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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空间 延续中华文脉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点思考

方利山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依托黄山、白岳绝佳自然环境。由丰厚徽州物质文化遗存和丰富徽州活态文化遗产共同构成的

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是出色承传中华文脉的徽州文化赖以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特色文化生态空间在时

代风雨冲刷之中濒临消失，保护情势紧迫。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加强徽州文化生态空间保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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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面对网络时

代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和渗透，五千年文明结晶的

中华文化如何吸纳现代和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自

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

面临的一项战略任务。政府决定在“十一五”期间设

立10个民族民间地域文化生态保护区。延续中华

文脉，守护中华文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这是关系中华文化安全、关系中华文化繁荣和

发展的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是珍视、善待

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系统工

程。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念的提出，从对传统文化物

质遗存、文物的保护扩展到对传统文化非遗活态文

化的保护，从对传统文化一地一物的保护扩展到对

其生存空间的保护，这是保护理念的深化和升华。

保护文化生态空间，既保护“文象”，更重视保护“文

脉”和“文魂”，立足对中华文化全方位的立体保护。

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意义深远、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

是我国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之后。于2008

年元月获准挂牌成立的第二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它的设立过程就是对文化生态空间保护的认

识深化过程。

文魂安身立命之所

古徽外I一府六县(歙县、黟县、祁门、休宁、绩

溪、婺源)之域，约l万平方公里，历史上人口不到

200万。自秦时始设黟、歙二县，就逐渐形成了有独

特的民俗风情、民间社会习尚、生活习惯的相对独

立的地理文化单元。自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

得名“徽州”之后，干百年来，行政格局相对稳定，宗

族社会特色突出。由于丛山环峙、高台城垒式的特

殊地理自然环境、中原移民的社会历史变迁、“程朱

阙里”、“儒风独茂”的文化氛围、明清徽商经济的物

质基础，古徽州成为崇儒重教的“义理之邦”、“文物

之海”、“东南邹鲁”。古徽州之域。以世界文化遗产

地西递、宏村为代表的近5000处徽州古村落星罗

棋布于黄山、白岳之间、新安江画廊之上。10000多

处地面文物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人们慨

叹：在中华古都西安之地，一镘头挖下去，说不定就

能刨出个历史文物来；而在“儒教圣地”的徽卅f乡

村，一踩上石板路．一不小心就踩在历史文化上。汉

代以后历代中原世家大族移民徽州，把中原文化带

进了相对封闭的徽州山区。足迹“几遍禹内”的徽

商，则把各地的文化和时代气息凝聚吸纳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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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干百年的吞吐吸纳、陶冶积淀、蒸育胚变，形

成了世人艳羡的徽州“桃花源里人家”、“中国最美

的乡村”。形成了宗族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徽州文化

生态空间。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空间里面，干百年来，

人们对中华儒学“和谐”理念的不懈追求和实践，宗．

族社会“重宗谊，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

有序”；士民百姓修身齐家讲“传家礼教谆三物，华

国文章本六经”、“慈孝后先人伦乐地，诗书朝夕学

问性天”、“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生机”；待

人处事讲吃亏是福。作退一步想；进退出处讲叶落

归根：置身社会崇尚乐善好施，济危扶困，强调社会

担当精神。徽州民间尚勤俭而务积蓄，农耕节用资

源，讲“养鸡产卵”，顺适自然，爱护生态；经商重诚

信商德，倡以义为利，注重人之理性追求。社会风习

惯于在人世中出世，既力求为社会效力，又淡泊名

利，甘于寒素；人们善忍饥耐渴做“徽骆驼”、“绩溪

牛”。在这一特色文化空间里，千百年来，徽州的先

哲先贤们用自己的辛劳汗水和聪明智慧，善于抢抓

历史机遇．实现了徽I、I'1社会在宋代政治上的历史性

崛起和在明清时期经济上的历史性崛起，促成了徽

州文化的“区域总体全面发展”，终于在明清时期几

乎在中华文化的各个主要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

就，“商成帮，学成派，名人成群”，产生了许多著名

学术流派和知名文化品牌。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

州版画、新安画派、徽州篆刻、新安文房四宝、徽州

方言、徽州戏剧、徽州四雕工艺、新安医学、徽菜技

艺⋯⋯每一徽州文化的特色板块，都是既有浓郁的

徽州地域特色。又更是中华文化文脉的承传和延

续，是中华文化在徽州的生动凝聚和再现。丰厚的

徽州物质文化遗存和丰富的徽州非物质活态文化，

是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

大量的徽州非物质活态文化，象徽州特色民间

风俗习惯、徽州方言、徽州民间传统工艺美术、徽州

民歌民谣、徽州民间文学等等．集中反映了徽州人

的价值观、理性追求和生活理念，是徽州文化的“文

魂”。温家宝总理2007年在参观全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结合在一起。

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入之文明，无

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之体，无文脉之魂。

徽州文化的“文魂”．依托徽州物态文化的各类“文

象”而存在，而徽仆I文化生态区域整体空间，就是徽

州文化“文魂”赖以安身立命之所，比如徽州文化中

的徽州古村落构形规划理念。就是通过遍布徽州山

乡的各种奇特村落构形这一物态表征而存在的。绩

溪石家村棋盘形民居建筑的规整布局，透露出石氏

家族对先祖的崇仰和对宗法制度的坚守；黟县宏村

科学水系的营造，则承载着汪氏族人对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的执着追求；歙县钱形村的精巧建构

反映了钱姓家族对宗族兴旺的心理企盼；歙县铳形

村的奇妙建造，在村形相当于“土铳”击火处建一油

榨的特别设置，生动地显示出入们依村就形，企求

“越打越发”的徽州风水理念；在徽州还有那些船形

村、荷形村、鱼麟街、蛇形镇等等村落构形实态，在

这类“文象”身上，都生动地体现出徽州文化的文

脉、文魂，构成了形象具体独特、蕴含意趣深厚的徽

州文化生态空间。再比如产生和兴盛于徽州祁门西．

乡的徽州目连戏，环砂村的明代戏剧家郑之珍正是

在“儒风独茂”的古微州。长期受儒学思想的浸染，

才有感而发，将佛家目连变文结合儒家“孝”的理

念，写出了儒、释合一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郑之

珍创作的宣扬孝亲行善理念的“目连戏”，以环砂、

历木、马山等徽州祁门乡村为生活背景，以徽州农

村环境为表演舞台，扎根在徽州乡村百姓中，因而

流传不息、影响巨大，至今徽州民间“目连娘、自讨

苦”的口头谚语还广为流传。郑之珍“目连戏”如果

离开了徽州乡村这一特定的生态空间，就会断其

脉。亡其魂。那种胡乱的移植和表演，只是一种傀儡

式的做作而已。

空间保护情势紧迫

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兴盛．仰赖数千年地域相对

固定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徽州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相

对完整的独特地理文化单元．千百年的吐纳凝聚，

蕴积提升。渐成地域特色而又顽强承传中华文脉、

壮实了中华文魂。没有“徽州”，哪来“徽州文化”?然

而上个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为了“剿共”的需要，竟

蛮横地将徽州的婺源划归江西。这一“帝国主义的

行径”(胡适语)立即遭到了徽州人的强烈反对，轰

轰烈烈的lO年“回皖运动”．表达的是徽州入坚守

徽州文化之根、坚持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不容割

裂的强烈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乡土认同。后来国民

党也不敢坚持违逆民心民意，只得又将婺源划回徽

州。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以后，婺源仍被从

徽州分割，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的割裂成为既成

事实。而到1987年，成立黄山市，个别长官又把重

要的徽州文化生态区域绩溪割离徽州，甚至连有

880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徽扑l”的地名，也被当作

无用的破草鞋抛到了一边。这种“没有文化知识，没

万方数据



第2期 方利山：保护生态空间 延续中华文脉 ．37．

有历史知识”的表现，再一次将徽州文化生态整体

空间无情肢解，使“徽墨”、“徽菜”、“徽州建筑技

艺”、“徽州建筑装饰三雕技艺”等等，徽州文化非物

质活态文化或“流离失所”、或“身首异处”、或“失魂

落魄”、或“魂不守舍”。这种行政区划的胡乱折腾，

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的强行肢解和割裂，给徽

州文化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统一保护造成了

人为的巨大障碍和困难。由于分属于不同行政区划

及不同行政区划发展目标重心的差异。加上首重

GDP的发展思维。各吹各号、各唱各调的“开发”、

“发展”，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在被肢解以后，更

面临着各种掠夺性的“开发”、“建设”性的破坏。这

种对文化生态空间的严重伤害，近些年来愈演愈烈。

徽州文化重要的物态现存徽州古民居、古祠

堂、古牌坊建筑三绝，近些年被大量“合法”和非法

地拆毁外卖。在徽州域内这些被拆出和流散的徽州

古民居瑰宝至少是一个“大宏村”；徽州吉祠堂被拆

卖的不下60幢．徽州吉牌坊历史上有400多座，现

存已只有100多座。至于徽州古建装饰三绝的徽州

砖、木、石雕，被大量不法倒卖外运，疯狂盗抢撬挖，

许多国宝级珍品已经从徽州本土流失。更严重的

是，在“开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浪潮中，一些地

方的当政者缺乏文化生态的珍视和保护意识，对于

徽州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空间进行了毁灭性

的改造和清理．一些重要文化生态空间正在迅速消

失。在“旧城区改造”中，有数百年历史、文化蕴含深

厚的屯溪柏树老街，整条街老房子已被夷为平地，

开发商要建设的是现代休闲、商贸、娱乐的“无梦

坊”．这里现在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两处文物保护点

(程大位故居和程氏三宅)，其立足的特定文化环境

已不复存在。这段古街区的历史记忆已被彻底清

除。屯溪戴震故里隆阜古街也在“新农村建设”中，

将有深深车辙痕迹、记载着当年徽商辉煌的古石板

路。浇上了水泥路面，在杂乱拥挤的、红红绿绿的

“火柴盒”排列中。古街已面目全非。为了扩建公路，

歙县孝女村边的“双烈桥”，被毫不犹豫地填到了路

基里．“双烈桥”石碑也不知成了哪个地方的砌磅石。

去年有个大开发商还突发奇想，打算把古称“文公

阙里”的婺源紫阳镇旧城区全部推倒改造，建设一

个让世人惊奇的“耳目一新”的现代影视基地，这简

直就是和要把曲阜“孔子阙里”推倒重来一样让人

不可思议。而在有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重点区块的

个别当政者，还在打算将域内徽州古民居、古祠堂、

古牌坊划一块地方集中“圈养”起来，以便放手卖

地、“招商引资”。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

质遗产项目的保护来说，对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

对这种文化生态空间的整体的动态的保护，认识的

到位、保护的难度、保护的紧迫，在目前似更有其重

要性。因为如果文化生态空间得不到有效保护。孤

零零的物态载体在改变了的生态环境中只是一个

摆设的文物而已，而那些只能依托其原生态环境存

在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成了无法在别处安

身的“游魂野鬼”。这些年，不少人把徽州古民居、马

头墙，搬建、移植到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栽在那些洋

式花园中．虽说也可算是“一景”，但这些徽派古建

拔离了徽州这个特定的山川环境，早已失去了其真

魂和神韵。而如果把徽州的“祠祭”一类民间习俗搬

到城里的戏台上去“表演”，那就不是一种“非遗保

护”，而就只是一种滑稽了。

正是出于对徽州文化文脉延续的担忧，学术

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

目前的保护现状都十分焦虑．一直强烈地呼吁：在

加强对徽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文献保护、加强对徽

州非物质活态文化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的同时，要

特别关注徽州文化文魂赖以安身立命的徽州文化

生态整体空间的保护。人们普遍质疑：地名本身就

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连只沿用了200多年的

“普洱”之名都已得到复名，而沿用了880多年的

“徽州”之名，这么厚重的文化符号，为什么还不能

得到复名?既然徽州文化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徽

州文化文脉、文魂赖以安身立命的徽州文化整体生

态空间，就决不能再继续这种被肢解的现状，绩溪、

婺源“返徽”，是长期以来最强烈的民心民意，为什

么体现民心民意，实现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

统一筹划会这么艰难?

去年以来，政府和各方面日益感受到了保护徽

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的紧迫性，积极申报和促成国

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成立，国家文化部多次

召开专家论证会。探讨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意

义和方法。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安徽时，对弘扬中

华文化和徽州文化作了重要指示。2007年8月，在

一份《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刻不容缓》的情况反

映上，日理万机的温家宝总理竟先后两次作出重要

批示。今年1月．国务委员刘延东又对徽州文化生

态保护区实验区建设作了重要批示。这一切，都突

出反映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建设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保护民族地域文化生态工作的

高度重视。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特别关注。

保护好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切实推进国家级徽

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建设。是国之重托．国人

之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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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保护关键

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挂牌已经

一年。虽然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学术团体围绕徽州

文化生态保护。在徽州物质遗存保护、徽州非遗活

态项目保护、非遗承传人保护等等方面，做了大量

具体而重要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还力所能及

地开始拟制保护规划。设立项目，并于2008年10

月召开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高峰论坛”、“徽州文

化生态保护学术研讨会”。还有多层面、多层次的

“徽I、I'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专题调研，社会民间对

保护区实验也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关心，宣传鼓动、

献计献策、努力促进。然而，由于徽州文化生态整体

空间分割在不同行政区划的客观现实，“行政主导

一切”的“中国特色”，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在

政府层面，推进状况举步维艰：至今跨省跨市的保

护区领导机构还没有建立；协调机制也没有形成，

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总体规划无从做起，基本上

还是“各自为战”。黄山市在“规划”，婺源自己也在

搞“婺文化规划”，象涉及歙县、绩溪、休宁、婺源的

徽墨制作技艺保护、歙砚技艺保护、徽菜、徽戏保

护，本应歙县、绩溪、休宁、婺源等通盘统一规划，现

在却分成几块，各有一套打算．给保护项目的实施

造成许多重复劳动、困难和尴尬。一年来的情况说

明，要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各相关当政者搞好协调、形成合力是关键。

首先．地方当政者对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能

否形成共识。决定了文化生态保护的命运。文化生

态保护区上一级当政者如果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和

一般发展经济区不加区别，仍用“强工富县”之类划

一的GDP要求进行政绩排名，设一样的考核标准。

不重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落实，不给生

态保护区以特殊的政策和关心，在这种大氛围里

面。那些处在生态保护区的当政者也就“身不由

已”．只能为上GDP奔命，只顾于方百计“招商引

资”，“开发工业园区”，这样收入才来得快。保护文

化生态．花钱多而收益慢，大多也就“顾不得”了。在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域内，个别当政者认为文化生

态保护只是一个一般文化项目而已，未能认识到徽

州文化生态保护是要在动态和整体的保护中。将历

史和现实相结合，把文脉传承和现代文化建设相结

合。打造精采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和现化文明相统一

的示范区块。是守护中华民族特色精神家园，是一

种“文化特区”的建设，因此他们常常慢半拍，“开

发”和“保护”常常打架，把“保护”当作了沉重负担。

实行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需要政府加大专

项资金的投入；需要政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

泛参与；需要政府拟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需要政府

加大对各类非遗传承人保护、激励的措施；所有这

些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

黄山市域内的潜口民宅博物馆．20多年来在政

府的果断决策下，将徽州偏僻山乡零散的明清时期

的有价值而实在无法原地保护的一些古民居单体．

严格按文物保护法，集中异地保护，拆到潜口重建，

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保护模式。现在又在政府的筹划

支持下，依托这些古建筑和原有生态环境，汇聚徽

州砖、木、石雕和歙砚、民间工艺的艺术大师，建立

了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基地，让活态徽州

文化在这一空间复活重现，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

的示范点。在这里。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了体现。

为了使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能得到有效的

保护，期盼国务院顺应徽州广大百姓的民心民意。

适时调整行政区划，实现“徽州复名”、“绩婺回徽”，

尊重文化认同，历史认同，社会认同，尽快结束徽州

文化生态整体空间被肢解、割裂的现状，为徽州文

化生态保护区实验扫清区划分割的障碍，这可能是

最重要的主导作用。

责任编辑：高焕

Protecting Cultural Ecology Inheriting the Chinese Culture

--Some thoughts on the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of the Huizhou cultural ecol093,
Fang Lishan

(Center of Hui Culture studi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Relying on the suprem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Huangshan，the ecological space of Hui

culture consisting of affluent tangible cultural remains and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vital for the

survival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However，as time goes，the valuable ecological space is

disappearing，thus the protection of it is extremely urgent．The key to the protecting work i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Key words：ecological space；situation；leading rol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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