是作用者，自然场域是媒介，文化地景是
结果[5]。传统村落的风貌特质并非只是地表外貌或经验上
的物质化客体，而是一种文化想象或图像再现、解构及象
征环境的方式[6]。作为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传统村落的风
貌构成包含了作为前景的构筑肌理（自然或人工）、作为
中景的文化体系和作为背景的原型因子，原型、文化和肌
理以有机的方式贯穿于地域建构的演化历程之中[7]。传统
村落作为文化景观的典型承载空间，其风貌构成包含了文
化地理、民族区域和建筑肌理三个层级。文化地理直观地
表达了选址、形式、功能、尺度等空间特征；民族区域以
地域性、民族性等将传统村落风貌进行了甄别；建筑肌理
则以丰富的物质形态和灵活的组合模块为代表，映射在村
落格局、院落布局、空间形态、街巷肌理等范围（表1）。
表1 我国传统村落风貌层级划分。
表题
1
2
3

分栏表题
风貌层级
文化地理
民族区域
建筑肌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类型归属
选址、形式、功能、尺度
汉族、侗族、藏族、其他
格局、院落、空间、街巷

3．
．小店河村景观风貌要素分析
小店河村位于太行山东麓，属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
管辖。村落由清初迁居此地的闫氏家族倡建，占地面积
约5万平方米，迄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从遗存现状分
析，小店河村所在的狮豹头乡属太行山基岩山丘区，自
北向南呈阶梯下降。由于降水、河水侵蚀等自然原因导
致这一地带断层多、山势陡、植被稀、土层薄。早在农
耕文明时期，村落往往会选择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作
为最早的发源地[8]。小店河村三面环苍峪山、一面临沧
水，远观神似一只巨龟俯卧山脊，头部直指苍河水，故
有“神龟探水”之称。西北区是闫氏家族建设的旧址，保
留着目前豫北地区较为完整的清代建筑群；东南区是近
代扩建的新址（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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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街巷空间分析
街巷空间分析
城市的中轴线不仅代表了政治、礼制、军事、交通、
象征等多重含义，而且是一个城市或城市的营造者对传
统文化理念和精神境界层面的追求[9]。小店河村由一条
南北走向的主街巷以及若干条纵横交错的小尺度街巷
形态组成。且建筑形式均以正房为中心、以传统工艺烧
制而成的砖为媒介组成基本院落单元。从房屋形态以及
街巷空间的中轴线来看，轴线本身正是场所的重要功能
区域（图3）。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 小店河村新旧建筑风貌。

3.1．
．空间秩序分析
3.1.1．
．整体格局分析
整体格局分析
小店河村于清乾隆十三年初成定局，虽部分建筑受
损，但整体格局依旧特色鲜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保存较为完整的建筑有十座，共二十八进四合院，七十
八座房屋。寨门保存完整，部分寨墙、街巷及标志建筑
的布局遗存状况良好。其中，十处院落自南向北呈一字
型坐落于龟形高坡之上，单个院落坐西向东，自大门至
正房，依附高坡逐级抬升，场地内建筑呈现了极强的统
一性与韵律感（图2）。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小店河村街巷空间。

3.1.3．
．建筑形态分析
建筑形态分析
中国古代建筑因其选用建筑材料的性质决定了单体
建筑体量的局限性，因此古代建筑设计中多是以单体建筑
按照某种序列经过多重组合，达到某种规模，规模越大，
建筑群的等级、重要程度越高[10]。序列的组合拆分，势
必会产生空间场域。依山而建的小店河村因其堡寨式的村
落格局、独具风水特色的村落选址以及整体风貌的色彩、
材质及建筑细部构造，均是对豫北山地地区村落选址布局
和单体营建、场域架构的实况反馈。此外，公共空间场域
由公共建筑院落空间构成，主要公共建筑的分布也决定了
村落总体场域的空间布局。
3.1.4．
．村落色彩分析
村落色彩分析

图2 小店河村整体格局。

村落色彩是指公共空间中所有物体外部的色彩总和，
是对总体色彩的概括性感知[11]。建筑色彩是建筑构成的
关键要素，也是人们感受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它体现的
不仅是当地的人文内涵，也是历史发展的见证[12]。小店
河村的传统民居建筑色彩特色分明，然而近年来，随着城
市化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传统的地域色彩环境被纷至
沓来的新的建筑群体所覆盖，功利化、盲目化的建造与拆
除也使小店河村的色彩肌理逐渐被吞噬，具有民族象征性
的建筑语言濒临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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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节点
空间节点分析
节点分析
3.2.1．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
小店河村聚落的发展是闫氏家族分衍的过程，闫氏祠
堂位于整个古建筑群的最北端，因其特殊的功能使得其建
筑外观与其他传统民居建筑也不尽相同。此祠堂是村落里
唯一一座坐北朝南的公共建筑。祠堂分为三个开间且呈矩
形分布。祠堂既是集中资源和劳动力的经济组织，又兼具
协调分工、传承文脉的群体空间，是当时社会和家庭中人
们活动衡量的行为标杆（图4）。
3.2.2．
．传统民居
小店河村传统民居格局多为一间、三间、五间、更多
者为七间，均为奇数，因奇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属阳，有
阳刚之意。另外奇数间能够保证以明间为中心，讲求中心
对称布局[13]。小店河村的十座院落是豫北地区保存较为
完好的清代建筑群。但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以及农
村空心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古建失修、新址重建等都使得
建筑群的修复与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修复难题（图5）。

图6 小店河村寨墙。

3.2.3．
．防御构筑
防御构筑
小店河村由住户院落、街巷路网和居民范围三个层次
组成，又是由生产生活和防御保护两大功能决定村落的最
终构成。小店河村以四合院住宅为主，共分为十个院落单
元，每个院落又分别为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和五进院，
每座院落均以3米高的围墙围合。其中，院落和院落之间
的街巷尺度在70~100厘米之间，加上围墙（图6），防御
效果极佳。村落入口现存一座坐南面北寨门（图7），由
砖石垒砌而成，结构坚固，造型独特。

图7 小店河村寨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3．
．非物质文化遗存
非物质文化遗存分析
遗存分析
基于对自然肌理、人文肌理的修复，可以系统探讨出
中原地区传统村镇向特色小镇培育和转化的景观形态修
复、特征定位修复、建构过程修复以及催化机制修复，并
针对不同地域背景、不同遗存状态、不同开发等级提出相
应的更新措施，使文化覆盖景观，使景观反映风貌，使风
貌根植生活，使生活体现文化，使居民对所处环境产生情
感寄托与互动共鸣，进而对所处地区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
认同感[14]。
图4 小店河村祠堂。

3.3.1．
．堡寨文化
中原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长年处于动荡不安
的局面，因此村落的格局也以堡寨型聚落为主，以便防御
外来者的侵略。小店河村便是清朝时期修建而成的堡寨式
村落。豫北地区的传统村落多具有辅助性防御体系，修建
寨墙、寨门、瞭望台等，与天然屏障互相补充，形成完整
的防御体系[15]。
3.3.2．
．宗族文化

图5 小店河村民居。

《尔雅·释亲》中记载：“父之党为宗族”。宗族是中
国传统社会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亲缘结构，是基于父系血
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亲族群体[16]。宗族文化作为中国乡
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转化成一个复杂的生命系
统。在无序的外表下隐藏着高度的秩序与关联，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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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传统街巷肌理的
传统街巷肌理的改变

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通过血缘、地缘紧密联系在一
起[17]，通过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教育等方面的影
响，进而形成了族规、家法、风俗等。而传统村落作为
宗族文化最为明显的社会载体，在空间布局、组织形式
等方面仍对地缘关系、宗族文化、宗法礼制有所延续。
河南省豫北地区至今仍普遍存在设祠堂祭祖先的行为。
小店河村以闫氏祠堂与古民居建筑为代表，充分展现了
清代建筑的形式与伦理制度。

小店河村原是以步行为主要出行方式，随着城镇化的
加速发展，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不断涌现，致使村落原本仅
供人与农用生产等工具出行的街巷宽度无法满足当前的
使用需求。街巷、道路的逐渐加宽，道路宽度与墙体形成
的高宽比例日渐失衡，乡土气息浓厚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小店河村的整体街巷格局虽得以基本保留，但较原有砖石
铺装仍缺失了与传统风貌相和谐的氛围。

3.3.3．
．宗教文化

4.1.3．
．新旧建筑风貌的演替

道教中的风水文化对传统民居的选址及建构有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店河村的选址及布局方式无不体现
着道教文化的熏陶。无论是从传统建筑形式、功能、格
局，还是从建筑方位、地形地势等方面，都反映了当时
宗教文化对人们的洗礼，以及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膜拜
与敬畏。因此，对小店河村景观风貌的修复也应与宗教
文化相契合。

小店河村清代民居虽是中原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建
筑群，但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的发展仍属于比较落后的状况，加上当地居民对传统
继承与保护认知的缺乏，因此对于传统古建的保护与修缮
工作仍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造成当前遗存的古民居遭
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另外，新增的建筑与传统建筑之间
风貌相差较大，也使得传统风貌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侵蚀。

4．
．修复与更新症结所在及策略探析

4.1.4．
．历史文化传承的中断
历史文化传承的中断

4.1．
．症结所在
通过上述景观要素的分析，能够清晰辨识传统风貌的
作用机制，将空间秩序、物质与非物质相互联结并与既有
开发策略相比照，不难发现其症结所在。
4.1.1．
．自然生态环境的
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小店河村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分布范围极广，然而
由于疏于对地域文脉根源的深层考证，造成了传统文化与
手工艺的消逝。传统村落的建构特征乃是一脉于传统中式
世界观与审美体系的产物，其选址、形态的演化更是揉融
了“言、象、意”的地域文化提升过程[18]，因此二者不得
剥离分割。
4.2．
．策略探析

小店河传统建筑是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优秀典范，也
是河南省内为数不多的清代民居文化瑰宝。然而，小店河
村的实际自然环境现状却不容乐观。景观秩序的混乱、水
域质量的污染、道路通行的不畅以及生活氛围的欠佳都对
其发展和保护带来了极大的难题。

基于对小店河村传统风貌的分析及更新症结的探讨，
总结如下（图2）策略，分别从整体格局、建筑风貌、文
化传承与活力激发四个方面提出调整建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8 小店河村风貌修复与更新策略框架。

4.2.1．
．整体格局的保护与延续
从整体出发对小店河村进行环境的治理，充分尊重和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建立以小店河村清代建筑群为核心的
保护区，突出小店河村整体风貌格局的延续性，重点对其
院落空间、街巷肌理、村落色彩、乡风民俗进行有效保护
与传承，特别注重传统风貌的原真性保护原则；道路的改

建需要结合整体村落形态特征的历史与现状，维持固有道
路格局，切勿大拆大建，延续村内原有风貌和街巷空间的
宜人尺度，尤其是主街道两侧建筑的材质、色彩、形态的
严格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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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建筑风貌的塑造与更新
小店河村传统风貌修复与更新最重要的即是对建筑
风貌的重塑，依据既有现状分析，主要从建筑的整体分类、
传统民居和重点公共空间的修缮等三个方面进行。针对村
内的文物古迹、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等分别进行保护、修
葺、再生等整治策略；对建筑的细节进行精致修复，对村
内古寨墙、古石磨房、祠堂等公共建筑进行特色要素更新
与保护。
4.2.3．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积淀
对于小店河村内传统文化的保护应秉持“活态”传承
的原则，尤其是对那些濒临消失或者尚存活力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通过帮扶、发掘发展等有效手段，加大其传统风
貌的活力续接。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可以制定相关保护制
度，以此激发村民的保护意识，一方面可以建立文化博物
馆，拉动旅游资源，增加村民收入，也能促进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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