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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的传统生态智慧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Research of the Karst Dike Field Landscape
of Bao's Village,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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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统生态智慧的角度，通过现场判读、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贵州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进行调查和研究。阐述了鲍家屯戍边汉民族独特
的社会经济信仰体系（宇宙观、风水信仰、家庭观念、宗族意识、防御心理、民族情感、屯田制、岁修制度、“来会”制度）如何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土地贫瘠、
水土流失、雨水分布不均、旱涝风险）下，延伸出了独特的人地互动方式（空间选址、水资源利用、可调节的自流式灌溉），形成了协调的水利坝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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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depth interview, we research about the Karst Dike Field Landscape of Bao's Village from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t the Bao's Village, the Han nationality people have their social-economic-relational system, combined with cosmology, geomancy,
sense of defense, family and clan emotion, nationality emotion and institutions of family farmland-responsibility, annual dam-maintenance and fork association. This
system has developed a serial of specific human-natural interactions, such as site selection, water utilization and adjustable gravity-flowing irritation. As a result, a
harmonious dike field landscape emerged.
Keywords: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depth interview; the Bao's Village; Ka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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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家屯是贵州安顺屯堡的典型代表，被称

州安顺，与当地自然环境紧密互动，形成了

为“大明屯堡第一屯”。是明朝洪武二年（1369

蕴含汉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农业景观，使得

年）从安徽歙县受命赴喀斯特地区征战少数

鲍家屯人在“地无三尺平”且水土流失风险

民族首领的鲍氏军队驻扎屯田形成的汉民族

严重的黔中喀斯特地区繁衍至今。

村落。鲍家屯景观是一种文化迁移的结果。

本文以对农业景观的田野调研为基础，

汉民族亚文化在特殊的地貌及人文环境中得

通过现场判读、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

以强化、彰显，与当地自然环境发生新的互动。

深入、全面地了解当地的自然知识、农业传

鲍家屯的水利坝田景观是人文环境与自

统实践和社会机制，结合已有文献、地方志、

然环境高度融合的典范。600 多年来，鲍家屯

族谱、村落景观数字档案进行研究。从文化

的汉族人将中原江南的汉民族文化移植到贵

景观的视角解读“贵州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

李婧 /1993 年生 / 女 / 河南人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LI Jing, who was born in 1993 in Henan province, is

韩锋 /1966 年生 / 女 / 浙江人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院景观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乡村景观与遗产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规划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际古迹遗

景观（上海 200092）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

Planning(CAUP), Tongj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主席、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on rural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heritage (Shanghai

研究方向为世界遗产文化景观 / 本刊编委（上海 200092）

200092).

通信作者邮箱（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ranhanf@qq.com

93

研究 /

田景观”，剖析推动景观演变的传统生态智慧，

它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知识、信仰、实践、

和谐相处的乡村景致（图 2），这得益于鲍家

鉴别其在自然保护和社区构建中发挥的作用，

传统、习俗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具有实

屯人的生态智慧。

为喀斯特地区乡村规划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践—社会机制 2 个层级，实践包括对水、土地、

社会机制又可分为经验认知、管理制度、社

2 贵州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蕴
含的“传统生态智慧”

会习俗和世界观 4 个层级（图 1），其中社会

2.1 传统人地互动观念

动植物的监测和对受干扰的生态环境的恢复。

1 背景
农业景观是乡村景观的组成部分，作为
文化景观的第 2 类—演进类文化景观的典型
代表

[1]

，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蕴含人

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

[2]

习俗和管理制度的概念比较接近

[5]

。

本文根据研究区特征，将生态智慧分为

2.1.1 天地崇拜和风水信仰塑造了人地和谐的
居住环境

。景

观念信仰、制度习俗、实践行为 3 个层级进行

作为汉人，鲍家屯人沿袭了儒家思想中对

观是“由特定文化族群在自然中创造的”，早

解读，这 3 个层面互相联系和影响，上一个层

天地的崇拜。从鲍家屯居民普遍供奉的神榜内

期索尔对此解释为“文化是动因，自然是载体，

级是下一个层级的基石，形成一个完整的体

容看，很多都显示出对天、地的敬畏，如“受

文化景观是呈现的结果”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系。这个体系可以表述为：“本土的社会经济

天之禄”“受天之祜”“受天百福”“天地国

索尔的解释因为“文化”的概念太笼统而受到

信仰体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延伸出独特

亲师位”
“天高地厚君恩重祖德宗功师范长”
“天

挑战，文化应被解构为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

的人地互动方式，能够一方面满足社群的生活

有日月星辰地有五谷丰登”“天地盖载恩日月

，这些具体的

发展之需，另一方面促进其他物种和自然环

照灵恩”。 鲍家屯人对于神榜的写法也有很

内容和自然条件的互动方式更直观，直接指

境可持续的社会机制和实践互动。其结果是

多规矩和禁忌，比如对写在正中的条幅“天地

导着人对自然的实践行为并通过文化景观得

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环境状态和协调的景观。”

国亲师位”要求极为严格，不能出任何差错，

[3]

习俗、观念、体制等社会机制

[4]

以呈现。

鲍家屯始祖来自于江南安徽歙县。明朝

必须严格遵守“天不顶天，地不沾土，国（君）
不封口，亲不比肩，师不冒头”[6] 的标准。

关于传统生态智慧
（Traditional Ecological

初年，朱元璋发动 30 万大军“调北征南”，

Knowledge，简称 TEK）的定义，现在普遍接

平定盘踞于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据《民

受的是 Berkes 在 1999 年提出的：“随适应性

国续修安顺府志》卷之四《族志》记载：“鲍

在耕田建村选址时很讲究风水。据《鲍氏家乘》

过程进化的、祖祖辈辈经由文化传承传递下

姓，原籍江南徽州府歙县新安卫棠越村太和

记载：鲍家屯所在地“地极壮丽，脉甚丰饶，

来的有关生物体（包括人类）彼此之间和与

舍。明洪武二年（1369 年）始祖鲍福宝因‘调

狮象把门，螺星塞水，文峰玉案，森然排列”。

北征南’入黔，封振威将军，居安顺永安屯，

同时，他们按照传统的五行学说，以“靠山

即今鲍家屯。”

不近山，恰水不傍水”的原则进行村落的房

1 传统生态智慧中的社会机制层级
The social mechanism levels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鲍家屯村现有居民约 600 户。农田面积

2.1.2 防御心理与民族情感促成了凝聚包容的

水 系 而 变 化， 大 小 均 匀， 约 1 ～ 3 亩（ 约

社区关系

667~2 000m ）一块。虽然和周围少数民族村

鲍家屯是戍边部队修建的军屯，军人强

落同样处在基础生境资源欠缺、土壤瘠薄、

烈的防御意识影响着他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

水土资源配合差的喀斯特峰林洼地区域，但

方式。鲍家屯四周山头拱卫，互为犄角之势。

鲍家屯却拥有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和怡

山头制高点设有军事设施。这样一旦有难，

人的农业景观：青山环绕，农田和聚落因地制

可以相互联系，几方来援 [7]。村落主要入口正

宜。农田中水系密布，河道曲折自然，田地

南侧有 3 座山，一小山称作“螺星山”，左右

错落有致，形成“一坝、一水、一田”的格局。

两侧的大山为“狮山”和“象山”。它们的

禽鱼和村民共享清澈的河水，一片生机盎然、

空间关系被俗称为“狮象把门，螺星塞水”。

1
HAN Feng, who was born in 1966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a

Committee on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he chair of CHSLA

professor, doctoral advisor and director in the Department

Cultural Landscape Committee,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of this journal.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world heritage

Urban Planning(CAUP), Tongji University. She is also

cultural landscape (Shanghai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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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造 [6]。

约 3.4km2，流域面积 2 000hm2。田地形状依
2

the president of ICOMOS-IFLA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由于这种对天地的敬畏之情，鲍家屯人

/Research

清至民国，田赋一直“沿依旧制”，土地规模
基本恒定，稻作水利系统提供持续的“公共服
务”保障。
2.2.2 合作互惠的“岁修”制度
鲍氏先祖在汪公庙前立下石碑，定下“岁
修”制度，每年按时维修水利工程一次，成为
一条祖训。水利工程的岁修有一整套完善的制
度。水利岁修的经费来源于族田收入。根据《鲍
氏家乘》记载，鲍氏有大小族田 133 块，族田
租给个人，每年收租谷共近万斤，其收入主要
用于水利维修、修桥铺路等公共设施建设方
面。祖训有很强的约束力，族民自愿参加水
利岁修义务劳动，“秋收以后，各家拿出谷子，
大家一起打平伙吃饭，然后一起打坝挖沟……
哪片田是哪些人家的，哪些人家就组织起来去
淘河打坝”[8]。鲍家屯这种村民自觉管理，主
动建设，合作互利的岁修模式，维护着整个
灌溉系统的高效运转和农业生产的健康持续，
创造出生机盎然、和谐相处的农业景观。
2.2.3 团结凝聚的“来会”制度
“来会”制度是屯堡社区中发展出的闲、
2

急、日常等时态下互为补充、功能齐全的经
济合作模式 [8]。“来会”又细分为 2 类：一

2 鲍家屯水利坝田景观
The dike field landscape of Bao's Village

类为与人生礼仪相关的实物或劳务互助会，
称为“炸会”；另一类为“钱会”，是由 “炸

作为驻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汉族先遣军，鲍

另一方面鲍家屯以隆重的祭祖活动不断强化

会”发展出来的，以周期性“邀会”形式运转。

家屯是典型的文化孤岛，他们自称“老汉人”。

着儒家思想中以“孝悌”为核心的封建礼教

由于以前生活水平低、物资匮乏，同一个村

村民之间强烈的文化认同使他们凝聚成一股

和祖先崇拜，以及来源于徽州文化中的宗族

庄或者同一个氏族的人，在遇到大事小事的

力量，互帮互助。也是出于保障赖以耕种的水

社会特征。家庭观念通过小农经济制度的延

时候，会互相帮助、相互支持。“炸会”是

资源的考虑，鲍家屯自古和周围少数民族共享

续和宗族孝悌意识的渗透得以固化，使屯堡

以在短时间内帮助需要经济周转的人为宗旨。

水利灌溉设施，达成了协作维护的默契关系。

社会保持着核心家庭的主导结构。

如果遇到某家老人过世或者生子，村里的一

2.1.3 家庭观念与宗族意识维护着平等团结的

2.2 传统资源利用制度

些人就会每家拿出一些米或蛋，集合起来送

社会形态

2.2.1 各负其责的“屯田”制度

给办事的人家。等到下次村里另一些人家中

自屯堡社会产生之初，核心家庭就是其

屯堡实行“屯田”制度。屯军以家庭为单

办事，大家又会照旧这样做，即集合大家的

基本的社会形态。一方面，鲍家屯的土地规

位领种一份屯田，一份是 2.7 亩（1 800m ），

力量进行“礼物”的传递 [9]。屯堡人通过“来

模和灌溉形式是汉民族家庭宗族意识的体现；

其责任和义务在家庭内传承，不得弃籍弃耕 [7]。

会”制度，将相互信任的人结合在一起，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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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济上的帮持，形成了灵活性较高的经济

的肥沃之地。在如此水土条件下，鲍家屯自

下水抬头”。而为了避免“地下水白流”，

接济形式。

然有了发展农业的机会。鲍氏先祖秉承传统

鲍家屯人开挖的新河深度也很有讲究，既能

2.3 传统生态实践

风水观规划选址，却和现代地理学不谋而合，

满足农业灌溉对水流的流量要求，又不引起

2.3.1 顺应自然的空间选址

足以看出其智慧之处。

河水下渗流失。因此新河的河床尚未深及基

2.3.2 因地制宜转危为安的水资源利用

岩，淤泥质的河底隔离了基岩的裂隙，保证

屯军定居之初，鲍福宝将村落的位置选
在一系列正断层阶地之上。鲍家屯村北 2km

鲍家屯始祖来自安徽歙县棠越村，这个

左右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断裂带，北边的地块

江南村落自古就传承着卓越的理水智慧。在如

鲍家屯的始祖也采用了许多方法来提高

相对上移，因此这片区域具有西北高东南低

今的棠越村，也存在一个农田水利系统，渠首

水利设施的安全性。所有水坝的基底直接建在

的地势，背风向阳，日照充足。鲍家屯和周

有分水坝，名为大母堨。大母堨将上游灵山河

基岩之上，非常稳固。水坝均用坚固的长方体

围村落的人将村落之北的高地称为“神仙山”，

的水分流至棠越村的农田里，下游有一个尾

石块干砌而成，石块排列的方向是竖向而非

将村落和山之间的关系称作“神仙撒网”。聚

部调节工程，这个系统中的分水坝上设有许

横向，鲍家屯人称之为“立马石”，蕴含着“干

[9]

了水资源的充分利用。

落的具体选址遵循“靠山不近山，恰水不傍水”

多龙口

。鲍家屯的水利坝田系统正是调北征

砌石”的原理，结构结实，不易被水冲垮。在

的原则。既保障了村落的用水需求，又避免

南时期棠越村的人员迁徙和技术传播的成果。

水泥出现以前，鲍家屯人在坝体表面以黄泥

了山洪暴发和河流水位变化对建筑实体和日

鲍家屯始祖首先在地表水资源紧缺的贵

巴混合石灰勾缝，这种材料具有一定透水性，

州喀斯特洼地上，选择了河道转折处作为渠

使河道维系常年过水流量，具有更长的工程寿

贵州多山，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种

首。究其原因如下：河水有向河流凹岸一侧溢

命。整个水利系统中，受冲击力最大的就属“回

地貌“地无三尺平”，其所包含的各类微地貌

出的趋势，这种趋势往往导致凹岸泛洪，蕴含

龙坝”。“回龙坝”是鲍家屯区域最下游的

中，最平坦的就属峰林洼地。喀斯特地区的岩

着隐藏的危险，然而鲍家屯始祖却化危机为

一道坝，新河、老河汇流于此坝前，冲向“回

石可溶性强，容易被降雨和河流侵蚀。流水的

契机，故意选在河流转弯处，开水渠，分河水，

龙坝”，而此坝的主要作用是拦截水流，围

下切侵蚀作用受侵蚀基准面限制，侵蚀的深度

顺势导流，抬高水位。这样一来，有洪泛隐

合“回龙潭”，将水资源留在鲍家屯（图 3）。

有限。经历一定时间的累积，会形成一幅相对

患的水便巧妙转化成了滋润良田的灌溉之水。

可以说“回龙坝”一毁，鲍家屯灌溉用水便

平坦的地块，称为喀斯特峰林洼地，适宜聚居

屯堡人有民谣曰：“要叫地下水抬头，

急剧减少，因此保障“回龙坝”的安全至关

耕作。由于风化程度的差异，洼地上留存着的

不叫地下水白流；修好水利甜万年，百日无

重要。鲍家屯始祖巧妙地以优美的曲线形坝

未被完全侵蚀的岩体就形成了喀斯特峰林。这

雨也丰收。”此中蕴含的是防止水土流失的

轴线，延长了“回龙潭”的过流长度，有效

种峰林的形态受河流控制，峰脊往往平行于河

生态智慧。由于喀斯特地区的地下岩层裂隙

地减少了坝顶的单宽流量，降低了垮坝风险。

流的走势连续分布，山头间的空间深而窄，形

丰富，地下溶洞发育完善，喀斯特地区的水

传统的理水行为巧妙地蕴含着现代工程原理。

成一种天然的军事要道和防御关卡。鲍家屯作

系往往呈现地上河和地下水互相交织的模式，

2.3.3 一劳永逸、垂拱而治的农业灌溉

为军屯，坐落在峰林环抱的洼地之上，鲍家屯

体现在地表上，就是一幅河流忽断忽现、明

鲍家屯人借助了水的重力作用，利用 8

人称周围山林为“外八卦”。

暗相间的景观。因此，屯堡人利用水资源的

座（现存 7 座）形态、高差各异的堰坝工程，

喀斯特地区的土壤以贫瘠为主要特征，

原则就是：留住出露地表的地下水，避免地

实现系统化的自流式灌溉功能。村西头的“驿

然而鲍家屯的农田土壤却比较肥沃。原因是

上河向地下渗透。鲍家屯始祖在型江河上，

马坝”是第 1 道坝，由一道长坝和一道短坝组

常生活造成影响。

3

喀斯特高山地区流失的土壤堆积于喀斯特洼

选了一处地下水出露流量高达 1.25m /s 之处，

成，2 道坝呈“L”形，坝前形成蓄水的水仓。

地，形成区域内较厚的土壤层。鲍家屯农田具

开挖新河道，筑坝围潭，名为“驿马堰”，

短坝是灌溉坝，抬高河流水位，让水进入新

体选址于水量丰沛的乌江流域—型江河中游

相应的水坝和出水口就称为“驿马坝”和“驿

河。新河上的“小坝”“门前坝”和老河的“大

S 形转折处的凹岸。河流凹岸由于地转偏向力

马井”。河水水位在这里被抬高，水被灌入

青山坝”用于灌溉，均从坝前水塘的一侧引出

的作用，往往成为被定期溢出的河水所滋润

新挖掘的河道中供农业灌溉之用，此为“地

一条灌溉支渠，利用地势高差补偿输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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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龙坝
The Huilong Dam
4 鲍家屯水利坝田景观模式
The pattern of dike field landscapeof Bao's Village
5 龙口
The Longkou (gap section)
3

中的水头损失，灌溉一个高程范围内的农田，

5

在合理水平。

公共基础设施，免去了手工磨米的劳动。鲍

形成“一坝、一水、一田”的格局。而渠水

由于大西桥镇区境降水量年变化率大，

家屯兴盛时共有7个水碾房, 分布在堤坝下游,

流入农田后再被分出若干斗渠，斗渠沿着每

季节性分布不均，干旱、风雹连年交替发生，

对稻米各类谷物进行冷加工。灌溉系统设计

块田地一侧流过，斗渠和田地之间设有豁口，

或一年之中多次发生，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

的智慧不仅满足村民的生存之需，还滋养着

使水得以灌溉田地。这种自流式灌溉系统呈

威胁。每个水坝分水的水量必须是可调节的，

村民的生活。以前，沿着水碾房旁边的小路

现出独具特色的景观模式（图 4）。

鲍家屯祖先设置了“龙口”（图 5）。除了

顺水而行，可看到人们按照挑水、洗菜、洗

型江河的水量不稳定，枯水期和丰水期

“回龙坝”以外，每道坝都有一个低龙口和

衣的顺序用水。炎热的夏天，水牛在水中消遣，

呈现完全不同的 2 幅景象，汛期水势迅猛，常

若干个不同深度的高龙口。高龙口调节上下

成群的鸭子在水塘柳荫下嬉戏。

有洪泛风险。鲍家屯人通过 2 道泄洪坝来解决

河段水量，低龙口用于紧急情况下迅速排水，

这个问题。“驿马坝”的长坝是第 1 道泄洪坝，

不同情况下可将水位控制在不同高度。低龙

当型江河来水迅猛时，“驿马堰”中大部分

口位于水塘底部，还有排沙清淤的功能。从

本文从观念信仰、制度习俗、实践行为

多余的水可翻越长坝泄入老河，防止洪水直

明朝至 20 世纪 70 年代，坝身和水渠的石头

3 个层级，对鲍家屯喀斯特农业景观的传统生

接淹没稻田。新河和老河之间又通过“顺坝”

缝是用黄泥巴封堵的，由于螃蟹侵蚀黄泥巴，

态智慧进行梳理。用圈层体系可以表示鲍家屯

开辟了一道泄洪渠，在汛期，灌入新河的多余

因此每年要打开低龙口，排清上游的水，重

喀斯特农业景观的传统生态智慧体系（图 6）。

的河水翻越“顺坝”，汇入老河，使新河得

新糊上黄泥巴，进行“岁修”。20 世纪 70 年

传统生态智慧具有科学性，今天用现代

以维持稳定的水位。当地人称“人给水让路”。

代以后，坝身改用混凝土浇筑，低龙口的功

科学的眼光，不难对鲍家屯喀斯特农业景观

在枯水期，由于 7 座坝，尤其是“回龙坝”，

能就因此弱化。

的传统智慧的合理性做出解释（图 7）。因此，

具有拦截作用，两河各河段的水量仍能维持

坝的高度是鲍家屯祖先经过反复调整而
确定下来的，目的是把每个高程上分到的水

3 结论

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传统生态智慧也可以
作为乡村景观规划的理论依据。

控制在合适的量度上，这样仅凭“龙口”和

和自然科学知识相比，传统生态智慧有

豁口的调节就可以实现长期灌溉，省心又省

以下 2 个方面优势：一方面，传统生态智慧在

力。当地人称豁口调节为“脚扒黄泥来灌溉”。

解决具体的生态问题时更有效。生态智慧的

在没有精确计算工具的年代，鲍家屯始祖和

本质在于对自然生态的巧妙利用与精心维护，

其后人运用反复实践所得的经验认知，创作

这种自然管理方式在历史上被长时间反复验

出堪比现代工程师作品的灌溉系统。

证，行之有效。其由本地社群直接执行，可

鲍家屯人巧妙地利用河水翻越堤坝产生
的势能，设置水碾、水磨作为鲍家屯重要的

以及时获得反馈并进行调节，趋于灵活。
另一方面，运用传统生态智慧有利于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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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的传统生态智慧体系

7 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传统生态智慧的科学解释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Karst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dike field landscape of Bao's Villag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Karst dike field landscape of Bao's
Vill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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