珺
刘

农业
遗产
以乡土之道营造乡村

中国是以农开国、立国的国家，人民用
勤劳忘我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无与伦比
的农耕生活与灿烂文化。农耕文明是中
华文明的根脉所系，也是当今中国在急
剧变化、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安身立命的
底气所在。

NONGYE YICHAN
YI XIANGTUZHIDAO
YINGZAO XIANGCUN

农业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照专
家的权威解释，广义的农业遗产指的
是﹃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
所创造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
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狭义的农业

2 0 0年
2 联合国粮农组织
F A）
O 提出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指的是
（

遗产﹄概念。

7
2018.06 2018.08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6

策划 / 编辑 ＿刘珺 设计＿邱勇哲

农业遗产：以乡土之道营造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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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以乡土之道营造乡村

卷首

将传统而有效的农业形式作为文化遗产来认知，是人类理性行为的一种

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指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

体现。在理念和实践上将其规范起来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

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合国粮农组织（FAO），前者较早奠定了农业遗产理念和实践的基础，后者的

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工作项目，更是将农业遗产价值空前提
升。

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等特点。对农业遗产的挖掘、利用不
仅可为乡村营造提供文化内涵，更可为乡民和游客提供独有的精神食粮。因此，

支柱产业，也是古代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农业遗产（特别是与大自然的节

加强农业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解决乡村建设中大拆大建、移民上楼、

律保持一致的认知、表现、经验和实践化遗产，其中大部分表现为“活态遗

千村一面等诸多问题，让美丽乡村不再徒有其表，更具其独特的乡土本色、文化

产”，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此最具代表性。数千年

内涵与生态文明。

深刻影响。是故，中国农业遗产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举世罕有其匹。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农业遗产对于乡村建设具有核心价值。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地域多样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传统社会的

来，中国的农业科技和文明曾长久地走在世界前列，对各国农业的发展产生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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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我国各地在前所未有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却不可避
免地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工作造成较大的冲击，给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留存带

农业遗产是千百年来当地先民创造的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是

来新的阻碍。因此，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真正实现传承农业遗

农村文化、民俗的载体，也是我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我国政府在深

产，以中国自己的乡土之道来营造我们的美丽乡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必要

化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关注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8年中

而迫切的工作，也是本刊提出这一专题的意义所在。（刘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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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忱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RUN TU
DANGDAI NONGYE
YICHAN DE JIAZHI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润土

当代农业遗产的价值

10

一、对农业遗产的认识
和保护过程

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

一般地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先有

风中的重要作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

相当稳定的农业生产，供给人们生活物质，

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

然后才能产生上层建筑的文化，社会经济才

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

有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于中国，在过去五千

产。”这些年，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农业生产实践为亿万人

深化，工作思路逐步清晰。农耕文化遗产，

提供了生活物质，为悠久的中华文化奠定了

是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历

坚实的基础。中国是以农开国、立国的国

史的印记和标识，承载了整个民族的乡愁。

家，人民用勤劳忘我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无

按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的说法，就是“我

与伦比的农耕生活与灿烂文化。农耕文明是

们身上流着的血液里面都是农业文明的血

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也是当今中国在急剧

液”。保护和利用好农耕文化遗产，是落实

变化、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底气所

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也是当今

在。

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更是乡村全面发展的

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

我国政府在深化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一

重要抓手。当前，国家文化部门正在通过各

直关注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种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保护形式，对散布在

2018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指出：“切实

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其中，农业

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

遗产的特殊意义便逐渐地彰显出来。

2018.06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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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农
合
林
系
统牧

农业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照专家的权威解释，广义的
农业遗产指的是“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
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狭义的农业遗产
指的是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全球重要农业文

特指人类创造的土地利用系
统和独特景观，体现自然与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位于甘肃省甘南
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益哇乡。在该系统
中，农、林、牧之间的循环复合使其
生产能力和生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游牧、农耕、狩猎和樵采等多种生产活
动的合理搭配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汉地农耕文化与藏传游牧文化的相
互交融形成了特殊的农业文化。

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 tural Heritage Systems，
简称 ‘GIAHS’）”概念。这个农业遗产保护“旨在建立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
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认定的农业遗产与其他遗产相比，有诸
多重要特征。（1）特指人类创造的土地利用系统和独特景观，
体现自然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2）体现着农业生产和自然环
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3）活
态化存在，具有生产性与可持续性；（4）多重开发利用价值。
对于乡村而言，农业遗产的作用是润土，滋润着乡村的生产、生
态系统，进而滋润着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人文精神。农业遗产

扎
尕
那

中国政府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这项农业遗产申报保护工作的积极响应
者、实践者和重要推动者。不仅在国内积极开展这些工作，还参与了全
球保护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2012年，中国率先在世界上开展国家级
农业文化遗产发掘；2014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署了南南合
作框架下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合作协议；2015年，中国颁布
全球首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自2016年以来，农业文化遗
产工作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自2014年起至今，中国向联
合国粮农组织申报成功的项目达到15项，占立项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另
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标准，中国政府也设立了国家级农业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91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仅数量遥遥领先
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且历史悠久、样态丰富。挖掘、保护和传承这些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对于我国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让子孙后代受
益不尽，也将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体现着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
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是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是乡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代表着人类的农耕文化水平和利用
自然、善待自然的智慧。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历史遗迹，也是体
现着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活着的”生产生活样
态。农业遗产植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传承了
故有的系统、协调、循环、再生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
深化和完善，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模式和经验。之所以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条件下发掘、保护农业遗产，目的就是希望通
过这项工作，将历史上祖先所创造出来的传统农业文明以活态形
式留存下来并传承下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与
借鉴。

活态化存在，具有生产性与
可持续性

_独特的生态区位促进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融合
与发展，造就了独特的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并于2018年入选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多重开发利用价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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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业遗产的价值和利用
这些内涵丰富、样态多元的农业文化遗产，如果

古黄
桑河
树故
群道

仅借其秀美风光开发旅游，或者束之高阁供人缅怀，是
远远不够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让收藏在禁宫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农业遗产中所蕴含的生物多样性、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正在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动

自 公 元 前 6 0年
2 始，在历史长河中，黄河主
流、支流多次流经夏津县，并且多次决口泛
滥，河床沉积、决口歧流堆积，形成了夏津独
特的地貌特征。黄河改道后为这片土地留下了
一 片 3万
0 亩的沙荒地。夏津县桑树栽培历史悠
久，规模庞大，最盛时期夏津境内有 万
8 亩之
多，历史记载﹃此间树木繁盛，援木攀行二十
余里﹄，由于历史上古桑树群几经浩劫，现仅
遗 存 古 桑 树 6 0 0多
0 亩， 万
2 余株。

力。如何挖掘、认识和运用这些遗产，需要认真思考。

（一）从农业遗产中汲取生产智慧
与一般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不同，农业遗产既有物质
性也有非物质性，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元素，而且至
今依然在发挥着生产、生态功能。以农业遗产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农业本身就是低碳循环的农业发展模式，符合
当今生态建设的理念。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除了利用现
代高科技，还需要汲取传统农业智慧。农业遗产的发掘
与保护，对于解决当前全世界农业面临的危机非常有价
值。

桑
基
鱼
塘
系
统

湖
州

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形成起源于春秋战国
时期。千百年来，区域内劳动人民发明
和发展了﹃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
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
鱼塘生态模式，最终形成了种桑和养鱼
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江南
水乡典型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景观，并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

1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夏
津

最早发现中国农业遗产价值的要数1908年
间任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的威斯康星大学教
授富兰克林·H.金，他远涉重洋考察了中国、
朝鲜、日本传承下来的农耕体系和保护自然资
源的方法，随后写出《四千年农夫》一书。他
在书中指出，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农耕方式，
是最节约资源、最富有效率的农业，在最小的
土地面积上，土地的价值被极大地发挥出来，
生产了最丰富的农产品，养活了世界上人口密
度最大的人群，这是不得了的贡献。金教授
的观点矫正了100多年来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
发展目标。在城镇化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经济
_现阶段，夏津黄河故道地区桑产业发展有鲜果生产、椹干

增速长期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保护自

晒制、鲜果深加工、桑黄与椹叶茶制作和休闲农业等多个

然、维护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传统农业所蕴

方面，同时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桑”的全元素利用

含的智慧，值得我们好好发掘与保护。

2018.06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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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是所有乡村文化遗产
的根基。我们应该把农耕文化当成
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来认识，不能
本末倒置，把农业遗产抛在一边。
农业遗产与村落的庙宇、祠堂、手
工艺或名建筑同样具有文化价值。
不能简单按照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来
保护和利用农业遗产，只追求产业
的单一化、集约化，片面追求产
量。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则
要注重综合性、系统性保护。要开
发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产品高端品
牌，并植入多种经营模式，通过复
合种植来克服单一种植所带来的生
态退化。

（二） 从农业生产当中传承文化

农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产生
了文化，文化发展反过来又
推动了农业的进步

农业与文化之间存在天然的血缘联系。农业生产的不断演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没有

中国乡村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
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
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
识和趣味文化系统

农业，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产生了文化，文化发展反过来又推
动了农业的进步。农业与文化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
历史上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吃饭问题始终是最严峻的国计民生大事。为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
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和文化得到了完整
和充分的发展。直到晚清时期才发展出现代工商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乡村创造并保存
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
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宏观整体的认识论、“道法自然”的修身养性的生活方
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和谐从容的农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
一”“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特质的中国文化。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先民创造了
敬天法祖、崇德向善、包容宽恕、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
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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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是所有乡村文化遗
产的根基。我们应该把农耕
文化当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系
统来认识

开发农业文化遗产地产品高
端品牌，并植入多种经营模
式，通过复合种植来克服单
一种植所带来的生态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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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以乡土之道营造乡村

策划 / 编辑 ＿刘珺 设计＿邱勇哲

（三）立足为人类保存
文化遗产的长远目标，创
造性地保护农业遗产

共青
生田
系稻
统鱼

作为农耕历史悠久、农业文明漫
长、农业类型多样的国家，中国的农业
遗产无疑为人类生态文明提供了中国智
慧。农业遗产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安全。历史上中国的农耕文明

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中，有很多
国外的项目都与中国密切相关，甚至来
源于中国。比如伊朗的坎儿井，与新
疆的坎儿井异曲同工；日本和歌山的青
_韩国全罗南道宝城绿茶园

青田县位于浙江省中南
部，瓯江流域的中下
游。该县自公元 世
9纪
开始一直保持着传统的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
﹃稻
田养鱼﹄，并不断发展
出独具特色的稻鱼文
化 ， 2 0 0年
5 月
6 该系统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
首批，成为中国第一个
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在世界上曾广泛传播。在联合国粮农组

浙
江

三、我国农业遗产保护工作的
不足和发展前景
相对农业遗产的博大精深，我国的农业遗产保护工作仍
然存在家底不清、发掘不深、类型不多、研究力量薄弱、投
入和宣传力度不够大等诸多问题。而且长期形成的发展经济
的思路，导致我们对这些珍贵的遗产经常视而不见，疏于保
护，甚至为短期经济利益牺牲农业遗产。经常的情形就是，
要么片面僵化地只保护、不创新，致使农业遗产生产生态功

中
伊/国
朗 新
疆

坎
儿
井

能退化；要么盲目引进各种商业资本，将遗产以商业运作的
模式肢解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采取更有力度和针
对性、创造性的政策和措施，加大保护力度。在农业遗产保
护利用中，各地一定要利用自身优势来拓展农业的功能，在

梅、韩国的传统茶园，均来自于中国；

利用中保护。

日本佐渡岛的朱鹮，更是得益于中国的
支持。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农业之源，
对农业遗产的挖掘，同样也能加强文化

坎儿井起源于波斯，分布地域以伊
朗高原为中心，东至中国新疆（普
遍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西至
摩洛哥。 坎儿井，坎儿，意井穴，
为荒漠地区一特殊灌溉系统，作为
特殊地理环境下的水利工程，坎儿
井是人类对自然界水资源的利用、
控制和改造工程中，逐步认识与掌
握水循环的智慧结晶。

自信，提高人民对本国本土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
中国的农业遗产保护工作也为世
界各国做出了榜样。在中国政府的推动
下，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
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的首批保护试点。
随后，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编制完成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家行

动框架》和试点保护与发展规划，确立
了对整个项目的指导地位。中国政府还
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论坛、培训等多
种形式，探讨农业遗产过程中的具体问
题，以中国农业遗产智慧帮助欠发达国
家推进农业生产。14年来，中国创造的
经验和工作方法，为遗产地带来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遗产申报与
管理、科学研究与成果推广、政策融合
与机制建设、学科发展与能力建设、典
型示范与推广等各方面均走在了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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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水稻为
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

列。使农业遗产保护成为国际交流合作

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

的一个重要领域。

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

2018.06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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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以乡土之道营造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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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摸清家底，尽快建立健全农业遗产保护体制机制。 我国地域广阔，农业生
产体系和类型多样，远远超出目前91项重要农业遗产的范围。通过立法调研，可以
更全面地掌握我国农业遗产情况和保护现状，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农业遗产的遴选、
保护和利用要求，同时推动社会形成保护共识。建立农业遗产保护机制，出台农业
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业遗产评定的标准体系和保护条例，以此来推进
农业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可持续地进行。

二是活态保护优先，注重农业遗产的系统性、科学性。 农业遗产是活着的历
史，农业遗产的保护不是保存，而是通过发展促进活态保护。活态是农业遗产保护

梯山
田地
系稻
统作

龙
胜

的核心要素，就是为了遗产地生产系统不断优化，也是为了创新，使之更具有科学
龙胜龙脊梯田属于中国南方山地稻
作梯田系统。龙胜梯田距今至少有
2 3 0多
0 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
乡。居住在龙胜梯田的壮族、瑶族人
民，祖祖辈辈筑埂开田，向高山要
粮。从水流湍急的溪谷到云雾缭绕的
峰峦，从森林边缘到悬崖峭壁，凡是
能开垦的地方，都开凿了梯田。

性、系统性，为传统农业对接现代生态农业科学体系打下基础。

三是涵养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系统。 乡村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既有精神性的资
产，也有有形的物质资产；既有公共性、集体性空间，又有个人化的、生活型空间，是
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形态。我国设立的各种名目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多突出
某一项、某一环节的文化遗产特色保护，却忽略了项目的相关性和系统性、整体性。农
业遗产必须保护其关联性内容。农业遗产好比是泥土，泥土之上是农业知识系统、农耕
用具、艺术表达和居住建筑、村容村貌以及祭祖敬神观念，等等。对这个完整的生产生
活系统，农业遗产保护就不能仅仅以生产或景观旅游单纯切入，而要着眼于涵养这个系
统。“润土”才能避免乡村文化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是保障农民在农业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利益。 农业遗产是农民在长期农耕劳作中形
成的，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产智慧。如何保护、利用，农民最有发言权。联合国粮农组
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说：“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和最主要的
保护者，只有让他们从中受益，才能让保护和传承工作一直持续。我们要找到保护、发
展、传承和农民收益的平衡点，并以经济科学的方式把遗产地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传统知识都孕育于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整体保护传统农业的文化与社会系统，
并非是浪漫的怀旧，而是恢复乡村活力、增进农民乡村生活能力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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