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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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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我国步入新旧动能转换时代，传统村落旅游业进入新常态。本文以泰安市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 6个古村

为例，探讨了传统村落目前存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众多问题，特别是旅游资源开发过量、旅游形式单调、资金匮乏、

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宏观调控以及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主要问题。针对这些主要问题从旅游+传统村落开发性

保护、旅游+传统村落创新产业、旅游+传统村落文化、旅游+传统村落生态文明以及旅游+传统村落互联网五个方向

出发，提出了维护传统村落原真性、规范化管理、传承历史文化，同时提高传统村落居民生活质量、政府进行有效

规划以及平衡传统村落环境承载力的旅游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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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ld and New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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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aking Taian 'an as an example of the six ancient villages of China's traditional vill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excessive, the form of tourism is
monotonous, the capital is scarce, and the infrastructure is not perfect. The lack of macro-control and the lack of perfect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are the main problems. Aiming at these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directions:
tourism + traditional village development protection, tourism + traditional village innovation industry, tourism +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tourism + traditional villag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ourism + traditional village internet. It also puts
forward five directions: maintai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nheriting historical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idents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balancing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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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 2015年我国政府会议中首次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讲话，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新

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年 1月 20日印发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意见，提出欲实

现经济结构转型，需加速新旧动能转换[1]。“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是指从传统产业中发展与优化新动能，

也意味着在科技发展下创新新动能，二者和谐发展，相辅相成。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建村于民国前，建筑环境以及风貌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未发生较

大变化的村落，是我国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不仅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对

于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有重要价值[2]。开发传统村落旅游过程中，要有效保护传统村落自然与文化遗

产，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利用旅游开发推动传统村落经济发展。

泰安市位于我国山东省中部，是我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尤其是泰安境内的泰山，每年吸引了大

量的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本文以泰安市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新旧动能转换背

景下以保护泰安市传统村落为前提进行旅游开发，对于泰安市传统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以及地方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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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安市传统村落概况

如何开发与保护传统村落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行业中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随着 2013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

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提出，政府以及各界

专家学者对传统村落更加重视[3]，并从各个方面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作出相关研究。

1.1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 6个古村现状分析

泰安市共有 6个古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4]，分别为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二奇楼村、泰安

市肥城区孙伯镇五埠村、泰安市肥城区孙伯镇岈山村、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上泉村、泰安市岱岳

区大汶口镇山西街村以及泰安市东平县银山镇南堂子村。

二奇楼村始建于明代，目前户籍人口数量为 370人，常住人口数量为 300人，现存传统建筑数

量为 8栋，村落特色为全石村落；五埠村始建于明代，目前户籍人口数量为 880人，常住人口数量

为 899人，现存传统建筑数量为 4栋，具有徐家大院、山神庙等传统代表性建筑，五埠村以石头部

落以及古村巷院作为传统村落特色，被评为国家级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以及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玡山

村始建于元代前，目前户籍人口数量为 660人，常住人口数量为 452人，现存传统建筑数量为 4栋，

具有德秦昌药铺以及关帝庙等代表性建筑，以红色堡垒作为其传统村落特色；上泉村始建于明代，

目前户籍人口数量为 211人，常住人口数量为 242人，现存传统建筑数量为 6栋；山西街村始建于

清朝，目前户籍人口数量为 542人，常住人口数量为 560人，现存传统建筑数量为 4栋，具有大汶

口遗址以及山西会馆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堂子村始建于清朝，目前户籍人口数量为 352人，常

住人口数量为 340人，现存传统建筑数量为 4栋，我国 3A级景区昆仑山景区就位于此地。

2.2 传统村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泰安市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以及综合分析，可知泰安市传统村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2.2.1 现代与传统的碰撞 传统村落之所以吸引游客，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建筑文化，因此在对传统村

落进行旅游开发时，需保留其建筑文化历史性以及传统文化性。在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应

最大限度保留村内建筑，使游客感受历史文化氛围，满足观赏需求[5]。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时，通常

在传统村落外安置村落居民，新建大量安置传统村落居民的住宅，而新建住宅通常属于现代风格，

与传统村落内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传统村落村内与村外建筑风貌差异较大。传统村落面临如此

巨大的现代化冲击会直接造成村落空心化、道路硬化以及村落建筑步入现代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2.2.2 旅游资源的过开发 传统村落存在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现象，游客客流量过大，人们随手乱扔垃

圾，导致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出现环境污染等问题。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

它会严重破坏传统村落中历史文化遗产，导致几百甚至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无法修补而渐渐丧失。在

旅游开发时不应只重视旅游行业的经济利益，忽视泰安市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2.2.3 旅游形式单调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心浮躁的社会发

展中，传统村落的历史特色可吸引大批量游客前来观光吸收文化底蕴。而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泰安

市传统村落中民间工艺以及历史文化元素渐渐被人们忽视，泰安市传统村落中的彩陶以及放河灯等

传统文化技术随着传承人的逐渐减少而渐渐被人们遗忘。古村落中体验性活动过少，导致大批量游

客失去旅游兴趣，旅游开发应重视旅游形式丰富多样，适当加入游客体验传统文化项目，利用我国

千年流传下来的历史传统文化吸引更多游客。

2.2.4 资金匮乏，基础设施不完善 泰安市政府在开发传统村落的旅游业过程中宣传力度较低，导致

无法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以及游客，长此以往不利于泰安市传统村落的发展。泰安市传统村落中大部

分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并不完善，传统村落中历史悠久，居民整体经济水平偏低。而保护传

统村落以及开发旅游业均需要大量资金维系，资金严重不足导致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具有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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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严重制约各项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的落实以及实施。

2.2.5 缺乏宏观调控 目前泰安市旅游管理部门较为重视传统村落中各文物的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方

面，忽视了传统村落整体空间格局以及各街、巷的保护。在相关部门管理方面，不仅应考虑单方面“点”
的管理，还应注重“线”与“面”的宏观调控。泰安市传统村落中古井、院落以及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氛

围的环境要素也应引起重视。在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行业需要保护传统村落风貌完整

性，各传统村落均由大量建筑组成，具有整体性，在开发过程中不应破坏传统村落整体风貌。整体

风貌不单单是指传统村落中建筑，传统村落中的街道、院墙以及树木等均为构成传统村落的元素。

目前泰安市传统村落的旅游行业过于重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传统村落的原真性。具有宏观

调控的保护规划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有效利用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制定

科学合理的传统村落保护措施，规范化引导未来旅游业发展。

2.2.6 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国家针对历史文物保护虽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但对于传统村落保护

政策以及法规体系并不健全，尤其是我国传统村落数量较多，情形各不相同，因此无法通过统一政

策法规体系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保护传统村落过程中经常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国家针对已属于文

物保护单位的传统建筑具有完善的法规政策，但泰安市大部分传统村落建筑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

因此无法获取政府提供的各项基金以及法律保护。国家应针对传统村落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

健全现有传统村落保护机制，科学合理的保护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传统村落。

2 泰安市传统村落与旅游相结合开发思路

随着泰安市政府对传统村落推广做出的一系列政策，传统村落以其丰富的古典文化氛围吸引大

量游客目光。人们渴望“感受自然，回归传统”，传统村落以其悠悠古韵和淳朴的生活气息，满足人

们的心理需求。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以保护传统村落为基础，通过从旅游+传统村落开发性保护、

旅游+传统村落创新产业、旅游+传统村落文化以及旅游+传统村落生态文明四个方向出发，对泰安市

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

2.1 旅游+传统村落开发性保护

传统村落随时间发展而形成，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传统村落规模以及布局随着时间发展

而渐渐有所变化，村落中现存所有元素均是在时间流逝下而存活，它的整体空间环境随长期演化而

相对稳定[6]。传统村落的存在验证了世间万物的神奇，其强烈的历史氛围是人们在保护传统村落中

需要尊重的。在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时，应保护传统村落历史的真实性，尽量不破坏原有历史

建筑，对于原有历史建筑应积极进行维护以及整修。

2.2 旅游+传统村落创新产业

在开发村落旅游过程中，将旅游与传统村落相结合，通过创新产业与旅游相结合带动泰安市的

整体经济发展。泰安市传统村落以发展特色种植以及特色养殖为创新，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

展，建立具有泰安特色的农业生态园进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泰安市具有剪纸、布艺等传

统特色工艺，可将传统工艺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开展新产业，通过大量制作工艺品促进泰安市传统村

落旅游业发展[7]。

2.3 旅游+传统村落文化

泰安市位于山东省境内，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文化底蕴深厚。泰安市传统村落中不仅具有

儒家文化，还具有泰山文化、红色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各种文化要素。传统旅游方式以景区为旅游

资源，而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开发泰安市旅游资源将旅游与传统村落文化相结合。传统村落作

为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利用其自身具备的传统村落文化开发旅游，带动传统村落以及泰安市

的整体经济进步，延续泰安市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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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旅游+传统村落生态文明

为维护泰安市传统村落生态文明，在以保护传统村落基础上开发旅游时，应广泛考虑生态学、

地理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各学科理论知识，对传统村落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旅游开发者应重视

如何在发展旅游业同时保护传统村落并进行优化，对于开发旅游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提出有效解决政策。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传统村落生态文明，设置分区保护以及改造基础设

施保护建筑风貌等重要问题。

3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策略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只有合理安排“开发”与“保护”二者间关系，才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

展。利用传统村落的人文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时，为维护传统村落可持续开发利用，提出传统村

落概念规划。

3.1 维护传统村落原真性

泰安市各传统村落均具有自身特色，在开发泰安市传统村落旅游过程中，需要保持传统村落格

局完整性以及原真性，以集中传统建筑，协调整体风貌为原则设置保护范围，对村落应依据不同功

能划分各个区域，重视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性，同时应考虑所划分区域是否可操作，传统村落可依

据核心保护、建设控制以及环境协调为基准进行分区。在开发旅游业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核心保护

区域不得改变的原则，建设控制区域以及环境协调区域可在不破坏传统村落整体风貌的基础上进行

建设以及修改。维护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特色，避免传统村落被城镇化。以保护传统村落为基础，

在科学合理范围内进行开发，在不破坏原始风貌保护历史文化氛围的基础上有效提升泰安区传统村

落的旅游价值。

3.2 规范化管理

在开发旅游业过程中，需要对传统村落进行规范化管理，充分结合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以

及建筑风貌，对泰安市不同的传统村落采用不同的保护措施：（1）对于已登记以及已公布在我国文

物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应重视保护；（2）对于旅游开发区内与泰安市传统村落建筑风貌一致的优质建

筑应给予保留；（3）对于旅游开发区内与泰安市传统村落建筑风貌协调的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貌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复，修复过程中应重视不应破坏其原始风貌，最大化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恢复传统村落原始布局；（4）对于旅游开发区内与泰安市传统村落建筑风貌不协调的建筑，在材质

以及装饰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造，为避免与整体传统村落风貌冲突过大，建筑装饰在改造过程中应尽

量简单；（5）对于旅游开发区内与泰安市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极不协调且质量极差的建筑，可对其进

行拆除，以维持传统村落的整体协调性[8]。

良好的旅游环境可高效推动塑造泰安市传统村落文化的品牌效应，针对旅游开发区内不同情况

建筑采取不同措施，增加旅游开发的灵活性，避免旅游开发的程序化。

3.3 传承历史文化

在保护泰安市传统村落的基础上，将传统村落内具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至整体泰安市区域经

济共同发展的结合，利用泰安市传统村落中泰山剪纸、泰山织编画、宁阳木偶戏等传统文化吸引大

批量游客到来，依据泰安市传统村落具有的优势进行合理规划旅游经济发展以及定位，促进泰安市

传统村落与整体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泰安市传统村落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其自身具有的文化性以及

历史性，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完整的传统村落风貌中具有巨大的旅游潜力。在开发泰安市传统

村落旅游业过程中结合泰安市所有传统村落的自身资源，将泰安市区与传统村落资源相结合，做到

科学合理的规划以及开发旅游业以及和谐、传承传统文化，避免旅游开发过于现代化，通过开发泰

安市传统村落旅游业促进整体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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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提高传统村落居民生活质量

传统村落由于存在时间过长，各种生活设施较为落后，因此需要对传统村落文化以及居民生活

质量进行协调[9,10]。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时，应重视传统村落的环境卫生以及生活设施，完善传

统村落排水系统，实时排出传统村落污水。优化村民生活设施，改善传统村落内居民生活条件，以

不改变建筑外貌基础上对房屋进行有效改造，改善居民生活以及居住环境。

3.5 政府有效规划

我国政府目前规划的传统村落保护政策，通常以独立传统村落为主进行编制，针对历史文化丰

富、整体风貌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保护较为容易；针对历史文化资源有限，整体风貌保存较为落

后且经济水平较差的传统村落，保护较为困难[11]。泰安市现存 6个传统村落，发展不一，对泰安市

传统村落进行旅游业开发时，泰安市政府应针对各传统村落的具体特点制定适合该传统村落的保护

体系。利用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泰山进一步开发旅游业，将传统村落与文明遐迩的泰山相结

合，彼此依托，形成整体区域保护体系。不仅可发挥泰安市传统村落的文化优势，还促进泰安市传

统村落的旅游业发展。以政府规划作为旅游开发主导，开发过程以良好有序步骤进行，避免旅游开

发盲目化。

3.6 平衡传统村落环境承载力

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开发泰安市传统村落旅游过程中应重视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历史氛围，

使其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对于游客容量，应制定严格政策，可依据道路法以保护传统村落为基础

计算日均游客数量，传统村落应与政府旅游部门紧密合作，通过互联网设置旅游等级系统，严格控

制游客数量，平衡传统村落环境承载力。

4 结 论

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开发传统村落的旅游业应在相关法规以及政策的监督与指导，以保护

传统村落为基础进行合理开发，使传统村落朝着积极的形态发展。本文以泰安市传统村落为例，阐

述了泰安市传统村落现状，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现状问题给出了泰安市传统村落与

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思路。依据开发思路给出了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泰安市具体的可行开发策略，规

范化管理泰安市的传统村落，在政府的有效规划下，平衡其环境承载力，传承传统文化等。研究成

果将指导泰安市传统村落这一民族宝贵遗产中蕴藏的不可再生的、潜在的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发挥，

成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基础，对繁荣泰安市农村经济文化、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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