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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简论
曹幸穗，张苏
(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 100125)
摘

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业基础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已经初步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政府和相关学术机构积极参加国际农业文化遗产
的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文化遗产调查和申报工作，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其开发和利用也取得明
显进展和成就。进一步合理保护和开发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加强政府引导，构建农业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建立农
业文化遗产名录和资料库，合理规划和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并处理好保护、开发和传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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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CAO Xing-sui, ZHANG Su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new farmers, developing rural economy and
consolidating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hich is governmentguiding, multi-participating, graded management has taken initial shap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clar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enlarg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k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To further protect and develop agricultural heritage, govern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category and database, rationally plan and organize th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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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古代文明中， 中国传统农业曾经长期领

承的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农业民俗的文明

先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而且绵延传承了一万余年

总和。优秀的农业文化则成为农业文化遗产而被长

从未间断。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生态类

久保留。例如，传统的名特优良种、传统的优良农

型复杂多样，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的

业技术以及各民族的农耕风尚习俗等等。可以说，

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

农业文化遗产甚至在今天的高科技现代农业中仍然

色和地区特点的农业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具有重要的价值。做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这

提供了丰富的衣食产品，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构建

篇大文章，必将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提

提供了绚丽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农业文化是中国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为此，笔者拟结合

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什么是农

农业文化遗产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对中国农业

业文化？简而言之，农业文化就是历史上创造和传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

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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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循环农
业，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推动农村
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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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方向和目标任

构调整的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1]它对于繁荣农村

务。在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

经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意义

把发展繁荣农村文化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

重大。农业产业观念不能局限在传统概念上的农林

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物

牧副渔等物质层面的有形产品，也不能局限在乡镇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也就是说，

企业生产的工业品，它还应当包括农民艺术产品、

要适应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和文化服务“三农”的

农业旅游产品以及传统技艺产品等产业。农业文化

新要求，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乡土性和历史传承性。

展差距。保护和开发农业文化遗产，对弘扬传统农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农业文化类

业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

型，每个乡村都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具有

下三方面：

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或拳头产品，努力把传统文化

(1)培育新型农民。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需

资源转变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生产力。目前，民间工

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艺加工、民间艺术表演、民俗风情展演、乡村文化

新型农民。要积极倡导农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旅游等休闲娱乐性“文化产业”在有的地方已经成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除继续大力开展科技、文

为农村的新兴产业甚至是龙头产业。这充分说明把

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农耕活动、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农产品开发以及

也要推动适应“三农”发展需求的农业文化发展，

市场需求有机联接，既有利于优化农业的产业结

也要注重弘扬农村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方

构，服务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也有利

式。而通过做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农村传

于保护传统农业文化，传承农耕文明。

统文化产品，可以更好地激励农民的自强精神，营

(3)夯实农业基础。现代“石化”农业经过一个

造农民的娱乐文化，了解文化需求信息，提高审美

多世纪的快速发展，其负面影响日益显露，诸如消

能力、修养水平和思想道德境界，潜移默化地陶冶

耗大量化石能源、过度依赖机械装备、大量施用化

情操。

肥农药污染环境、农牧生物品种的基因资源匮乏等

农业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遗产是新型农民培养

等。实现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有机耦合，从传统

必须的“微量元素”。如乡村文化自古就有的爱乡

农业中吸取有益的发展元素，是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敬贤、邻里相亲、孝老扶幼传统，对于塑造新型农

的不二选择。目前，世界各国大力提倡发展生态农

民道德情操和构建和谐新农村具有潜移默化的重

业、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等等，很

要作用。许多传统农业理念及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

大程度上都是从历史上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得到启

中仍值得继承发扬，例如施用有机肥、种植绿肥的

迪。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

用地养地等优良农业传统理念、“种必杂五种”的

展，是由于先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摆正了三大关

农业生物多样性理念，等等。就培养“会经营”的

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经济规律与生态

新型农民而言，更需要吸取传统商业道德中的许多

规律的关系，农业开发与尊重自然的关系。这就是

精华，如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所崇尚的“以义制利、

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国

义中取利”、“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扶困济

传统农业是一种“零排放”农业，几乎所有的人畜

贫、乐善好施”、“敬业勤业、忠于职守”等精髓。

废弃物都在农业生产过程得到循环利用。先人采取

这些都是培育新型农民不可或缺的营养。

用地养地的方法，通过种植绿肥、间作套种、水旱

(2)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必须开

轮作的方式培肥地力，把废弃物质转化为农业资

拓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快发展传统农村文化产

源、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的物质良性循环。这正

业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农村休闲旅游产业有着广阔

是当下必须提倡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的发展空间，必将成为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新亮点。

循环农业的生产方式。可见保护和利用传统农业生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文

产方式中的“精华”，必将有利于夯实农业发展的

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业有序转移，是农村产业结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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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进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们越来越重视文
化的多元化、生物资源的多样化以及资源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之后，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05 年提出了人类历史文化中
的第三个遗产，即“农业文化遗产”。在联合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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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中
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资源、文化和经济

农组织发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之

等方面开展研究，为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后，作为世界上农业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中国

的发掘、保护和发展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指导，参

立即组织开展了相应的农业文化遗产调查和申报

与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审及相关政策

工作，是最早响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制定等工作，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

项目的国家之一。浙江的“稻鱼共生系统”成为第

科研合作和技术交流。可以预期，“全球重要农业

一个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目前，粮

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必将为中国农业文

农组织已在 11 个国家选择了 25 个传统农业系统作

化遗产的保护提供重要决策参考意见。

[2]

为保护试点，其中中国有 8 个项目入选。

目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初步形成

2012 年，农业部颁布了《关于开展重要农业文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

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确定以挖掘、保护、传

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肯定与表彰。中国政府和

承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为核心，遴选评审了第一批

相关学术机构积极参加国际农业文化遗产的会议

19 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繁荣农业农村

和活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生态学会等多次

文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开展

举办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或研讨会，产生了良好

有益探索。在项目试点的示范与推广过程中，通过

的国际影响，为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领域争取了话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专项培训，提高了干部和群众

语权和主动权，很好地宣传了中华传统文化，扩大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保护了

了国际影响。当然，在规划和制订现代农业新农村建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传统农业文化，扩大了在国内外
的知名度。许多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地区都已经成为
著名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和乡村民俗文化的旅

设发展战略中，如何有效地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农
业文化遗产，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仍然任
重道远。

游目的地，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扩大，唤起了

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改进

人们对农业民俗文化的潜在价值的认知，使散存于

农业文化遗产是广泛分布于乡村社会的原生

民间的、特别是僻远乡村的农业文化受到爱护和保

型民间文化，其保护、开发、传承是一条完整的文

护，一些原先濒临消亡的古老民俗文化重新焕发了

化产业链，必须进行系统规划并循序渐进。而目前

生气，有的已经失传的传统技艺被人们从历史的记

有些地方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存在着因政

忆中恢复起来并得以开发。这些民俗文化旅游目的

府缺位导致的过度保护和以经济为目标的盲目开

地旅游项目建在农村，惠及农民，融通城乡，是一

发等问题，亟需进行规范并予以改进。[4]由于农业

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方式。[3]不少地方通

文化遗产所特有的多样性、分散性和民间性，客观

过发展休闲旅游项目，加快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上需要经过一个外部整合、甄别、选择、加工的过

大大提高了传统农副产品的附加值，丰富了现代农

程。而这个过程不可能由拥有农业遗产的主体——

业建设的内容，客观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交通、通

分散的农民来完成。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规划引

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对新农村

导和扶持的责任。这必将有助于使农业文化遗产做

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2014 年 1 月 16 日，农业部专门成立了“全球

首先，要构建农业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农民通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

常不能自我认知司空见惯的习俗器物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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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备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文化遗产作出比较的

过度强调保护会使被保护地的农业文化遗产

知识和能力。因此，应当由政府聘请相关专家来做

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既不为世人所知，也不为当

专门的研究和调查，以帮助农民确认他们日常生产

地人所爱。久而久之，这些历经历史沧桑的农业文

生活中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化遗产要么在沉寂中消亡，要么被时代洪流所淘

其次，要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和资料库。中

汰。在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前，农村中许多传统

国地域广大，各地的农业生产习惯和农民生活方式

技艺濒临失传，就是因为没有被重视和利用。另外，

差异很大，需要政府调动社会公共资源对各地农业

过度强调保护，没有充分考虑对被保护地原住民的

遗产进行全面调查，并建立完整的分门别类的农业

利益，没有给被保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出路，

文化遗产数据库，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

就不可能实现持久永续的保护。
同时，也要防止以单纯经济目标来开发农业文

供依据。
第三，要合理规划和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化遗产，不注意在开发中保护，不注意在保护中发

开发。要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纳入政府的日

展。如果只是打着文化遗产开发的旗号来进行“文

常工作议程，要有相应的政府部门来负责农业文化

化”生产，那么这种文化与历经千百年演替进化的

遗产和开发的监督指导。要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

农业文化遗产精华已经没有内存的联系，就不能称

供政策规划和相应设施。在进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之为农业文化遗产。

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把农业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

农业文化遗产是长期历史积淀的民间文化，有

源，特别是要以大中城市周边、名胜景区周边、依

的甚至保存了史前的原始信仰和图腾崇拜的遗风

山傍水逐草的自然生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传统特

遗韵。面对祖先留下的“圣物”，在进行社会主义

色农区为重点，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突出特色，

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制订现代农业发展战略中，注意

重点推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启动农业文化遗产

充分保护现存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不能为了迎合

保护，才能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目标。

现今的某些文化消费思潮而随意更改，正确处理好

第四，要突出农业遗产文化的地方特色。在上

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另外，以农业文化遗产为题材

级政府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提供相应基

的“文化产业”，也要遵循产业运营的规律，要尊

础设施后，所在乡镇或者村组要因地制宜选择最具

重文化产品消费者(参观者)的利益。

地方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种类来作为保护和开发
的项目，以突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项目
特色。

参考文献：
[1]

发展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2)：

第五，处理好保护、开发和传承的关系。农业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克服两个认识误区。既要反

156-164．
[2]

对过度强调保护，把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对立起来，

绩，用资源消耗来换取遗产开发的成果。这两种倾向
都会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闵庆文，张丹，何露，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
保 护 实 践 的 主 要 进 展 [J] ． 资 源 科 学 ， 2011(12) ：

不加区别地限制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也要反对过
度强调开发，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农业遗产保护的成

崔峰，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与区域经济社会

1018-1024．
[3]

路璐，王思明．我国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范式
与复兴路径[J]．中国农史，2013(6)：103-113．

[4]

苑利．农业遗产与我们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J]．农业
考古，2006(6)：168-175．

责任编辑：曾凡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