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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优美是美丽乡村的重要标志。 通过推进生态人居工程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性条件。体现美丽乡村建设所包含的村容整洁环境美。通过推进生态经济工程建设，体

现美丽乡村建设所包含的生产发展殷实美、创业增收生活美，把“生态美”与“百姓富”融为一体。通过推进生态

文化建设，留住“乡愁”这个根，使乡村的自然生态特色充分释放出来。从而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美丽乡村建设

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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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的新亮点之一， 是由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

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 ”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建

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乡村。 从而确立了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新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环

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让农村这片广

袤的土地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鸟更多、花更

美，空气更清新，适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

期待。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厦门市委、市政

府2013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建设厦门美丽乡村的

新课题。 美丽乡村与生态文明是息息相关的，离

开了生态文明建设就谈不上美丽乡村建设。 这就

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厦门美丽乡村建

设之中。 建设厦门美丽乡村是一个系统工程，应

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全

面推进：

一是推进生态人居工程建设，改善农村人居

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建设美丽

乡村的基础性条件，体现美丽乡村建设所包含的

村容整洁环境美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人是主体，一切为

了人，应当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这就必然把改

善人居环境提到首要的地位。 2013年12月下旬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把治理空心村、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和建设美丽乡村直接联系起来。 会

议指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要重视空心村

问题，推动人居环境整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 ”①

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厦门所采取的对策是，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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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旧村庄，通过对村庄危旧房的拆除翻新以及

对“空心村”改造和居住分散人群重新组合，提高

人口集聚的密度，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做到统

一规划，合理布局，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生态良

好。 厦门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认识到，实施生

态人居工程，直接面对的是如何解决“空心村”问

题。 “农村空心化”是在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由

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引起的“人走屋空”以

及房屋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逐渐向村外

扩展，出现“一户多宅”，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
闲置废弃宅基地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蜕化

过程。 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村空心化”，包括土地

空心化（荒芜）、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基础设

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空心化，而其本质则是农村经

济社会功能整体退化。 所以应当在解决“农村空

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包括

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网络以及道路建设等。 尤

其是加大整治农村生活垃圾力度，全面推广“户

集、村收、统运”的垃圾集中处理模式。 合理设置

垃圾中转站、收集点，逐步做到户有垃圾桶、自然

村有垃圾收集地、行政村负责垃圾收集、镇有垃

圾填埋场。 确保乡村清洁环境美。 与此同时，还应

积极整治乡村生活污水， 清除农村露天粪坑、简

易茅厕、废杂间，整治和规范污水排放，全面推行

无害化卫生厕所。 如条件许可，应当因地制宜推

广农村户用沼气建设，利用沼气池、生物氧化池、
人工湿地等方式，开展农村污水处理，提高水体

自然净化能力。 要注意整治农村畜禽污染。 村庄

内畜禽养殖户应实行人居与畜禽饲养分开、生产

区与生活区分离，畜禽养殖场全面配置建立沼气

工程，达到禽畜粪便无害化处理。 与此同时，还要

以增加绿量为重点，大力发展乔木和乡土珍贵树

种，形成道路、河道乔木林、房前屋后果木林、公

园绿地休憩林、 村庄周围护村林的村庄绿化格

局。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早在2004年，厦门即在岛外的集美、同安、翔

安三个区中选择20个村进行生态文明村建设试

点。 在这些试点村进行“五通”（即通路、通水、通

电、通有线电视、通电话）、“五改”（即改水、改路、
改厕、改圈、改厨）以及“三化”（即道路硬化、环境

净化、街院绿化）的村容村貌改造工程。 2005年厦

门市委、市政府把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作为新

一轮跨越式发展，推进“就地城市化”，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编制下发了《厦门市旧

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旧村改造和

新村建设项目要与“金包银”建设工程相结合，与

工业开发区和环东海域整治等工程建设相结合，
与创建城市文明相结合， 与提高农民收入相结

合，与“就地城市化”相结合。 按照城市基础设施

向农村延伸、 城市社区服务功能向农村覆盖，城

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的思路，对试点村进行全面摸

底论证，精心编制了《厦门市新农村建设布局规

划》，制定了相应配套政策、项目补助标准以及资

金筹集办法，对全市326个行政村（居）、1355个自

然村进行分类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是厦门同安区的一大优

势，但与厦门其他区相比，同安区所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因大规模发展饲养业（主要是养猪业），造

成水资源的严重污染。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2012年9月开始，同安区自然生态环境特别优

美、养猪规模较大的汀溪镇政府，先后分两批实

施生猪退养。 第一批包括五峰、造水、汪前、前格、
半岭、西源、荏畲、堤内、顶村村等9个自然村。 正

在进行的第二批包括隘头、古坑、路下、褒美等4
个行政村。 目前已退养生猪11.7万头。 与此同时，
还对水污染较严重的8个自然村实施水资源连片

整治，先后投资近2000万元添置净化设备，日处

理污水能力达到800吨。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生态游、农家乐的人数迅猛增加，2014年第

一季度吸引游客总数达180万人次，生态游、农家

乐带来村民收入成倍增长。 实现“生态美”、“百姓

富”的有机统一。
厦门海沧区把建设海沧大西山公园列入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即依托天竺山优异环

境，从面积0.4平方公里的西山社拓展，将周边杨

厝、后坑、东坂、西山、溪塘、赤土等6个村庄串联

成线， 形成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公园， 打造展现

“百姓富、生态美”的休闲乡村。 “大西山公园”并

不是一个公园，它是由上述6个村串联起来的，这

几个村庄的代号分别为美丽西山、 流水人家、西

塘湿地、赤土家园、流连往返。 走进赤土村，一条

环形道路将村庄与农田自然隔开，这片肥沃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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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可供市民游客选择自己喜欢的蔬菜水果耕种；
走进杨厝，村民们自发扮靓房前屋后，打响“流水

人家”品牌，不管是置身于其中，还是即将骑行而

来，不管是享受生态，或者是我“造”生态，海沧人

欣然而行。 通过构建6条绿色道路，把相邻美丽乡

村连成一片，形成与天竺山风景区、过云溪流域、
日 月 谷 温 泉、东 孚 商 业 街、洪 塘 公 园、特 色 农 家

乐、特色农场融为一体的展示和实践“百姓富、生

态美”的示范区。 成为集田园风光、自然生态、休

闲体验为一体的大型综合郊野公园。
被誉为“全国文明村”的厦门翔安区马塘村，

是被群山环绕着的村庄， 一幢幢整齐划一的别

墅，一条条洁净的沥青路，一片片四季常青的绿

化地，犹如世外桃源，90%的村民拥有自己的小轿

车。 他们的经验是，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体现村企一体、工农一体、生态人

文一体、新村建设和村居治理一体。 全村道路两

旁、空旷地块以及山地都种上花果林木，村民庭

院绿草芬芳，花香四溢。 以村带企、以企促村，村

企业强村富民之路。 2010年、翔安区的莲塘村荣

获“省级生态村”的光荣称号，多年来，这个被碧

水青山环绕的村落，被认为是福建省和厦门市的

“富美乡村”建设窗口。 至今已完成蓝坪公园、村

西公园、村东公园、中心公园等4个公园的建设改

造，并新增宏路、东光、店头3处休闲场所，建成7.5
公里的道路建设。 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良好的环

境条件。

二是推进生态经济工程建设，体现美丽乡村

建设所包含的生产发展殷实美， 创业增收生活

美，把“生态美”与“百姓富”融为一体

当代农业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

业技术装备率的不断提高。 而农业机械在农业中

的广泛运用，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自然形成的土壤

团粒结构以及土壤中的有机体。 还有，当今的农

业现代化离不开化学化。 当今世界上单位面积作

物产量很高的国家，往往是化肥施用量很多的国

家。 而化肥施用量超过一定限度，又会破坏土壤

的自然形成过程和土壤微生物的活力，导致土壤

耕作层变浅、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发僵变硬、肥

力日趋衰竭。 农业化学化的另一方面，是在农业

中大量施用农药，这既会增强农业生物（包括害

虫）的抗药性能力，又会大量杀死益鸟益虫，并严

重毒化土壤以及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 “石油农

业”既违背了生态经济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原理，也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 我国

农业不能沿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 “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 从资源流程与经济发展对资源、
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 经济发展方式有两种：一

种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产 品———
废弃物”的单向式直线流程。 这意味着创造的财

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

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以

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 即 “资

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

循环过程，它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又可以保

护好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成

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经

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相互和谐。
生态经济理念或循环经济理念运用于农业

的主要方式，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农业生态工业

园。 它是通过各个农业主导产业的相互耦合，合

理地组织与布局生产，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和发

掘资源潜力，节省外来资源的输入，降低农业废

弃物的输出，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 农业生态工业园包括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两

种应用技术。 它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植物生

产者———动物消费者———微生物分解者”的生态

链，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梯级利用；通过建立系

统的产业链形成工业共生网络，实现对资源的最

优利用，最终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 农

业是农村的基础性产业。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也就是乡村生态农业，是农村生态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②为此， 必须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绿色的要求，调

整优化农业结构。 努力办好科技部确定的厦门同

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大力支持翔安区省级农民

创业园和同安区省级农民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加

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
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创造和保护有机农产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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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品牌，并在这个基础上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大

力开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

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开发生物质能源和生物

质材料，培育生物质产业。 积极发展节地、节水、
节肥、节药、节种的节约型农业，鼓励生产和使用

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努力提

高农业投入品利用效率。 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发展空间，着力培养具有地

方特色的名、特、优、绿（即绿色）新产品，发展“一

村一品”生态农产品。 例如，位于同安区的厦门青

云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绿色蔬菜，已经创出品

牌，其中的岩葱，以前每斤只卖1.5元，现在每斤可

卖15元，还供不应求。 农业生产对象是有赖于生

态 系 统 而 生 存 的 生 物 体，包 括 植 物、动 物、微 生

物。 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不仅追

求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数量，而且追求提高生活质

量以及健康需求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已经严重

威胁城乡居民的健康。 这就凸现生态农业的重要

性。 建设生态农业的过程，就是逐步以生态手段

取代化学手段，逐步增加有机肥用量，减少化肥

和农药用量，实现有机农业、低碳农业，建设大面

积高端农业，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
而通过运用生态经济理论，资源化利用农作物秸

秆、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把废弃物变为发

展所需要的肥料、燃料和饲料，从根本上解决污

染物的去向问题，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

循环农业发展。 各地的实践经验表明，农村沼气

能源建设是处理畜禽养殖排泄物污染的有效方

式，是农村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 应创造条件推

进农村沼气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普及户

用沼气，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 以沼气池

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 以生物能源、生

物基产品和生物质原料为主要内容的生物质产

业，是拓展农业功能、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的朝阳

产业。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 乡村生态旅游业是当

今时代的朝阳产业。 它是利用农村所特有的森

林、田园风光、山水资源和乡村文化，发展各具特

色的乡村休闲旅游业。 在当前社会“大生态”等理

念的影响下， 乡村生态旅游呈现重大发展机遇。

生态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热点，应该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引领其他产业的发展。 休

闲农业大都是没有污染的，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休闲农业也称旅游农业或

观光农业，它把农业和旅游结合在一起，利用田

园景观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农业（农村）自

然景观吸引人们观赏、休闲、度假、书画等系列活

动的新型农业经营形式。 近年来，厦门同安区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优势以及生态优势，以乡

村旅游产业为导向，以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为重

点，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其中，以汀溪镇造水

村、五峰村、顶村村，莲花镇内田村和西柯镇内丙

洲社区等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带动型新农村建设，
通过利用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积极挖掘和寻找同

安区农村的美丽特色，打造沿山沿溪沿海旅游精

品农村，建立了集农业观摩、古迹游览、田园风光

和乡村自然美景观赏于一体的生态观光村，彰显

乡土风情和片区特色，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旅游

客人。
发展乡村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工业，即发

展生态工业园，把“百姓富”建立在“生态美”的基

础上。 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由于农

业比较利益低，仅仅依靠发展农业，农民是不可

能真正富裕起来。 发展乡村工业是农民走向富裕

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发展乡村工业呢？ 要避开

以往“先污染、后治理”所付出的高昂成本，就必

须用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理论，来指导乡村工业

发展。 这就是发展生态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是依

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

的一种新型工业园区。 它通过物流或能流传揽递

等方式把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

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家工厂的

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或能源，
模拟自然生态系统， 在产业系统中建立 “生产

者———消 费 者———分 解 者”的 循 环 途 径，寻 求 物

质闭路循环、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 它要

求一定地域内的不同企业间以及企业、居民和生

态系统之间形成物流和能流的优化，实现内部资

源能源高效利用， 外部废物最小化排放的目的。
建设生态工业园既可以提高资源、 能源的利用

率，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使“百姓富”建立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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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美”的基础上，是乡村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 是 推 进 生 态 文 化 工 程，留 住“乡 愁”这 个

根，使乡村的自然特色充分释放出来

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生态环境中多

样化生存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 生

态文化的载体依托原生态物质，再现活态的物质

文化。 ③我国传统的生态观，强调天时地利人和，
将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生

态观。 我国天人相参思维提供了一种三元生成的

新思路，把西方的人与自然二元关系扩大到人与

天、人与自然的三元二重关系的链条中，即在处

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多了一层人与天道的关

系。 人作为天道与自然的中介，主动把握二者的

不同规律， 共同参与天道与自然的变化生成过

程，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避免片面追求效率而牺

牲长远利益的弊端。 我国传统的生态观，还提出

人尽其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核

心是将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民间传统文化宝库

中， 不仅沉淀着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与追求，
而且具备人际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的宝贵探索，
提供可供借鉴和发扬的文化生态模式。 文化是一

个地区发展的根和魂。
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留

住文脉、记住乡愁，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厦门在过

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有一部分村

落被消失了。 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还有古老的

建筑、独特的民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

消失。 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消失是不可逆的。 厦门在城镇化过程中，要特

别注意保护个性，凸显独特性。 民俗特色，本质上

是一个地方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

符号。 村庄的传统风貌和个性特色，是历史脉络

的延续。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尊重村庄的传统

和特色，避免“千村一面”。 在保护乡土建筑和历

史景观的同时，注意挖掘乡土文化内涵。 我国目

前有12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但被联合国确

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只有平遥、丽江等少数

城镇。 这些城镇被入选的主要原因，是完整的保

留了历史文化特色。 正是难以复制的文化特色，

使其成为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只有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而没有城市的个性和文化独特

性，不能称之为健康的城镇化。 在厦门城镇化和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要着力培养特色文化村，
充分发掘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

木和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产，优化美化村庄人

居环境。 把历史文化底蕴雄厚的传统村落，培育

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特色文化村。 特别

是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人居文化、把特

色文化村打造成为弘扬农村生态文化的重要基

地。 古村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在一个地域边

界内聚族而居， 有家属血缘性和区域地缘性；村

落择吉而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融诗情画意于

村落园林景观之中； 村寨里有创业始祖的传说、
遗训族规、家属大事记的庆典和缅怀先祖的祭祀

活动等。 我们要保护古村落，尤其是保护好“景观

村落”。 “景观村落”的特点是，有优美的山水环

境，有上百年的建村历史，有一定存量的传统建

筑和人文景观， 村落的布局与自然和谐共融，不

仅构筑一个有利于子孙后代和谐生存繁衍的社

会空间，而且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和哲思的精神

家园；它们在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中，承载着村

落乃至农耕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历史信

息。
近些年来， 农村人口流失和生活方式的转

变，正在使乡土文化逐渐趋于解体。 一些具有百

年历史的古村庄人去屋空。 流传几百年的民俗、
手艺频临失传。 县志、村志等乡土文献整理无人

问津，乡土文化设施老旧短缺。 凡此种种，让人说

到乡愁时，甜蜜中充满着苦涩。 历史演变到今天，
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发

展、繁荣生态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
就是要保护好各类留存至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并

在新农村建设中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特色。 历史

文化遗产长达数百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为我们

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灿烂的建筑文化遗产，尤其是

在乡村中现存的各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

优秀历史建筑和建筑群落。 翔安区的历史文化遗

产相当丰富，有香山岩古寺、吕塘古井、洪朝选陵

园、东界古塔、茂林石马、沙美村农民协会、吕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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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和古松柏林、翔安古界-同民安等，为建设

美丽乡村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同安区具有建设

美丽乡村的自然景观， 拥有闻名的西山十景观，
包括：西岳龙泉、紫云洞天、佛光普照、梵塔凌空、
雄狮观日、双凤朝阳、罗汉茗香、传郎余韵、杏林

春雨、摩崖石刻等自然景观，是厦门不可多得的

历史文化遗产和颇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应当倍加

珍惜和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真

实性原则。 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维护和修缮中，应

尽可能做到修旧如旧，通过维护和修缮使其得到

延年益寿，而不是将其消灭然后以复制品取而代

之。 历史文化价值只有在真实的原物中得以体

现， 任何新造的假古董都不能具有原物的价值。
我们要更加注意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不应仅仅

局限于古建筑的保护，还应保护好物质遗产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应当让老百姓热爱自

己的家园，认识其中的深层价值。 要注意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自然人文

特征相协调。 加强历史文化名村、民族风情乡村

文化资源挖掘和文化生态整体保护。 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保存乡

村文化记忆。 在提升自然村落功能基础上，保持

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有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和民居。 乡土文化是乡愁的重要载体。 农村要

留得住乡愁，必须重建乡土文化。 文化的生成和

传承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缓慢过程，农村要留住乡

愁，不仅有赖于各级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的长期

投入，更需要我们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不懈

地发掘弘扬。 还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和传承历史

文化遗产，不应仅仅局限于古建筑的保护，还应

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个

方面，应当让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家园，认识其中

的深层价值。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

素，在提升自然村落功能基础上，保持乡村风貌、

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的传统村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
乡土文化是“乡愁”的重要载体。 农村要留得住

“乡愁”，必须重建乡土文化。 文化的生成和传承

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缓慢过程， 农村要留住 “乡

愁”，不仅有赖于各级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的长

期投入，更需要我们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不

懈地发掘弘扬。
例如， 一提起厦门闻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宋江阵”， 很多人都会想到翔安区的莲塘村，作

为国内首个以“宋江阵”命名的文化广场，包括演

武场、博物馆、观景台三部分。 形成“宋江阵”特有

的“一村一品”文化特色。 依托莲塘小学、莲塘村

分别组建少年和成年“宋江阵”，参与国际武术大

赛和海西武术大赛。 翔安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丰

富，有香山岩古寺、吕塘古井、洪朝选陵园、东界

古塔、茂林石马、沙美村农民协会、吕塘古民居和

古松柏林、翔安古界-同民安等，为建设美丽乡村

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同安区莲花褒歌被列入福

建省第二批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褒歌也称对唱山

歌，是莲花山民在种茶制茶劳动过程中即兴创作

而唱的短歌，自明代嘉靖年间以来，在同安莲花

山区乡村广为流传，甚至扩散到邻近的安溪县农

村。 同安区为了保护和颂扬传统乡土文化，正在

着力打造“一镇一品”的特色文化品牌，形成西柯

歌仔戏、祥平南音、莲花褒歌、汀溪宋江阵、五显

开门王文化等15个民俗文化基地。
注释：

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3
年12月25日。

②许经勇：《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六十年研究》，厦

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③罗康隆、邹华锋：《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生态维护理

念》，《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8页。。

(作 者 单 位 ： 厦门大经济经济学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中共厦门市党党校，福建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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