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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 蕴含 丰富的 文化内涵 。古村落 文化也 有地方 性特 点, 具有深 层的

教育价值, 是一类重要的地方课程资源。对古村落文化进行地 方课程的 开发应兼顾 上位文化 的意志和 地方
人 的需要, 秉持 双重眼界 , 运用田野工作、
深度描写和 理论思辨 等方法, 彰显实践 性课程的品 格, 完 成从古
村落文化通及民族主流文化、再回到古村落地方问题这样一个往复循环的地方课程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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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村落: 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基

文章编号: 1009 413X( 2011) 04 0076 05

形成为标志, 逐步凝聚并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聚落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地缘性单位。 构木

微观层面则具体表现为农业村落的变革: 一方面, 共
同的经济生活、
地域间的交流为更大范围文化体的

为巢 、
聚建村落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肇端。自此,

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在与主流文化的

从氏族制度到部落联盟、国家的产生, 以血缘关系为

碰撞与冲突中发展为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个性化的村

纽带的人的共同体演化为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的
共同体, 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落文化。其中, 某些特色明显的村落往往内蕴强大
的文化生命力, 它们沿着清晰的历史文脉, 留存了古

和共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 聚落在血缘关系的基

老的形态、
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氛围, 成为特定时

础上打上了民族的烙印。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

代的古村落。
因此, 古村落不仅仅是乡民生活的 地方 , 更是

单位, 经过接触, 混杂, 联接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和

一个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化空间。中国古村落保护

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 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 你中

与发展委员会认为, 古村落就是那些上朔源头在明

[ 1]

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这个多元统
一体的成型与巩固, 历经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和封建

清之前、
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 它反映
了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
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形成

社会, 在宏观层面以政权的大一统和共同文化体的

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真实记录了传统建筑风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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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风和原始空间形态,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史传统的地方文化, 地方课程的合法性是由三级课

与根基。在古村落这一纵贯千百年的文化空间里,

程管理制度提供的。它对地方课程设置主体的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通达民族文化之根的源流:

厘定了 地方 的外延, 即设有教育主管部门的省、
地
( 市) 、
县、
乡。在地域归属上, 地方课程文化来源于

( 1) 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文化。坐落于村落中心的
祠堂是村落政治、
经济和精神的中心; 规范价值观念

地方文化, 并成为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而反

的族规在体现社会主流文化的同时, 明确了族人立

过来影响地方文化的品质。从内在规定性上说, 地

身处事的准则。两者以宗族权力和信念的方式实现

方课程与地方文化有着 地域性 这一共同的特质和
边界。它说明, 地方文化内在地具备地方课程资源

对村落家庭的高度聚合。( 2) 基于天人关系的人居
文化。人居文化指的是聚落空间形态及其蕴含的人
文理念, 主要通过村落的选址与布局、
民居建筑风格
与功能等方面体现出来。例如, 形似元宝、灵龟、大

的性质。
从地方文化的源流和深度上看, 古村落文化无
疑是地方文化的精髓所在。地方文化是特定地区的

船的京西川底下村、灵水村、
三家店村, 以及八卦、北
斗七星布局的金华诸葛村、俞源村, 等等, 无不浸透

人们长期生产、
生活实践的历史积淀, 是现实与历史

着 天人合一 、 阴阳五行 的哲学观念与祈福意识;

种存在状态: 其一, 显性的物质文化 与时俱进 , 历
史深藏在社会风俗、
思维习惯、
道德传统与价值观等

无论是农耕型、商富型还是防御型的建筑风格, 在格

的统一。基于现实与历史的关系, 地方文化呈现三

局上一般都体现出主次分明、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
( 3) 基于日常生活方式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村

隐性文化的背后; 其二, 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同时, 遗

民日常生活方式及其艺术化表达的历史积淀, 主要

的回音绵绵不绝; 其三, 保留历史的村庄体系, 以古
老的人居建筑为载体, 以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为核心

涉及节庆活动、岁时节令、
礼仪、
习惯、
饮食、
服饰、婚
丧嫁娶、
戏曲以及手工艺等方面。现有的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民俗类共有 69 项, 其中, 8 个项目属于

存名胜古迹、
历史文物、地方传说等显性文化, 历史

的古村落文化。三者中, 古村落文化深及地方文化

中华民族共有, 其他的 61 项都 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

的根, 最能反映地方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古村落文化也是我们

色。更多的村落民俗文化已经被确定为省级或市级

必须面对的一个地方性问题。古村落以人居文化空

非物质文化遗产。

间为边界,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 以村落文脉相统合,

二、古村落文化: 一类重要的地方课程
资源

成为地方文化中一个相对独立的、
最基本的文化体。
然而, 传统文化的种种局限与乡民改善生活的强烈
需要之间的矛盾使古村落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

在乡村城镇化、
新农村建设和古村落旅游开发
的背景下, 学 者们从建筑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
学、
旅游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古村落文化进行了

机。一方面, 古村落文化作为地方文化、
中华民族文
化的根基和源头, 是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资源, 内蕴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文化

比较深入的研究。近些年来, 虽然地方文化已经成

价值。在其自身 造血功能 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站

为地方课程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作为一类特殊的地

在国家、
民族的立场, 古村落文化必须得到周全的保
护。另一方面, 它是在我国传统农耕社会制度下形

方文化, 专题性的古村落却并未进入课程研究者的
视野。从地方课程的内在规定性审视古村落文化,
它不仅符合地方课程资源的特点, 还具有独特的教
育价值, 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 一) 古村落文化是地方文化的精华, 也是一个
地方性问题
地方性是与地方文化、
地方课程相关联的概念。

成的具有鲜明农耕文化特色的文化空间。

从理

论上说它同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 文化的拥有
者
乡民对自身文化的 自鄙 , 使许多珍贵的文
化遗产如同弊帚一样被抛弃了、
毁坏了

[ 3]

; 当乡民

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经济价值后, 又往往把祖先留下

地方文化与国家、
民族层面的主流文化相对应, 是一

的遗产作为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 过度开发利用, 出
现了更为严重的文化 自毁 现象。古村落文化已经

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地方思维习惯及生活方式。

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地方性问题。

其中的 地方性可以理解为地方所固有的和地方所
特有的 , 它原本存在于本土的历史和传统之中, 是
从本土文化之根中生长出来的

[ 2]

。有别于源自历

地方性问题 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问题, 它与
地方文 化 一 道从 两 个 维度 建 构了 地 方 课程 内
容[ 4 ] 。以此考量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资源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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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优势是毋庸置疑的。

遥古城 和 皖南古村落 文化。在地方课程一级, 古

( 二) 古村落文化具有丰富、
深层的教育价值

村落一般包含在地方文化类课程之中。如 浙江省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是与个体生命质量的不
断提升保持着同步的关系。

地方通用课程 中 浙江文化 主题描述了西塘、乌
镇、
南浔、
俞源、
诸葛村等古民居的建筑特色及风土

古村落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 历史、
现实

人情, 地级市的 话说温州 高中册编选了 古镇古

与未来的统一。它既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有形见

村 专题。在校本课程一级, 古村落文化以独立的校

证, 也是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 以
现存古村落的面貌与居民生活方式的形态展现在人

本选修课程或专题得到了更加深度的挖掘和开发,
形成了师生合作、小组寻踪和教师开发、
课堂教学两

们的面前。地方性问题在诉说古村落文化生存困境

种代表性的模式[ 6] 。从课程资源的功能定位以及三

的同时必然要求我们对它的发展方向做出最终的抉
择, 选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级课程开发的现状来看, 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的开
发力度相对薄弱, 在认识上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需

古村落文化的历史属性赋予其内在多元的教育

要我们进一步澄清。

价值。以传统建筑、文物古迹为载体, 以村落文脉为

( 一) 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开发主体的定位

灵魂, 古村落以其古老的历史文化空间折射出古代
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日常生活方式鲜活的影像。风

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和 地
方课程管理指南 指出: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地

格迥异的宅第或辉映着入仕文人衣锦还乡的风光,

方课程的规划 、 组织地方课程的开发 , 经批准,

或展现出商帮的成功与财力, 或留存了 晴耕 的忙

有条件的地( 市) 、
县 ( 市、区) 也可 独立规划地方课

碌和 雨读 的平和, 无言地叙说着村落曾经的辉煌
及其变迁的历程; 其间的空间布局以祠堂为中心, 浸

程 。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 各省普遍制定了中小学
地方课程建设指导意见, 地方课程的开发一般采取

润着宗族文化和伦理观念, 经过历史的选择与积淀,

由省教育厅或委托地( 市) 、县( 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

形成今天的家庭美德、集体意识以及民族精神等优
秀的传统文化; 自然与建筑的和谐统一集天地人和

负责受理并组织审批的立项申请方式, 实现了地方
课程开发主体的优化组织。

之大美, 弥漫着恬静、安宁的生活情趣, 透露出心灵

立项审请方式包含地方课程开发的两个视角:

深处的文化审美信息。换而言之, 古村落文化内在

局外人 对地方文化的理解和 地方人 对文化的自

地具备 文化成人 的理论品质, 蕴含丰沛的历史教
育价值、
道德教育价值、审美教 育价值和生态 教育

我观照。以前述 话说温州 为例, 浙江省教育厅以
局外人 的身份通过审批的方式表达对温州文化的

价值。

理解, 地方人 则是担任项目开发的温州市教育教

此外, 古村落文化的教育价值也源于其 地方性
问题 的性质。 地方性问题 也许与地方性知识存

学研究院的人员。具体到古村落文化的课程开发,
无论是孤立的古村落还是古村落群, 如果文化拥有

在某种联系, 但首先必定是人们的生存问题和生活

者具备课程理论的素养, 地方课程的开发主体就会

问题

[ 5]

。它指向现在和未来, 从 文化持有者的内

呈现一般的格局, 即 局外人 审批, 地方人 开发。

部眼界 审视古村落文化的实践性原则和品格, 不仅
凸显了古村落文化实践的、
生活的教育价值, 同时也

这种情形中的文化拥有者, 往往是学校教师或县、
乡
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人员。如果文化拥有者不具备课

引导学生的目光从 向外发展 返观家乡面貌, 积极

程理论的素养, 地方课程的开发可能出现另外两种

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洪流之中。

情形: 一是项目的审批和研究开发都是 局外人 , 立
足于古村落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 关注文化的知识

三、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的开发

内涵, 开发的成果最终以地方课程教科书的形式表

作为一类重要的地方课程资源, 古村落文化不

现出来; 二是项目由 局外人 审批, 研究开发人员由

仅自然地成为本地校本课程资源的重要内容, 同时
以其共有的民族性超越地方学校且具有全国意义,

课程专家( 局外人) 和古村落乡民( 地方人) 共同组
成, 由他们开发的课程既体现历史文化的价值, 也关

也兼有了国家课程资源的功能。统观课程改革背景

注到乡民生存境遇这一地方性问题。上述三种主体

下古村落文化课程开发的现状, 在国家课程一级, 高
中历史选修课程 世界文化遗产荟萃 中第七单元,

关系中, 最理想的类型是 局外人 和 地方人 共同
研究开发, 其次是 局外人 审批, 地方人 开发, 应

编选了 多姿多彩的中国古城和古村落 , 介绍了 平

尽量避免项目审批与研究开发都由 局外人 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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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 二) 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的内容与形态

课程是综合性的。古村落文化是一幅完整的地方图
形, 体现着生生不息、
往复无穷的生命观念。以学科

依循 地方文化 和 地方性问题 两个维度的内
容结构, 对古村落文化进行地方课程的开发可以相

知识体系的思路提炼古村落文化, 其结果只能看到
僵死的古村落 化石 。古村落文化的课程化也不能

应地具体到古村落历史文化和古村落文化困境两个

停留在原生态的自在局面, 需要通过课程指导纲要、

方面的内容。

文本材料、
行动方案、
有组织的乡民文化活动等多种

古村落历史文化是地方课程内容中的 预成部
分, 主要表现为地方性知识及其蕴含的意义。从古

形式表现出来。其次, 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是实践
性的。古村落文化形成并凝练于生活生产实践, 是

村落文化存在形态及其显露方式看, 富有课程价值

乡民实践智慧的结晶。沿着古村落的历史探寻中华

的古村落历史文化有以下几个 方面: ( 1) 古村 落地
貌、
古建筑遗存及其空间布局, 包括古民居、
古街、古

民族的 根 , 离不开古村落这片土壤; 只有亲临其境
才能领略天地和谐之美, 体会先人的生活情景; 也只

巷、
古道、古井、古桥、水系、宗祠、
寺庙、
周围的地形

有走进村落接触乡民才能真正了解古村落新农村建

地貌, 它们承载着先人的审美情趣、人伦规范, 展现

设过程中的问题所在。正因如此, 古村落地方课程

了先人的生活情景, 其间的空间布局浸润着天人关
系的哲学理念, 营造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氛围。( 2)

的开发是主体实践探索的过程, 实施的基本途径则
是学生的实践活动, 包括调查、访问、
观察、
探究、
讨

古村落的历史沿革及其文脉。古村落往往肇始于宗

论等。

族迁徙、
选址定居, 在出现宗族 人文先祖 之后, 形

( 三) 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开发的途径与方法

成村落特有的人文脉络, 纵贯历史的经纬。除了古
建筑及其空间布局之外, 村落选址、宗谱、书院、牌

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古村落既有单体形态, 也
有群体形态。前者的地方性局限于特定村落, 后者

坊、
世代文人及其著作、遗训或族规等, 都是历史文

地方性的外延往往扩及乡、县行政区划。对单体古

脉的表现形式。( 3) 古村落传统生活方式与民俗风
情。如果说, 旧时的生活用品、
生产工具及其相关的

村落文化的课程开发以学校为主, 首先表现为校本
课程的开发。在存在多 个单体古村落 的县域或省

手工艺是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历史见证, 那么, 节庆

域, 这些单体古村落往往共有上位的地方文化背景,

活动、
岁时节令、
礼仪、
习惯、饮食、服饰、婚丧嫁娶、

一个学校所开发的古村落校本课程可以通过申请立

戏曲等民俗风情, 则是传统生活方式艺术的、现实的
存留。( 4) 古村落居民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它

项拓展成为该县域或省域的地方课程, 开发出指导
纲要、
课程分级完善系统、
行动方案等适应本区域不

是古村落文化道德属性的历史沉积与演化, 超越历

同单体古村落的课程方案; 对古村落群的课程开发

史而成为现实的存在,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品质
的缩影。

以县、
市教研部门为主, 通过发掘古村落群的文化特
色及其存在的问题, 彰显该县( 市) 的地方文化。

古村落文化的困境及其出路是地方课程内容中

从资源可利用性来看, 古村落文化地方课程也

的生成部分, 主要表现为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以

可以分为源生资源的开发和基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两

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失衡状态。古村落一般分布在相
对偏僻、
地形险要、现代交通不便的地区, 在保持原

种途径。前者是对古村落自在文化的课程开发, 在
引导乡民文化自觉的基础上, 与乡民协作共同发掘、

生态农耕文化的同时, 也意味着异步于现代文明的

整理历史文化并一起直面未来走向的问题; 后者建

进程。在社会转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科技
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文化与农耕文明时代的自然经

基于历史文化遗产整理的基础上, 需要以 局外人
和 地方人 的双重眼界进一步审视旅游开发与遗产

济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古村落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此

保护的问题。

派生出一系列保护与开发间的矛盾: 古民居保护与

双重眼界的要求是由古村落文化浓郁的地方特

改善居住条件的矛盾, 原生态本真文化与旅游开发
商业化间的冲突,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间的抉择等。

色和民族普遍性意义双重性质所决定的, 在古村落
地方课程开发过程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意味着古

这些矛盾显示了古村落文化的存在危机, 需要我们

村落地方课程的开发既需要 文化持有者 内部眼界

积极面对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鉴于古村落文化的乡村生活气息, 地方课程的

的选择和提炼, 关注自身的生存境遇, 也需要上位文
化外部眼界的 定位与指导, 赋予 其 宏阔的胸怀 。

形态应该是综合的、实践的。首先, 古村落文化地方

只有做到双重眼界的协和与统一, 古村落地方课程

80
才能上达普遍性的国家课程, 下及 地方人 的意志

文化符号进行深富哲思的层次化的条缕分析, 揭示

与需求。

其间蕴藏的丰富文化意义, 探及地方文化、
民族文化

古村落文化的双重性质也决定了课程开发既要
走进古村落, 采取田野工作、
深度描写等人类学和文

的根; 在田野工作和深度描写之后, 古村落的课程开
发还需要借助 理论思辨的方法完成内 容的理论建

化学的方法, 同时也必须有理论思辨的提炼。田野

构, 它根据课程理论及相关文件精神, 厘定课程内容

工作法要求开发者对古村落乡民的生活情景进行深

的结构、
呈现方式与实施路径, 最终形成从古村落文

入的考察和反思, 系统梳理历史文化, 把握古村落的
发展现状, 尤其是其中存在的问题; 深度描写是田野

化通及民族主流文化、再回到古村落地方问题这样
一个往复循环的地方课程体系。

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对观察、
收集到的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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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village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rriculum
JIN Jin ping
( Xingz hi Col leg e, Zhejiang N orm al U n iversit y, Jinh ua, Zhejiang, 321004 Ch ina)

Abstract: T he ancient village, a symbol o f Chinese cult ure, cont ains rich cultural m eaning. It is not
only a local issue, but also an import ant r esource. It is considered necessar y t o t ake into acco unt t he main
st ream as w el l as the lo cal cult ures. T he f ield w ork should be combined w it h t heoretical r esearch t o con
st ruct a cycle of lo cal and ancient v il lag e cult ure t o national mainstr eam cult ure, and t o back ag ain to the
ancient village culture.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cult ure; loc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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