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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整体空间形态在风貌上呈现出的地方特征和审美价值受到

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从组成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入手，分析、归纳其

类型特征，结合其构成方式加以解析。研究指出：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

由点、线、面三种状态组成，其中点状要素包括村庙 / 教堂、牌坊 / 牌楼、祠堂、

戏台 / 钟鼓楼、古树、照壁，以及桥梁、水岸埠头等关键要素；线状要素包括由

上述点状要素所组成的主街通道、主巷通道、主要街巷两侧的建筑界面；面状要

素包括村口、村内多种类型的广场、街巷交叉口空地、水塘等。上述物质要素的

基本状态根据村落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征、生活习惯、民俗文化乃至宗教信仰，形

成了“点源结构、线型结构、网状结构”三种主要构成方式，成为担负起传统村落日

常生活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的物质支撑。文章结合浙江省黄岩区屿

头乡沙滩村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对深入认识我国传统村落的风貌特色、保护和利

用传统村落起到借鉴作用，并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传统村落优秀文化

基因和价值有所启发。

传统村落，风貌，风貌要素，功能结构，黄岩沙滩村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styles 

caught the wid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s that make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and then 

summarizes it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analyzes its composition.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material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composed of three states: 

point, line and surface. Among them, the point-like elements include temples/churches, 

archway/arches, ancestral halls, opera/bell towers, old trees, screen walls, bridges, 

waterfront quay and other key elements. The linear elements include the main street 

channel, the main alley channel and the building interface on both sides of the main street 

composed of the mentioned point elements. The planar elements include village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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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

村庄风貌处于无序状态。随着我国乡

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

村住宅的新建、改建需求十分迫切。

村民建房量大、面积广、速度快，出

于对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

的不同理解，以及设计引导的缺失，

导致各地的村庄风貌呈现出凌乱无

序、风貌失控的现象。而普遍存在的

困境是：一方面，传统村落的村民住

宅虽然破败，但具有与当地山水相协

调的整体风貌特色，只是受限于当地

的生产力条件和生产关系特点，传统

村落的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乡村

的社会结构和设施需求，大多数村民

也无法接受传统村落破败的住房条件

和居住环境。有一些村庄，其功能类

型单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导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民生设施

衰败，地方传统建筑和村落风貌特色

加快消亡 [1]；另一方面，陆续新建的

村民住宅，式样五花八门，许多新建

村民住房虽然在配套设施水平和建筑

材料方面已远远优于传统住宅，但其

风貌样式缺乏地方特色，有的甚至照

搬、照抄原有建筑，有的十分突兀，

与环境格格不入，村庄风貌杂乱无章。

这种风貌无序的现象和趋势，对于发

展地方建筑文化和乡村人居环境品

质，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对传统村落风貌特征要素

及其构成方式展开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一方面，需要调查研究和整理当地传

统农耕文明时代乡村人居环境的丰富

宝藏，提炼出先人在当时生产力落后

的条件下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

智慧；另一方面，需要研究适合现代

化乡村生活的物质空间建构，从而营

造出既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又具

有地方风貌特色的乡村人居环境。在

当前我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背景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激活农

村内生的发展动力 [2]，是 2017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具体要

求。因而，该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我国

传统村落风貌特色、保护和利用传统

various types of squares, open space of lane intersections, reservoirs and so on. These basic material elements form three main modes of “point 

structure, linear structure and net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ge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habits, folk culture and even religious 

belief of villages, which become the substance foundations for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paper also has carried 

on the case analysis with the Shatan Village of Yuantou Town, which locates in Huangyan District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paper is expected 

to be of reference to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our country, and is 

of inspiration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cultural gene and value of our traditional villages.

traditional villages, style, elements, functions, Shatan Village of Huangyan District

村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并对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传统村落优

秀文化基因和价值具有启发意义。

那么，我国传统村落风貌特征

的物质要素可以归纳为哪些方面呢？

这些物质要素又是如何构成并支撑传

统村落日常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功能的？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展开讨

论，一管之见，求教于同行。

2    相关研究进展

2.1  关键词界定

在这里，我们把“传统村落”定

义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和手工业

生产条件下小规模建造的人居环境类

型”[3]。

“风貌”一词，《现代汉语词典》

定义为：风格和面貌；风采相貌；景

象。可见风貌不是纯物质的表象，

而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本质特征通过

一定的物质外化形象表现出来，这种

外化的形象是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

动的具体印象。传统村落的风貌是其

外在物质空间的环境形象和特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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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的有机统一，是其自然地理环境

特征、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村民生产

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总体特

征，换言之，传统村落的风貌是由其

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物

质空间等因素综合显现出的外在形

象、个性特征的集合。

“风貌要素”是构成风貌特征的

要件和因素，是体现风貌特征的基本

元素。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构成传统村

落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在城乡规划

学的语境下，这些物质要素主要是构

成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的基础空间单元

或组件，它们是当时当地乡村经济、

社会和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结构”

的定义为：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

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或连接方式。

体现为要素的组织、总合、集合。诸多

要素借助于结构形成系统。结构作为

某一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或相

互组织的方式，标志着系统的组织化、

有序性的程度 [4]。功能作为活力的表

现或活动的过程，是系统与外界环境

相互作用的能力。一般而言，功能的

变化是结构变化的先导，通常决定着

结构的变异和重组。同时，结构的调

整必然促使功能进行转换，两者相互

促进。本文中的“功能结构”是指功

能的结构，即功能的结构组织和呈现。

2.2  相关研究

对传统村落风貌特色与功能结构

进行引导不仅具有生动的空间美学价

值，而且对于村落的社会文化、产业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引发国内外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在村落的风貌特色研究中，20

世纪 80 年代，金其铭通过研究我国

农村聚落地理的房屋形式，指出房

屋的形式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

集体的社会、文化、习俗的交互影响。

在每一个农村地区都有一定特色的

房屋，这些普通房屋最能体现出人地

之间的相关关系 [5]；彭一刚从传统

聚落的形成过程研究其景观环境的特

征，指出由于各地区气候、地理环境、

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的不同，导致各地村镇聚落景观的不

同 [6]；李秋香基于我国 10 个较为典

型的传统聚落，从历史、文化、经济

和行政管理的视角，对大量乡土建筑

展开调查，综合研究了村落的特征和

建筑风格 [7]；石楠通过对大都市郊区

农村风貌特色的研究，指出郊区特色

风貌的保护与建设应把市区与郊区的

协调、互动发展作为基本目标，要实

现功能与风貌特色的统一协调，要实

现政府指导与市场机制的协调 [8]；王

竹等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

乡村聚落的区域分布、公共空间以及

建筑营建进行剖析，从操作性角度提

出针对浙江乡村地方风貌特色的营建

导则 [9]。

在村落的空间结构方面，Martin

通过对村落结构的类型学分析，总结

出德国巴伐利亚村落七种不同类型的

结构肌理，即自由型村落、封闭 / 聚

集型村落、中心广场型村落、街道型

村落、行列式村落和串型村落。他指

出村落街巷对空间形态起着结构性的

支撑作用。其中，街道型村落的建筑

在当地建筑主导朝向的基础上依据道

路来排列，并保证与水流相近，村落

结构随着道路向外延伸而发展 [10]；

王文卿通过分析传统聚落空间的特征

要素对村落的总体结构进行解释，他

指出各地村落的进口处都有类似的标

志性建筑物，这不仅是村落的标志，

而且是人们共有的一种意识的反映，

它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这种不同地域的村落通过特征要

素所表现出的内在的、普遍的多样性

和相互关联的共性即是人们对传统村

落总体结构所共有的一种意识 [11]；

范少言对村落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进

行了研究，他认为村落空间结构的演

变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其中，空

间结构的变化主要与乡村的环境条件

和城乡间的相互作用有关，村落空间

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力是乡村劳动力生

产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生产中新技术

的使用 [12]。

在村落的功能方面，日本在乡

村复兴中强化乡村旅游在村落发展中

的功能作用，扩展村落的功能。通过

结合都市人对于休闲旅游的需求，日

本推动农业生产及乡村产业向观光、

度假方向发展，形成了农业与乡村旅

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扩展了村落功

能；法国在乡村建设更新过程中通过

乡村空间建设不断完善其村落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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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功能。乡村功能经历了由农业

生产地向农民居住地，再向城乡互动

的多功能地区转变的过程 [13]。在国

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林若琪等对乡

村的多功能发展及其景观功能塑造进

行了研究，指出乡村景观功能是塑造

村落多功能的潜在动力和机制。现阶

段转型中的我国乡村，应该妥善规划

和运用并积极重塑景观的多重功能，

通过乡村景观来实现地方化结合现代

化、精致化的乡村地域功能发展，为

村落产业经济的成长带来另一种创新

模式 [14]；王勇等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

地区乡村聚落功能的变迁进行了研究。

他们基于表征乡村转型的两个重要维

度—乡村功能和空间形态变迁，认

为伴随着村落功能的转型，乡村生产、

生活的空间分化日益明显。在“三集

中”政策的作用下，在乡村功能分化、

乡村空间形态的建构中，政府力量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5]。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我国传统村

落风貌特色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

究，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也较早

地开展了关于村落结构、功能及其更

新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村落风貌反映

了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

文化和建造技术的特征，其特色要素

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会随着村落及

其功能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从

物质要素、构成方式及其功能整体的

角度系统地分析我国传统村落的风貌

特色，对研究村落风貌特色的营造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    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

3.1  要素分类

村落风貌要素是村庄长期以来生

产生活方式、技术水平以及风土人情

等非物质特征的物质载体。它由多种

载体要素组成，如街巷、建筑、铺地、

广场等，每一个物质要素又可再细分

为次一级的要素。多种载体要素以不

同的方式来组织空间，从而形成各异

的要素载体特点（图 1）。

3.2  要素形态特征

村落风貌是各载体要素相互联

系、作用所呈现出的整体形态。现结

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将村落风貌要

素按其空间形态特征分为点状要素、

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

3.2.1 点状要素

点状要素是村落风貌中空间实体

面积相对较小或整体形状为团块状的

一种单要素空间类型。以下列举了其

中的祠庙 /教堂、戏台 /钟鼓楼、古树、

照壁等。

（1）祠庙 / 教堂

村落作为一个建立于特定血缘、

地缘和宗教基础上的共同体，祠庙、

教堂在村落社会的文化生活中起到十

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常常位于村落的

几何中心，是村落地理空间和村民心

理情感上的标志性核心空间。就中外

村落的外部景观而言，最能够体现社

区历史和村落传统风貌传承的建筑也

往往是村落中的祠庙或者教堂。

（2）戏台 / 钟鼓楼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戏台传统的

功能是演戏酬神，它往往正对祠庙的

正殿，戏台与神龛之间具有直接的观

演关系，形成“观”与“演”的协调。

随着戏台建筑的发展，“观”与“演”

的协调逐渐将重点转向了“演戏娱

人”，戏台的形式和位置随着人们的

要求逐步多样化，空间也更加丰富，

很多戏台节点成为村落中村民举办公

共活动的重要场所 [16]。

（3）古树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的规定，“古

Fig.1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terial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ty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1  传统村落风貌的物质要素分类

自然要素 水道、树木、草地……

人工要素

风貌要素

围护与划分要素：门、墙……

结构要素：屋顶、柱……

装饰要素：雕刻、书画、图案……

建筑构件及其界面

街巷：铺地、水渠……

建筑物 / 构筑物：祠堂、戏台、照壁、牌坊、桥梁、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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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一般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

随着村落的发展，这些大树在生态、

文化和景观上已经和村落融为不可分

割的整体，它常与文物古迹、历史典

故、名人轶事以及村落传说相关联，

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形成了村

落空间的地标，并承载着居民的记忆。

（4）照壁

照壁，又称“影壁”，为中国汉

族传统民居四合院在建筑形式上必有

的一部分。风水讲究导气，避免气冲

的方法便是在房屋的大门前面设置一

堵墙。为了保持“气畅”，这堵墙不

能封闭，故形成照壁这种建筑形式。

照壁具有挡风、遮蔽视线的作用，墙

面若有装饰则造成对景效果。照壁可

位于大门内，也可位于大门外，前者

称为内照壁，后者称为外照壁。在村

落中，照壁也服务于宗祠、寺庙建筑，

并作为整体空间的起点，起到标志性

作用，同时，通过空间视点的巧妙组

织，增强空间的庄严肃穆感。

3.2.2 线状要素

线状要素是村落风貌中由多种载

体要素共同组成、呈带状分布的空间，

主要包括主街通道、主巷通道、主要

街巷两侧的建筑界面。

（1）主街通道

主街是村落发展的主轴线，也是

村落公共活动最频繁的发生地，它包

含了村落相对完整的历史信息。受自然

条件限制，村落的主街通常不是笔直的

道路，但是相比其他街巷，它更为宽

阔、平坦，同时，对村落街巷的空间

序列具有明显的组织功能，是村落空

间形态系统的主骨架。除此以外，主

街还承载着村落中绝大部分的商业活

动和公共活动，它既是村民生产、生活、

通勤的主要路线，也是串联起村落重

要公共设施以及公共空间的载体。

（2）主巷通道

主巷是主街的分支，在村落内部

起着连接主街与其他区域的作用。主

巷的尺度一般较主街小，承担着疏散

人流、举办少量商业活动和促进居民

交往的功能，它在村民的公共生活中

使用频率不如主街，在整个村落街巷

中居于次要地位。

（3）主要街巷两侧的建筑界面

主街、主巷由其街巷界面构成，

街巷界面通常包括侧界面和底界面。

侧界面是街巷空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临街店铺、建筑墙体等是侧界面

的主要构成要素。街巷空间的公共服

务功能以及重要的空间景观效果由侧

界面的服务设施、围合程度、比例以

及墙体、门窗材质、细部等来决定，

并成为塑造村落风貌的重要元素。

底界面为街巷空间水平方向的界

面，由街巷路面及其附属场地和路面

两侧及路面下的市政基础设施等要素

构成。道路的使用性质和重要程度决

定了铺地的材质、形式和等级，以此

形成街巷铺装的风貌特色。交通性、

商业性主街的人流量、车流量较大，

常选用厚实且耐磨的地面材料，材料

使用量大，铺装较为庄重、齐整；次

要街巷主要以行人为主，对地面材料

及铺装的要求较低，常以多种小尺度

材料的拼装组合为主，给人以亲切感；

村落中的道路路面常设有排水系统，

或明沟或暗渠。在现代村落中，排水

设施多被更新为现代化的管道。

3.2.3 面状要素

面状要素是村落风貌中空间实体

面积相对较大、由多要素组成且呈面状

分布的载体要素，包括村口、多种类型

的广场、街巷的交叉口空地、水塘等。

（1）村口

村落的入口通常也是街巷的入

口，作为展示村落形象的窗口，它是

人们感知村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方面发展的第一印象。村口作为人们

对一个村落的最初印象，对村内外不

同的空间起着较强的标志性作用。本

文中的村口包含作为村落入口的街巷

空间交叉口和村口广场。

村落入口大致可分为植物景观营

造村口、建筑营造村口和构筑物营造

村口三种类型。主要通过打造绿色生

态景观，公共建筑或民居建筑与周边

环境形成空间，构筑牌楼、雕塑等，

塑造特色形象，起到展示村落的作用。

（2）多种类型的广场

村落中多种类型的广场主要是结

合村落商业活动、祠庙 / 教堂的宗教

活动、街巷交通等形成的日常活动场

所，具有宗教祭祀、公共交往、商品

交易、交通转换等功能。广场通常具

有较为清晰的边界，并处于村落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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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位置，在空间导向上起着承接

转换的作用 [6]。

 （3）街巷交叉口空地

在村落内部的街巷空间中，人们

为了寻求通行的便利，以及受地形因

素的影响，街与街、街与巷、巷与巷

之间会形成多种类型的交叉口空间。

一方面，交叉口空间是人流交汇的地

方；另一方面，交叉口的视线具有良

好的通透性，在此举办活动能够观察

到更多的行为。因此，街巷交叉口在

村落中起到疏导人流、减缓交通压力

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停留或开展交

往活动最频繁的场所。

（4）水塘

村落中的水塘对于居民的生活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水塘集供给用水、

抗旱排涝、防火避灾、调节气温、装饰

庭院等功能于一体，兼具民俗风水观

念的寓意。一方面，水塘可以连通水系、

集蓄雨水，满足生活洗涤、田园灌溉

等用水需求；另一方面，许多村落都

力求借助地形的起伏，灌水于低洼处，

从而形成池塘，有的甚至把寺庙、宗祠、

书院等公共建筑环列于四周，形成村

落的中心。此外，古代人们以水喻财，

开凿此类水塘寓意着聚宝敛财、人丁

兴旺，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

4    要素构成方式及功能结构

4.1  物质要素的功能

功能是一种活力的表示，也可以

理解为活动的过程。村落空间要素的

功能是指空间要素在村落的社会经济

发展、乡村建设和村民的日常活动中所

起到的作用、担当的职责。本文借鉴《乡

村中国》一书中将乡村属性归为空间、

经济、社会、文化四大属性 [17] 的提法，

把传统村落风貌物质要素的功能类型

划分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

居住功能以及交通（联系）功能。

4.1.1 经济功能

经济功能是指村落空间要素承

载的村落生产及与生产和产业相关的

功能。传统村落的经济功能具有典型

的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

点，作坊、店铺常与住宅建在一起，

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相当一部分居民

维持生计的手段。现代村落经济功能

的发展常伴随着独立经营用地的出

现，与居民的居住建筑相分离。产业

经济类型也由农业、传统手工业向工

业制造、商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部

门转型发展。

4.1.2 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是指村落空间要素承载

的村落行政管理、教育培训、医疗卫

生、文体娱乐、建设及环境管理等社

会服务功能。通过这些社会服务功能

实现村落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村民权

利的保障以及日常交往、公共活动等

的开展。

4.1.3 文化功能

文化功能是指村落空间要素承

载的村落建筑文化、传统风俗、宗教

信仰、民间技艺等文化艺术功能。主

要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

面，其中物质文化如建筑文化、乡土

风貌；非物质文化如历史文化、民俗、

信仰等。村落空间要素主要为人们无

意识的文化传递提供了条件。人们在

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学习”，在日常

的交往中不知不觉地发挥传递文化的

作用。

4.2  物质要素的构成方式及其特征

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布局形态和

特征是特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反映，具有其特定的自然智慧和社

会语义 [18]。在传统村落风貌特色营

造中，风貌特征的功能结构强调的是

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即各风

貌要素之间、各功能类型要素之间以

及风貌要素与功能类型要素之间的关

系。因此，风貌功能结构的核心是通

过强化风貌要素与村落系统中功能要

素的关系，在保护特色要素的基础上，

促进整个村落系统的提升。

4.2.1 点源结构及其功能特征

点源结构是风貌结构的基本形

式，其功能以村落的文化功能、经济

功能和居住功能为主。街巷的公共中

心作为结构的核心，公共活动的“烈

度”随着与核心距离的增加或自然地

形因素的复杂而衰减。这类风貌结构

通过“点”的扩展以及与“点”的直

接联系，形成街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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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源结构扩展、演进的初期阶

段，居民依据公共中心如宗祠等，聚

居在一个相对集中的位置，公共中心

作为村落空间中的点源要素，成为村

落居民交流、交易、聚会的场所。随

着居民的增多，村落的风貌格局从点

源发展、扩大，形成一种多线式的扩

展，“点”作为一个能量中心，是风

貌结构的主导要素（图 2）。

4.2.2 线型结构及其功能特征

线型结构的村落空间公共中心呈

线型分布，其功能以村落的经济功能

和居住功能为主。线型风貌结构核心

的线型伸展增加了风貌核心的“影响

范围”，线型核心改变了单核心结构

的“向心”特征，功能结构具有良好

的均衡感，且其可伸展性较好地满足

了风貌格局继续发展的需要。线型核

心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是这一功能结构

的关键，一旦线型核心出现断裂，那

么，功能的整体结构将遭到破坏 [19]。

在线型结构的扩展演化中，有些

村落空间的公共中心是由点源结构扩

展而成，也有些是由于运输物资或者

商业贸易的需要，人们在传统农业的

基础上，沿交通轴线逐渐形成居住点

或者公共建筑，如旅店、饭馆等。建

筑的形成先从外到内，然后再从内到

外，产生必要的对立面，界面要素开

始出现。随着村落人口增多，生产水

平提高，建筑逐渐增多，线型空间逐

渐围合而成。这类风貌结构呈现出沿

道路以直线或曲线状排列，其支路较

短，形成一种通过式的空间功能结构

（图 3）。

4.2.3 网状结构及其功能特征

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村落风

貌的网状结构，其功能也更加复合。

总体上来说，由于自然地形、村落文

化及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这类村落风

貌结构经历了“点”“线”的发展层

次，形成了风貌结构中的双核心或多

核心，双核心或多核心之间为网状组

织形式，核与核之间有较强的联系，

从而共同构成村落风貌结构的整体格

局。如四川黄龙溪古村落，曾是蜀国

的军事基地，军事据点为点源核心并

造就了线型空间的雏形，在发展过程

中，村落的主体街巷空间沿河流展开。

首先，几处民居沿河岸扩展，形成线

型建筑群组；接着，随着物资运输和

商品交换的繁荣发展，该地形成陆上

交通运输线并沿主要街巷形成建筑

群。由此，两个建筑群围合形成了村

落的主要线型街巷空间结构。多条主

巷与主街交汇，同时伴随着民俗文化

活动，宗教活动空间、会馆等多个核

心穿插其间，使得村落呈现出由几条

主要的线形街巷连接形成的网状空间

结构（图 4）。

5    案例分析

5.1  沙滩村概况

沙滩村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屿头乡的东南部，距黄岩城区 30千米 ,

据现有史料记载，沙滩村已有近九百

Fig.2   The diagram of the point structure Fig.3  The diagram of the linear structure Fig.4  The diagram of the net 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作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作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作

图 2  点源结构示意图 图 3  线型结构示意图 图 4  网状结构示意图

影响范围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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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沙滩村是“浙江省首批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一般村”和“2016

年度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

该村依溪而建，三面环水，八百余年

的古樟树、南宋古建筑太尉殿为村庄

增添了一份韵味。此外，长 300 余米、

宽 8 米的沙滩老街上还较好地保留了

老卫生站、粮油站、兽医站等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清水墙建筑。2013 年

起，同济大学的“美丽乡村规划教学

实践基地”和“中德乡村人居环境规

划联合研究中心”落户于此，沙滩村

开始对一些破旧的院落、街巷和废弃

的公共建筑进行改造、再生利用，通

过功能更新将传统农业与民宿、餐饮

等休闲旅游产业相结合，使得传统村

落焕发出新的生机。

5.2  风貌物质要素与布局特征

沙滩村的风貌要素主要有：太尉

殿、戏台、古樟树、照壁、街巷交叉

口餐饮小吃店等点状要素；沿老街侧

界面分布着乡村旅社、民宿、各种特

色商铺，在街巷底界面上铺装着传统

石板道、布设了给排水管道等线状要

素；与游客集散中心相结合的村口、

修缮后的水塘、社戏广场、街旁绿地

和生态化的停车场等面状要素。

各项物质要素对应的功能特征见

表 1 所示。

通过对各项物质要素的整合，形

成一个“T”字形的村落风貌物质要

素构成的结构（图 5），“点、线、面”

的要素系统与村落经济、社会和文化

活动相互支撑。在沙滩村（老村部分）

以沙滩老街这一主体街巷作为空间认

知的主轴，形成承载传统村落公共活

动的主要街道、巷道系统。其中，在

街巷网络的重要节点及其围合的沿街

建筑界面共同构成的活动场所中，太

尉殿（宗祠兼具宗教活动功能）处于

全村的空间几何中心；同时，戏台和

社戏广场、古樟树等风貌要素围绕太

尉殿这一核心进行布局。通过主街通

道来连接，各类设施与太尉殿位于不

超过 200 米的半径范围内，保持了风

貌要素标识的延续性，从而形成对村

落整体风貌特征的感知。

Fig.5  The style elements and their composition of Shat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5  黄岩沙滩老村风貌要素与构成方式示意图

表 1  沙滩村风貌物质要素及功能分析
Tab.1  Analysis on material elements and their functions of Shat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功能类型 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

面状要素线状要素点状要素

经济功能

社会功能

文化功能

太尉殿 社戏广场
太极潭
水塘

村口
沙滩老街 主巷

戏台 古樟树
侧界面 底界面 侧界面 底界面

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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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经济功能风貌要素

社会功能风貌要素

文化功能风貌要素

主体街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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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综上，传统村落风貌特征之所以

耐人寻味、极富地方特色，是因为其

风貌物质要素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

系统由整体的场所构成，给予人们心

理上的认知，而不是依靠单独的建筑

物。组成这个系统的物质要素可以归

纳为“点、线、面”三种状态，并相

应地形成了“点源结构、线型结构、

网状结构”三种主要的构成方式。作

为物质支撑，它们承载了传统村落日

常生活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

功能。

因此，只有整体地、系统地认识

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的物质要素，才能

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单独存在的物质要

素在村落整体的风貌特征中所具有的

功能和作用，也才能够更加深入地体

会到先人传承至今的传统村落的建造

智慧和文化价值，从而更加准确地把

握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关键。避免

“对传统村落局部的改造行为造成对

整体村落空间结构的破坏”，导致“建

设性破坏、破坏性建设”。一方面，

这要求规划师尊重村落自然的地理地

貌特征、生活习惯、民俗文化乃至宗

教信仰；另一方面，应根据当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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