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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湘西传统聚落作为一种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聚落景观之一，其保护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怀化市侗族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从传统风水学理念与现代生态位出发，探索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的构建方法

和驱动因素，以期为传统聚落合理的生态位扩充和空间结构演变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 湘西传统聚落形成了东、南、西、北

四面山林围护、中间宽敞开阔的独立地理空间结构，构建了符合大众追求的“山-林-屋-水-林”的理想聚落空间模式，而且民居

建筑大多都“坐西朝东，背风向阳，靠山面水而建”。这种聚落是在自然、经济和文化三大因素共同影响下构成的复合生态系

统，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在传统聚落空间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应遵从其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不同传统聚落的生产

力水平条件，合理推进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并适度加以调控，以稳步实现传统聚落的空间演变和生态位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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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Hunan is one of few well-preserved traditional cultural landscapes in China． As such，research 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is area with respect to both cultural ecology and biodiversity are considered important． With traditional

Dong settlements in Huaihua as the research milieu，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raditional feng shui concepts and incorporates

modern ecological niche ideology to explore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employed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a s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niche expans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Our study reveals that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estern Hunan have attained a harmonious equilibrium over time． Spatially，this

is manifested as a unique settlement pattern with loc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ttlements are bordered by mountain forests

in all directions and are constructed around large，open，central spaces，reflecting the“mountain-forest-house-water-forest”

spatial settlement concept，which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s of feng shui． In addition，most of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of

the Dong settlement in Tongdao，Western Hunan，are positioned west to east，facing the sun，facing the water，and against

the mountains． These settlements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unique complex ecosystems formed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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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major factors，that is，nature，economics，and culture． The elements of the system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in
complex ways，dir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s，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their residents，and producing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expand，it is important that planners remain mindful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areas have developed and evolved． They should ensure that projected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for these areas will
protect their unique identities and preserve the delicate balance that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their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by facilitating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social，and economic factors as these systems adapt and evolve over
time． When considering ecological niche expansion with regard to the settlements，traditional planning approaches cannot be
ignored; however，they need to be adapted to incorporate planning with respect to population growth control，the cult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mong residen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o augment farmers' income．
In the meantime，relevant policies and standards need to be formulated to guid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to curtail injudicious construction of new buildings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succession of settlements; feng shui; Dong ethnicity

不同的地理区位、资源类型、生产技术造就了不同的聚落形态和聚落文化，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聚落景观，

并在聚落之间的发展中形成了较稳定的聚落空间分布形态［1］。这特定的空间位置、空间资源及聚落之间形

成的功能联系构成了该聚落生态位内涵。传统聚落空间结构是对传统聚落的地域空间属性的特征表达［2-3］。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传统聚落的空间组织结构，即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空间载体。传统聚落的形成、
发展、扩张、变迁发展存在于环境之中，两者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由此衍生出一定的关系状态，称为传统聚落

的生态位［4］。传统聚落生态位表达了聚落空间特性和环境资源空间特性互动的客观关系，是聚落与环境互

动适应后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状态和共存均衡状态。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聚落文化空间特征明显，同时在聚落文

化作用下所形成的聚落景观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5-6］。
国内有关传统聚落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包

括地貌类型、人口的空间分布和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等内容［7-9］; 二是传统聚落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

主要以人口迁移为重点，从社会因素、生态因素分析传统聚落的演进及其动力［10-11］。三是聚落生态位规律的

研究。传统聚落的空间分布是自然、社会、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空间区位的选择，反映了传统聚落空

间演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指向［12-13］。总体而言，涉及聚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 建筑) 或宏观( 城

市) 层面，而缺少对中观( 村落形态) 层面的探讨。聚落生态位理论能够较好的反映传统聚落生态关系的持

续变动，在解释传统聚落这一自然、社会和经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以及系统空间演化与动力

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怀化市通道县侗族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传统风水学理

念与现代生态位理论出发，探索传统聚落空间构建手法，并用生态位适宜度、生态位扩充理论探讨湘西传统聚

落观的驱动力分析和传统聚落生态位扩充与空间结构演化进行分析，揭示自然、经济和文化这 3 个因素在湘

西传统聚落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之间的关系。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西南部，处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之地( 图 1) 。该县地势东、南、西三面

高耸，中、北部略低。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四季分明，夏季酷热，冬少严寒。气

温年较差小，日较差大，春温回升较迟，秋季降温比较早。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通道县人民创造和积淀了以

侗族文化为主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通道县在湘、桂、黔交界的 300 余万侗族聚居地中，侗族聚落保留最为

完整，形式最为多样和独特。侗族聚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聚落形态，其聚落与建筑体

现出来的对自然、气候的生态适应性，展示出了侗族人民在不同地域环境、社会文化及建筑营建技术下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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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

图 1 研究区位图

Fig． 1 Ｒesearch Location Map

本研究区下宅村侗族聚落面积为 726． 83hm2，该聚落集村寨、田园、道路、溪流、草地、森林为一体( 图 2) 。
区域内地质以丹霞地貌为主，森林则以杉林、竹林为主，郁闭度较高，森林覆盖率达到为 77． 7%。该聚落中农

作物以传统水稻为主，占聚落面积的 5． 13%，有县域主要河流坪坦河穿过整个聚落。目前沿坪坦河流域侗寨

正在集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发现，通道与周边地区相比，传统聚落保留较多、集中且完整。由于经

济增长及人口增加，这些传统聚落内的居民渐渐搬离，在原聚落旁修建新房或迁居外地，研究该区传统聚落空

间构建及其演变显得十分必要。
1． 2 研究方法

从聚落空间形成的两种重要根源驱动因素———文化和生态为出发点，本文应用风水模式和生态位两种研

究途径对湘西通道侗族聚落空间格局进行解析，其中风水模式对聚落空间格局的构建手法进行解析，运用生

态位理论对湘西聚落观的驱动力分析和聚落生态位扩充与演变进行分析。通道县诸多侗寨中，陇城镇现有侗

寨原貌保存较为完整，开发力度相对较小，本研究主要对通道县陇城镇进行调研，以下宅村为重点进行问卷调

查和实地田野调查。
1． 2． 1 风水模式

风水理论是中国古人凭直觉认知和经验积累，总结并完善了一套以人与自然协调为基准的认知观念和择

地理论，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聚落选址和居住环境营建中［14-15］。传统风水文化一直左右着中国古代村落

的格局，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广泛应用于传统居住环境建设的实践中。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将社会学

调查方法运用到湘西侗族聚落的研究中。一方面将所获取的自然环境数据，通过实地勘测，对聚落空间立体

结构及内部元素的空间形态进行文化解构。另一方面，基于传统坐向形局论，把功能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问

题，获取湘西侗族地区的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数据及生物资源统计数据，将实地场所感知与随机抽样访谈调

查结合，梳理聚落生态文化及其格局演变史，绘制聚落风水格局图及山体、水系、人居等重要空间节点的空间

5683 期 宋建军 等: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传统聚落的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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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范围与聚落分布

Fig． 2 Ｒesearch Scope ＆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形态和布局图。

表 1 两种研究方法的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Two of Ｒ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
Ｒesearch methods

风水模式分析
Fengshui mode analysis

生态位理论
Ecological niche theory

研究内容 Ｒesearch content 从文化角度分析整体空间构成和综合自然地理要
素构成

生态位角度解析空间生态构成

分析角度 Analysis angle 从民族聚落的文化传承、演变及生态文化认知出发 从环境资源的分布格局出发

陈述模型 Declarative model 人在环境中的定位和认同过程、人的择地而居的
过程

生态位宽度、重叠、适宜度进行聚落的演化分析

调查方法 Survey methods 实地走访、勘察、调查聚落空间结构; 对当地居民进
行抽样访谈，聚落格局发展历程

经典的生态学方法进行相关数据整理

基本元素 Basic element 龙，穴，砂，水，向 生态位适宜度、生态位扩充理论

侧重方面 Focus on 立体结构; 综合自然地理要素、人类聚落层次 驱动力分析，演化分析

1． 2． 2 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主要反映生物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16］。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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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基础上拓展的有生态位适宜度、生态位扩充理论等，生态位适宜度可以为聚落发展可持续性提供评价

依据; 生态位扩充则能够较好体现聚落空间结构发展及演化机制。这些理论在反映生物单元一般发展规律特

征、解释生物单元发展动力机制、分析生物单元预期发展方向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7］。传统聚落具备明

显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特点，其内在状态、结构以及功能的变化均可以从生态位理论的角度加以

诠释。对不同发展时期内、不同环境条件下传统聚落发展的规律、过程、机制进行分析。

2 湘西侗族地区聚落空间格局构建手法

湘西侗族传统聚落在与自然界长期的磨合中探求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同时追求建筑选址、
方位、布局、外观等因素与周围环境相协调［18］。聚落空间格局、人居模式、建筑形态和社会关系蕴含着深层次

的生态学内涵，逐渐形成了以风水聚落模式为表现形式的一套关于理想景观模式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形

成了具有湘西地域特色的多功能景观载体———传统聚落［18］。
2． 1 侗族聚落大尺度环境

在区域空间方面，侗族传统聚落追求“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的境界，因此择地是营建聚落环境

的关键。侗族人生活在群山连绵、溪流纵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是: 青山环抱、碧水

环流、避风向阳、朝向开阔。空间营建上遵循靠山脉发展、依山就势、顺应水脉、保土理水、就地取材等原

则［19］。侗族人民依山傍水、因地制宜的选址理念的形成，是根据所处的自然环境，结合长期以来的生产方式、
生活习惯，并遵循祖辈世代传承的信仰、信念、方法进行的。传统的风水理论对侗族聚落的选址与布局有着深

层次的影响。山脉以绵延不断、起伏不大为佳，山脉到达聚落之后，成为聚落的“靠山”。一方面，有靠山，可

以种植、养殖，利于经济发展，保障生存的需要; 另一方面，村落居民群居在一起，便于聚集力量，并利用山体有

利地形，防御自卫。同时，山脉影响着区域生态环境，如小气候状况、地表水排蓄水、地下水的流动等。如通道

县陇城镇下宅村聚落的背山逶迤，为大山的余脉，抵挡西北风的直袭。村落左右山体环抱是一道具有良好防

御作用的生态屏障。村落前方开阔平整，水稻及田鱼是聚落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聚落前方案山起伏，

呈波浪形，有良好的心理趋向，最终构成东、南、西、北四面维护、中间宽敞开阔的独立地理空间( 图 3) 。

图 3 研究区域实地景观及其手绘聚落示意图

Fig． 3 Field Landscape and Hand-painted Settlement Diagram of the Ｒesearched Ｒegion

侗寨村落一般都具有成片风水林，通常认为对平安、长寿、多子、人丁兴旺、升官发财具有吉凶影响的人工

培植或天然生长的林木，其表层意义是藏风聚气、得水为上的风水作用，其现实的意义是传承文化、水土保持、
调节小气候、保护和美化环境，并且对村寨具有极好的隐蔽效果［20-23］。如通道县陇城镇下宅村聚落的外围三

面环山、一面临水，在村落基址后方的是“主山”，其山势向左右延伸，成左右肩臂环抱之势，前方有对景山“案

山”遮挡，“案山”与村落之间有月牙形的池塘或弯曲的水流，水流的缺口处有水口山，村落就坐落在山水环抱

的中央，地势平坦而具有一定的坡度，形成背山面水的基本风水格局。在这样的格局里，无论是在环绕村落的

山脉上，还是村落前的流水旁，抑或是村落宅居旁，都要保持有茂密的植被，既可以是天然生长的，也可以是人

工栽植的，而这些植被多样的分布形式就构成了侗寨聚落风水林的基本格局。

7683 期 宋建军 等: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传统聚落的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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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来看区域环境，要求各项因子统一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其中水是关

键生态因子。下宅村内除了一条自然水系外，还与之平行分布着的两条主干渠道顺山势地形夹着村落，与分

割村落的河流形成南北向的三大植被带。水系由坪坦河及其支流组成，将整个村子聚落包围，最后注入水口

双江河。根据通道县 1 ∶ 50000DEM 图，下宅村西侧入水口水面海拔高度约为 482m，东北侧进水口约为 493m，

出水口在聚落入口方向后方，位于南侧，海拔约为 502m，水流速度大概在 0． 45m3 /s。这样的水系格局和水流

速度保证了坪坦河的水源水质。水口也是物质、能量和物种进出下宅村侗族聚落的重要通道( 图 4) 。

图 4 通道县下宅聚落水系分布图

Fig． 4 Water System Distribution of the Housing Settlements in Xiachai，Tongdao County

2． 2 侗族聚落小区域环境

对通道县侗族聚落空间景观模式所做的 77 份有效问卷调查表明，80． 5% 的人选择“山-林-屋-水-林”模

式，9． 0%的人选择“林-屋-水-山”模式，7． 8% 的人选择“山-屋-林-水-林”模式，2． 7% 的人选择“水-山-林环绕

屋”模式。本研究调查表明，湘西侗族地区传统的传统聚落就是一种多功能景观，符合理想的“山-林-屋-水-

林”景观模式，其空间要素组成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表现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各个独立的自

然村落具有相似的界面特征，展现了丰富的空间层次变化( 表 2) 。

表 2 通道传统聚落斑块构成模式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mponent Model of the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Ｒural Settlements in Tongdao

聚落形态
Settlement mode

斑块构成
Patch composition

聚落数量
Number settlements

%

理想风水形态 Basic mode 后山林地 + 建筑群 + 鼓楼 + 鱼塘 + 水田 62 80． 5

无风水林形态 Non-forset mode 建筑群 + 鼓楼 + 鱼塘 + 耕地 7 9． 0

无鱼塘形态 Non-pond mode 后山林地 + 建筑群 + 鼓楼 + 水田 6 7． 8

现代建筑形态 Modern architectural form 建筑群 + 鼓楼 + 鱼塘 2 2． 7

水平空间结构上，下宅村聚落特征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即民居建筑、鼓楼、风雨桥、鱼
塘、农田、树林、山体等自然要素由内向外呈圈层分布，形成一个“人-村落-自然环境”有机的大地生命整体，从

而更好的完成各要素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持和谐的聚落生态环境。垂直空间结构上，从上到下结构

为: 山体、树林、民居、农田、河流。这种聚落层次，上层的山峦屏挡冬季北来的寒风; 面朝流水，既可以接纳夏

日南来的凉风，又能解决生活饮水和灌溉问题，缓坡阶地，可以避免淹涝之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周围植被郁郁，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薪柴。而居民活动主要集中在下层，这样在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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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空间上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满足了人在聚落中对农田管理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安全的心里需求，

从而符合对围合与庇护的聚落模式的追求。
2． 3 侗族聚落人居微环境空间

侗族传统聚落大多都具有“坐西朝东、背风向阳、背山面水而建特点［24］。其中风水学中“坐西向东”是侗

族建筑的既定吉祥形式;“背风向阳”是取阴阳相生相克相互依存之意;“背山面水”是取避凶聚气确保家财不

外流之意。从生存意义上来说，侗族大多居住在山区，日照时间相对较少，山峦起伏，淤积瘴气较多。向阳坡

有利于日出后阳光辐射加热山坡，形成上升气流，有利于气体流动，加速瘴气、村落烟雾及其他污染物扩散。
湘西侗族传统聚落中，村落中的主要街巷顺应夏季主导风向，形成风廊，以利于夏季村落内部的通风，再以小

巷串联民居，形成并联或串联式聚落形态。
湘西侗族传统民居通常还会根据气候条件，通过多样的民居平面布局、结构形式、建筑材料、植被绿化等

方法，来改善住宅内部的微小气候; 同时利用门窗、廊道等开敞的空间，来引入穿堂风。这种院落形成了单个

的内向型的小气候，较之于自然，更具调节性，从而形成的微气候较有效地解决了密集型居住布局所带来的环

境问题。院落内植以花木，点缀和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而且这种民居布局和结构方式，创造出一个较舒适的

居住环境，以适应南方较炎热的气候( 表 3) 。

表 3 通道传统聚落斑块的功能

Table 3 Functions of Different Patches of Traditional Ｒural Settlements in Tongdao

斑块 Patch 功能 Function

后山森林 Hill 为聚落“靠山”，树木由于风水原因而禁止砍伐

建筑群 Building complex 是聚落所有居民栖居的场所，也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空间

鱼塘 Fish pond 鱼塘聚水则寓意聚财; 兼具防御、排水、防涝蓄洪、防火等功能

水田 Paddy field 用于耕种以取得食物，也是聚落居民的经济来源

3 湘西聚落观的驱动力分析

聚落是由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 3 个亚系统共同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
系统中各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维系着聚落的发展和居民的生存，并形成独特的乡土性文化特征。
3 个亚系统以相互适应的机制达到动态平衡，复合成完整的聚落生态系统，自然因素前面已论述，此不赘述，

见表 4。

表 4 驱动力因素与聚落生态结构之间的关系

Table 4 Ｒelationship between Driving Force Factors and Settlement Ecological Structure

构成因素
Constitute Factors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s

对聚落生态结构的影响
Influence on Settlement Ecological Structure

龙脉 居民生物资源拥有量

自然因素 Natural factors 朱雀 营造居住微环境

水 生产、生活的限制性因子

经济因素 Economical factors 食物 耕地、鱼塘提供食物

栖居 侗寨、鼓楼、风雨桥提供栖居、活动空间

风水观 聚落选址、规模、取向

文化因素 Cultural factors 自然景观 聚落布局、方位、模式

安全因素 生存需要、安全需要

风水禁忌

3． 1 经济因素

一切经济问题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引起，而人类为了生存需求，能满足需求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可供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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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限，对有限的资源人类必须权衡取舍［25］。对于一个聚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合理的分配利用土

地，所以，聚落的形成除了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外，其经济因素也是影响聚落形成的必然因素。首先，聚落建设

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过程，因为聚落的建设除了需要土地，还需要资金、建筑材料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其次，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在内的经济因素对聚落选址、规模、分布形态产生作用，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主要是通

过住宅建设水平的高低来体现。然而在聚落组成元素中，其中风水林一般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它由于传

统的风水观念而保护起来，禁止砍伐，从而满足了人类的心理需求，即风水观所说的聚落居民希望辟邪消灾、
祈求身体健康、人丁兴旺等。
3． 2 文化因素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着人类对精神和美学的取向，以及深刻的

影响着聚落景观［26］。但文化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对聚落生态观及景观结构的影响是隐晦而复杂的，其中影

响最大的文化因素之一就是风水文化［27-28］。侗族聚落居民“万物有灵、共生共荣”的观念深刻的影响侗族村

寨的选址、建设和侗族聚落的演化。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生态观，是侗族聚落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原

因，并以物化的形式渗透到村落各个层面中，体现了侗族的生态智慧。

对下宅村侗族聚落调查可发现，侗族居民尊重自然环境主要体现在对山地资源的态度及聚落空间构建

手法两个方面。侗族先民认为“无树则无以作栋梁，无材则无以兴家”。这充分体现了林业资源对于构造聚

落和生计的重要性，在利用森林资源的同时又大量植树造林，保持生态平衡，以形成发展的可持续性。聚落

空间构建手法主要依山就势的“吊脚楼”形式和“风水”模式。尽量减少了对山地地形、地貌的破坏。同时，侗

族聚落选址的依山傍水，形态布局中重视与水的关系。实地调查中发现寨内侗族居民建造精巧别致的井亭

来保护水井，还把亲水动物作为图腾进行崇拜。作为古老的山地农耕民族，需要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来自多方

面的挑战，因此选择了鼓楼作为公房，成为侗寨议事、文化、娱乐休闲活动的中心，由此形成了“鼓楼文化”。

鼓楼成了侗族文化的中心载体，也成为侗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从结果来看，陇城镇下宅村聚落风水除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外，确实使大片森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

增加了水域面积。风水林与现代文明下的自然保护区有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认为，风水林和鱼塘的存在及受

到的保护，对通道传统聚落以及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对于这样的因果关系

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生态适应机制。风水的影响还表现在聚落规模的控制上。聚落规模是有上限的，不随聚

落人口的增长而无限扩大。龙脉的大小和土地的开阔程度决定围屋的规模，这与生态学中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相通。

4 湘西传统聚落生态位扩充与空间结构演变

生态学把发生在一定地理位置上、对生态系统结构造成直接损伤的、非连续性的涨落现象统称为干扰。

干扰是聚落生态演替的动因，干扰可以分为外源的和内源的两大类。对于传统聚落生态系统而言，外源干

扰如洪水、火灾等天灾人祸造成的不可抗力，内源干扰如资源等环境承载力的降低的改变。在干扰的作用

下，聚落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的能量和物质交换速率增加，系统组分的非线形作用和随机涨落引起自我放大

效应( 表 5) 。

通道县下宅村传统聚落作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其同样会表现出发展、演化的过程，聚落系统中的不同生

态单元通过对其各自生态位的调整来不断改造或扩大周围环境或资源的承载能力，进而实现着各个生态单元

生态位的扩充以及聚落系统总体生态位的扩充。生态位的不断扩充的结果又会使传统聚落系统在社会、经
济、自然要素在地域空间上产生分异，从而促使聚落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传统聚落发展演化可划分为形成、

扩展、成熟、转变四个主要阶段。在传统聚落形成阶段，聚落规模的变动取决与腹地耕地面积所能维系人口数

量的平衡点上。当聚落原有的腹地土地不能满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居住需求和生产需求时，这时就会有一部

分人口从原有聚落内迁出，在聚落附近或聚落之间的空地上重新建宅，形成新的居民点，原有村落的空间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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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 图 5)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扩张以及聚落周围生产环境的改变，使居民生产在某

种意义上逐步脱离对资源分布区的强烈依赖，也使单纯由于农业生产而聚居在一起的农户居住空间分布形态

进一步发生变化，聚落经济功能的改变使得居民的居住选址位置逐渐转向交通优势区位。

表 5 湘西侗族传统聚落演变因素对聚落的影响

Table 5 Influences on Settlements by Evolution Factors of Traditional Dong Nationality Settlements in Western Hunan

驱动因素
Driving Factors

主要变化
Main Changes

对聚落影响
Influence on Settlements

聚落空间有限 开拓新的聚落空间

自然因素 Natural factors 森林覆盖率减少 改用砖混结构建筑

景观多样化 传统与现代建筑混合

经济发展政策 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因素 Economical factors 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 聚落人口减少

传统组织方式变化 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

聚落民族习惯的变化 选址较随意

文化因素 Cultural factors 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 各自为政

风水观念的淡化 建新房不再传统聚落为中心

图 5 通道侗族传统聚落与现代聚落的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ettlements of

Tongdao Dong Nationality

在侗族聚落空间格局构建手法上讲求人居环境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追求建筑选址、方位、布局、外观

等因素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然而，随着侗族聚居地区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侗族聚落的空间形态正在发生渐变。
同时，侗族是典型的农耕型聚落，农田土地是侗族人民

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侗族民居建筑呈密集型布置，既

是节约土地之需，又具村寨防范外来侵犯之功效。近年

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聚落文化观念的日渐

淡漠、价值观念的转变，侗族内部组织对居民的制约和

影响越来越小，居民更加注重自身的居住空间和居住需

求，新建住房不愿意选择聚居区内，而是选择搬离聚落中心。选址趋向道路两侧靠近，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

耕地的日渐减少、蓝色水系空间和绿色植被空间的被挤占，聚落空间形态遭到破坏。

需指出的是，不同阶段类型传统聚落空间演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与其内部生态单元与区域环境之间

的外延摩擦和扰动程度，传统聚落空间快速扩展的过程中如缺乏有效调控也会导致失稳现象。如传统聚落的

外延式发展造成耕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聚落空间结构的松散布局造成公共设施的集成建设和集约利用难以实

现。在传统聚落空间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应遵从其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不同传统聚落的生产力水

平条件，合理推进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并适度加以调控，以稳步实现传统聚落物质空间和经济社会空间

演变的融合与过渡。

5 结论

生态位理论能够较好地反映传统聚落发展规律特征、发展动力机制以及预期发展方向，对传统聚落可持

续发展、传统聚落空间结构演变和城乡协调发展等相关研究带来一定启示。当前，生态位理论在经济社会系

统中的运用处在不断发展中，其具体理论与其他经济社会研究领域的结合有了更深入的拓展。基于生态可持

续性视角的生态位理论为相应研究领域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我国传统聚落

发展正处于快速的转型时期，随着生态位理论的不断完善，希望也可以为传统聚落发展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

与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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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传统聚落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必须从聚落可持续发展角度，以此来推动传统聚

落建立自然、经济、文化三因素平衡的新生态观，使原有的聚落景观在新时代中发挥新的作用，从而使现有聚

落化景观不至湮灭。经济因素是重要的突破口，通过对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更多富有吸引力的就业机

会，使传统社会结构回归良性，从而具备再发展的活力。在文化因素方面，传统风水观的式微已使风水林和鱼

塘逐渐受到损害，因此，应对聚落观念重新阐释以维持原来人们基于风水观而自觉保护风水林和鱼塘的局面。
针对聚落新建房屋无序发展的情况，应制定相关政策标准以引导聚落有序发展。由于参考资料的匮乏，本文

的量化研究相对缺乏。但在取得对湘西传统聚落生态位的基本认识之后，下一阶段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化

研究从而获得更清晰可靠的结论，这也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促进新传统建设和新

型城市化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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