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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营造

莫让﹃洋思维﹄
破坏﹃土遗产﹄

文 / 李 华 东（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建 筑 与 规 划 学 院 副 教 授）

在世界独树一帜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在核心价值、生
产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机制等方面与生态文明的自适性，很
可能让中国在后工业时代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一样但很成功的
文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另一种道路。但在近现代，因为丧失
与西方的比较优势，西方各种观念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
角落，甚至作为传统文化最后容身之地的传统村落，其保护发
展也受到西式思维的波及。因此，应尽量以中国乡土的方法去
保护发展传统乡村，进而汲取乡土之道用于中国乡村的营造，
为世界贡献另一种发展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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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洋思维”
笔者所说的“洋思维”，并不是西方人的思维。西方人按自己的宗
教、价值观、习俗等思考行事，天经地义。可是，我们明明不是西方人，
搞起乡村建设，却是满满的洋思维洋观念洋方法洋技术洋措施……概而言
之，中国人自己对西方观念支离破碎的信奉，就是“洋思维”。现在有些
地方的乡村建设，简直就是力图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栽洋花种洋草，表面
看倒也莺莺燕燕姹紫嫣红，可是从长远来看，毕竟有点水土不服。中国土
壤上的洋花洋草是结不出什么丰美果实的，除非我们能把土壤也彻底洋
化。于是乎，大家所诟病的，中不中、西不西、洋不洋、土不土……不伦
不类的乡村和建筑，就这么大规模地建成了。
甚至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过程中，在“洋思维”的指挥下，我们不
但没有发挥好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化基因库的作用，反而让这个基因库面
临着萎缩、异化的风险，保护发展工作也步履维艰。尽管当代中国已远非
昔日可比，可是“文明即洋”的思维已经在许多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就
笔者比较喜欢琢磨的传统村落，凭直觉而不是理论分析，也许我们还没有
充分明确一个观念：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更应该用中国的思维，而非用
洋思维、洋观念、洋办法、洋措施……来看待、理解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最
后的容身之所。很可能，我们的努力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洋思维”禁
锢了我们探索另一条道路的勇气。

二、“洋思维”的若干表现

以假
换真

表现之一，用洋观念替换我们的文化根基。
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等和西方有本质区别，这也正是中华文化
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之所在。可惜，这样巨大的价值在“洋思维”们看来，却
正是急于摆脱或清除的目标。比如，“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群体高
于个人、和谐高于争斗……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会阻碍我们转型为文明社会，

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思维方
式等和西方有本质区别，这也
正是中华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的
价值之所在。如果洋也洋不彻
底，中也中不到位，最后只能
沦为文化的弃儿。

要不得！你看人家西方人，强调私利、崇尚个人、追求自由、渴望斗争，所以
看看人家的创造力，远远超过中国吧……”于是乎，都要打倒，都要摒弃。可
问题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西方的人文基础和历史逻辑，就算努力学习模仿近百
年，也不过得到些皮毛。我们传统的东西被打倒以后，还剩下什么呢？结果
是，我们的精神洋也洋不彻底，中也中不到位，最后只能沦为文化的弃儿。
比如，传统民居的“真实性”。文物建筑保护的“真实性”要求，是基于
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建筑材料等一整套系统发生发展而来的。建个斗兽场，要
的就是“只要斗兽场在，罗马就在”；建个教堂，就是要“求万世之长存”。
可中国人自古就和西方人不一样，认为房子和人、和万物一样，都有兴衰更替
生老病死，在“拿木头盖就好啦，别追求什么不朽”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中国
的木头房子的“真实性”，能完全和西方的石头建筑一样吗？可是在实践中，
真实性原则滥觞整个传统村落，一系列问题就凸显出来：传统村落就要“原汁
原味”、保护范围里禁止新建、传统民居就要“修旧如旧”……这样一来，住
在老房子里的人就越来越少、干部们就在为安置房的土地指标头痛、专家就在
为传统村落的空心化而黯然泪下……有没有人勇敢地想一想这个问题：什么是
中国传统村落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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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
西化
西方式现代化已经成了中国
人一种坚定而狂热的『新宗
教』。并且，在实践中、在事
实上，现代化的目标、内容、
路 径 、 方 法 …… 都 是 西 方 人 给
我们定下的。在应对人类未来
的问题方面，西方式的现代化
绝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途径。

表现之二，西方式现代化成为我们一体凛遵的新宗教。
中国传统村落之所以具有非同一般文化遗产的价值，恰恰在于其种种区别于西方的“落
后”，为这个世界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之外一个可贵的样本和可能性。可惜的是，西方
式现代化已经成了中国人一种坚定而狂热的“新宗教”。并且，在实践中、在事实上，现代化
的目标、内容、路径、方法……都是西方人给我们定下的。就连在农房里搞个厕所，也必须采
用抽水马桶才叫过上了文明生活。我们不但在城市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现代化”，还要全力
以赴地让乡村也“现代化”，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湮没了星斗满天的夜空，机动车嗖嗖地掠过古
朴的巷道，洗衣机取代了井头溪边的嬉笑浣纱，古老的书院让位给了大大小小的屏幕，化肥农
药洒满了田野，喧嚣的叫卖响彻街头巷尾……我们就这样被现代化了，而为了这种现代化，整
个地球付出了什么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对未来技术究竟把人类带向何方的
担忧，有关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在应对人类未来的问题方面，西方式的现代化绝不应该成为唯
一的途径。中华民族有这样的文化积淀为人类的未来找出另一条途径、创造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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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三，西方学术范式蒙蔽了对中国营造之道的认知。
我们并不是很重视，用中国之道去理解中国乡村。中国的传统乡村不是“洋思维”建成的。
对于这么明显的常识，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落户于此的先民们，是在地形测绘图上摆弄房子
的吗？给祠堂选地方的时候，是按照什么空间拓扑深度来选的吗？在村边上栽树的时候，是考虑
了元细胞自动机制吗？在盖楼的时候，是考虑了什么√ 2 的比例循环了吗……用这些洋办法来分
析已经建成的村落，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这些绝不是传统乡村的本源，如果我
们迷醉于此，那就是郢书燕说、指鹿为马。
我们的乡村建设，本来可以做到90分的，却只做到了70分，白白浪费了那么优秀的中国营造
之道，反而从西方人那里山寨了一套来搞建设，既没有实现自身的文化成就和自豪，也没有提升
到新时代中国人应有的深度和高度，更没有为世界建筑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原因很多，教育可
能是其中之一。西方的学术血脉，渗透我们的设计教育中，设计师们几乎都是用西方的概念训练
出来的，中国的乡土营造被试图“科学化”，连“营造”也被“建设”代替了，对乡土建筑也只
能以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分析……这么一来，我们是有建筑科学了，也有建筑工业了，可是乡土
营造之道，却在被漠视、蔑视中逐渐地死去。

用西
衡中
西方的学术血脉，渗透我们的设计
教育中，设计师们几乎都是用西方
的概念训练出来的，中国的乡土营
造被试图﹃科学化﹄，连﹃营造﹄
也被﹃建设﹄代替了。用西方的标
准来研究中国，只会失去中国文化
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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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四，西方的条条
框框限制了我们对传统村
落价值的理解。
按当前世界通行的做法，一种遗
产要得到保护，必须得有“突出的普
遍价值”。无论搞调查、做研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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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足
适履

三、让中国乡土遗产为人类
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类文明好像又走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西方
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主导的价值观体系导
致的膨胀，似乎到了某种极限。物质极大富足却极大

价值。一评估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科

的不平均，技术疯狂发展却已经迷失了方向，文化多

学价值、艺术价值等，尽管这是西方精
英阶层给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设定的框
框，我们却一体凛遵。可是，建造传统
村落的祖先的思维方式从根子上和西方
人不同。为什么我们要在西方思维的指
引下，按照西方技术的框框，在东方传
统文化的宝库中去筛选西方所需要的东

《淮南子·说林训》：﹃夫所以
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
杀头而便冠。﹄因为鞋小脚大，
就把脚削去一块来凑合鞋的大
小。比喻不合理的迁就凑合或不
顾具体条件，生搬硬套。

规划、搞开发，总要求评估传统村落的

样性被逐渐消灭，环境问题，文化冲突……一些西方
学者都在认真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
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
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而中国的特殊
之处在于，它既没有西方化，也没有被西方奴役，所
以还仍然保有文化的选择权。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体

西？找不到就回头怀疑这个宝库其实是

系、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使中华文化不会成为其

个骗局。

他文化的附庸，而能在独立自主的轨道上实现自我革
新和发展，为人类文明提供另一种出路。
首先，中华文化绝不能自我放弃，要为人类探索
新的道路。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
有西方工业化的逼迫，中国人也许会按部就班地渐渐

传统
缺失

发展到生态文明，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本身就蕴

尊重和了解其他文化自身的逻
辑、规则和价值，是全世界的共
识。可是在乡村建设的大潮中，
事实上我们在用支离破碎的所谓
﹃现代﹄观念和方法，去支离破
碎地保护、振兴、建设乡村。

表现之五，以西方的标
杆来衡量中国乡村的建设
实践。

我们是不是清除了些本该保护的东西？

尊重和了解其他文化自身的逻辑、

是比那个龙舟本身更重要吗……又比

规则和价值，是全世界的共识。可是在

如，是不是所有的农村都要有公共厕所

乡村建设的大潮中，事实上我们在用支

（如寒风凛冽的北方、还在使用有机肥

离破碎的所谓“现代”观念和方法，去

的村寨）？是不是一定要水冲厕所？是

支离破碎地保护、振兴、建设乡村。中

不是村村都得上污水处理设施？新农房

国乡村自身的逻辑、规则和价值，越搞

也一建就是西方功能主义的那套，有了

越气息奄奄，老问题不但没成功解决，

卧室客厅起居室厨房卫生间……中国人

新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把大家都弄得筋

本来讲究“土木之事，首忌奢靡”，房

疲力尽、气喘吁吁。比如，我们都积极

屋营造讲究的就是既要“大壮”，也要

地要让村民享受现代化成果，端午节赛

“适形”，可对于很多农房的建设，我

个龙舟，现代化的成果是玻璃钢龙舟，

们本来有伟大的营造传统，却早被抛到

工厂生产，快速高效，物美价廉。可是

爪哇国去了。

一群人聚在一起，伐木、制作、组装龙
舟，难道这个凝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不

含了当代所称的生态文明的大部分内容。可惜的是，
在20世纪这样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被洋枪顶着脑壳
开始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狂奔，跑着跑着就忘了
当初是怎么开始跑的，“现代化”反而变成了一种狂
热的追求，一些人看到还没有“现代化”的、温厚安
详的村庄，就痛心疾首，挖空心思全力以赴要让村庄
“享受现代化的成果”。
在这样的临界点上，中华文明要不要延续发展，
这就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了。中国文化不能洋、
也洋不了。我们现阶段奋斗的目标，是国家和民族的
复兴，但什么是复兴？我们对此应该有宏大长远一点
的眼光，应该看到其背后具有长久意义的东西。如果
中国人确实有可能建设一个和西方不一样的文明，而
且它在核心价值、社会制度、生产形态、生活方式、
运行机制等方面，确实跟西方文明不一样，那其重要
价值就更加不可替代了。既然过去我们没有被消灭，
到今天更不能自我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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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该力求传统乡村跳跃式的发
展。
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乡土遗产的作用，
实现乡村发展的弯道超车，那么对生态文明
充分而深刻的理解与实践，可能成为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我们的社会进
步，为什么非得要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那套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顺序
进行呢？尤其对现在还比较“落后”但生态
环境和生活方式保持还比较良好的那些传统
村落，我们能否让它们跳过工业时代，直接
进入生态文明时代？难道保留些优秀的传统
生活方式，用以救赎已入膏肓的城市病，不
正是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的目的之一吗？本来

中华文化绝不能自我放
弃，要为人类探索新的道
路，应该力求传统乡村跳
跃式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展出新的文明，为人类的未来提
供另一种可能，现在却变成什么都讲究追
赶，气喘吁吁地追赶西方人，重蹈西方人一
个又一个的覆辙，在追赶的过程中文化自卑
心态越来越强烈，永远不敢鼓起勇气想一
想：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再次，“求洋”，不一定得“弃中”。

四、把“洋思维”换成“中国心”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从
来看不上二元对立。可是由于“洋思维”越

乡村营造的愿景是什么？我们总得有明确的追求才能有
跟进的措施。优美的自然生态、舒适的人居环境、发达的经
济生产、富足的精神生活……这些可以说是所有村民的共同
追求。而作为文化基因库的传统村落，到底有没有特殊一点

中
庸

的愿景呢？为了这一特殊的愿景，是否应该跟进一些特殊的
来越多，二分法就在中国盛行起来了，光明/黑暗、进步/退步、现代/传
统、世界/中国、科学/迷信、新生/垂死、文明/野蛮、敌人/朋友……这种
思维让很多人丢掉了中国传统“求同存异、混元为一”的精髓，认为要现
代就得清除传统，要先进就得清除落后，要文明就得清除蒙昧，要城市就
得清除农村……

中庸之道，指不偏
不倚，折中调和的
处 世 态 度 。 《 论
语·庸也》：﹃中
庸之为德也，其至
矣乎。﹄

某些方面洋起来当然是有好处的，始终沉迷于风水堪舆而不接纳现
代规划科学绝对是一种愚蠢。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求洋”，就一定得
“弃中”吗？我们的现代化一定得以清除旧传统为前提吗？梁漱溟老先生
有次演讲说，“假使他知道中国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
胆前进；他若知道中国文化坏，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
丧其勇气”。过去的上百年里，我们在努力证明洋文化好、中国文化坏这
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多甚至太多了，而在“中国文化好”这个领域，做得却
远远不够。如果是这样，对西方来说，如何真正发现中国？对中国来说，
如何更好地说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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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呢？
“洋思维”确实对认知、发挥中华传统文化，更具体
地说，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但在实际工
作中应该怎么办？这个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观念和实践
上积极地探讨。我们应该开始重视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要
努力建立起研究中国乡土营造的方法论和体系；大力培育一
些有乡土观念、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大力开展乡土教育；要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这轮大潮中充分发挥乡土营造的知识和技
巧……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义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大音稀
声、大象无形，它不知何在，却又无处不在，难以表述描
摹？我们可否这样认为：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是什么
呢？传统乡村难道不是其中之一？那就尽量找机会，一村一
村地去读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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