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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要想采访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不是件容易
事。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胡彬
彬的工作节奏始终处于一种“疯狂”
的状态。

他以平均每年不少于140个村落
的节奏，累计寻访了 5000 多个中国
传统村落，总行程绕地球7圈有余。

他每年至少写下500多万字的田
野考察札记，拍下胶卷 3000 多卷、
数码照片20多万张。

他每年手绘古村落建筑式样图超
过 1000 张，撰写研究专著 10 余部，
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
究论文50多万字。

几十年专注于中国传统村落研究
与保护，他要做的事，太多太多。

研究“古村落”的公务员

一本重约1.5公斤、厚约20厘米
的 《四角号码字典》，是16岁的胡彬
彬以知识青年身份上山下乡时，父亲
送给他的唯一礼物。

“‘34700’，‘谢’字的四角
号。”时隔40多年，很多汉字的四角

号，胡彬彬依然能脱
口而出。

与一般的字典不
一样，《四角号码字
典》 具 有 鲜 明 的 特
色：注音、字的原型
出自何处，字体怎样
演变，各种用法、词
义出自哪些典籍，全
都详细列具。一本字
典，蕴藏着一般人识
字时不会接触的中国
传统文化知识，父亲
送给胡彬彬这样一本

“大部头”，深意就在
此处。

世代居于湖南双
峰县的胡家人，基本
上只从事两种职业：
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小知识分子
家庭——胡彬彬这样定义他的成长环
境。小时候，他接触的是家族里藏的
几万卷古籍、书画。再大些，他跟着
行医的叔爷爷走村串户治病救人。叔
爷爷治病不收钱，作为报答，那些认
识不认识的村民，会偷偷塞个鸡蛋、
一块红薯给年幼的胡彬彬。

温良恭俭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以这种姿态植入幼年胡彬彬的心
中。同时植入的，还有家庭的古文启
蒙教育，以及各色花草植物名。那时
候，胡彬彬特别想当一个博物学家。

1978 年，胡彬彬参加高考。他
的分数足可以上北大，却因非自身原
因，去了“服从祖国分配”的邵阳师
专。“只要有书读就是好事。”父亲劝
慰他。他听了进去。到了邵阳师专，
因为常在寝室、走廊、路灯下读书，
胡彬彬没少被点名“不守纪律”。18
岁，他的 《论维克多巴黎圣母院的人
道主义精神》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成
为那所学校当时唯一一个发表论文的
学生。

毕业后，胡彬彬进入邵阳市政
府，当了一名公务员，他的上级是个

“泥腿子干部”，常带着他下乡。鸡栖

于埘，柴门犬吠，书中看到的古人关
于乡村的描述，在胡彬彬日复一日的
下乡中越来越清晰。

公务员胡彬彬开始大量撰写与村
落、文物、工艺有关的论文。2001
年申报文博与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
时，胡彬彬提交的材料除了以上论
文，还有两本专著。当年，全国申报
此系列正高职称的有 3000 多人，最
终评上的仅有 3 人，其中，胡彬彬是
唯一一位以公务员身份、破格获得此
系列正高职称的获评人。他最终也如
愿被南京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在审阅申报材料时，评审委员们
都不太相信这是一个机关里的干部提
交的材料。按常理，机关并不是一个
做研究的场所。他们不知道的是，胡
彬彬找到了一个并不比任何书斋逊色
的“研究院”——传统村落。

寻找活着的文化

胡彬彬办公室的门后，立着一根
挑柴的纤担：高约 2 米，中间似扁
担，两头像弯月，木头制成，两头扁
担与弯月处的连接，用竹鞭编成的图
案，精美生动。这是他从湖南城步县
的侗寨里带回来的，是明代侗族男性
的劳动工具。

山里的侗寨建筑与外边很多地方
不同，屋里的门往往只有闩，没有锁
和锁挂。家中男主人如果出门打猎、
砍柴，就会将纤担斜放在门前；女主
人如果不在家，门前放置的可能就换
成竹篮，或者是挂上一根纱线。路过
的客人可推门进去，歇歇脚，倒杯茶
喝。至于留不留钱，留多少，客人自
定，主人不会要你怎么做。

“什么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什
么是仁义礼智信？什么是工具之美、
工艺之美？什么是古人对劳动生活的
态度？这就是！”胡彬彬说，书本里所
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记述，都能在村落
里找到具象的传承，“但书本的记载非
常有限，村落的天地却广阔无边。”

基于此，胡彬彬一直坚持着自己
的研究方式：从实物资料和亲临各种

文化现场实地考察着手，由物而史，以
物证史，以物正史，以物补史。

这套“白天找实例，晚上找文献”
的方法论，帮助胡彬彬在 30 多年的田
野考察中，不断有新发现。

比如，以田野调查和民间搜集的
古砚台为研究对象写成的 《中国民间
藏砚珍赏》，区别于以馆藏或皇家藏砚
为研究对象的主流著作，丰富了中国
藏砚的记载；以大量实物资料确证中
国 竹 簧 及 其 雕 刻 艺 术 起 源 于 宝 庆 的

《宝庆竹刻》，更填补了我国明清竹刻
艺术流派研究的空白，其学术影响促
成“邵阳竹刻”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在对湖南靖州发现的“群村永赖
碑”进行考证后，他又用一年半时间，
走访调研了碑文中提及分布于湖南、广
西、贵州三省区五县的 24 个苗寨，最
终写出 《靖州“群村永赖碑”考》，确
证此碑为目前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完
整立法构成要素与意义的、有关少数民
族婚姻制度的地方立法。

2016 年，胡彬彬在湖南江永县发
现了长江以南地面建筑中历史最久、规
模最大的壁画——水龙祠壁画。壁画面
积达到380平方米，比此前 《中国美术
史》 中记载的 77 平方米最大壁画大了
几倍。胡彬彬认为，它也是迄今为止世
界范围内有关瑶族的唯一重大文化遗
存，“其画面内容，对我们了解巫文
化，尤其是了解瑶族的历史文化，有极
大帮助”。

首创、补白、拓荒、第一人⋯⋯
30 多年或兼职、或专职的学术研究活
动中，胡彬彬靠着自己的双脚，走访了
中国 29 个省份。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四
嘉子满族乡东、西四嘉子村，西至新疆
乌恰县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南至海南
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南湾村，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

当胡彬彬“眼触手摸这些奇迹般幸
存于村寨中的古代民居”，走入厅堂，
摩挲着家居实用器物，那些濒临倒塌、
破败废弃的庙宇牌楼、族氏宗祠的梁
柱、神龛、门扉、窗棂，成为他一次又
一次创新性研究的灵感来源。

“发现与保护都是我的使命”

2003年，胡彬彬正式离开公务员队
伍，来到中南大学创建了“中国村落文化
研究中心”。

此时，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正在陷入
一场危机。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在造成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同时，传统村落赖
以存在的“人”与“地”，也在不断消亡。

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田野考察
显示，传统村落正在以平均每年7.3％的
速度递减，每三天就有一个消失。

这是一个让胡彬彬痛心不已的数据。
传统农耕社会，将村落推至中国“文

化传承重要载体”的位置。那里保存了
无数重要的、有形的文化资源，但它们正
在逐渐消亡。以白族大本曲、扎染工艺、
剪纸工艺为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
们在大理的双廊村已寻觅不到传承人。

更让胡彬彬痛苦的是，那些保存完
好的古村落，经由他和团队发掘后，却被
一些地方政府和旅游投资商以“保护”

“开发”的名义，将古村落的原始风貌改
造得面目全非。

“我看过一整条青石板路被铲掉，铺
上水泥”“我看过一个重要遗址被毁掉，
改建为停车场”“我看过一座古城，因过
度商业开发，而变得毫无特色”⋯⋯

自己的保护，反成了古村落受损的
源头。

这种痛苦纠结于心，一度让胡彬彬
想要放弃自己的研究。“我要向许多人做
工作，告诉他们‘修旧如旧’‘适度开发’
才是最好的保护。”但很长一段时间，他
得不到旁人的理解与支持，这让他如堕
冰中。

然而他终归放不下古村落和它背后
的中华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文
化从未中断的国家。但是，当前国内的
学术研究都在照搬欧美模式，而“出产”
这些模式的国家，只有两三百年历史。
在胡彬彬看来，用两三百年经验所建立
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用几千年时间建立、
丰富起来的文化体系，不见得合适。他
认为，必须构建起中国式的学术研究话

语体系，来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这是文
化自强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发现与保护、创建中国式学术研究
话语体系，都是我的使命，哪一项出现问
题，我都不安。”胡彬彬说。

这些不可能靠某一人的力量完成。
2003年，胡彬彬创建了集文化保护与研
究、实物与文献资料集藏展示、数据库建
设为一体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他的愿望终于达成，“我不再是一个人在
战斗”。

在中心，胡彬彬对学生的要求是“三
在”，即在课堂、在书斋、在文化现场。在
课堂或书斋，需要刷指纹、打卡。去文化
现场，或者是长达几个月的拉网式考察，
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或者是时间不定
的主题式考察，发现新情况就即刻开展
深度考察；或者是泛考察，不定目标，可
从各角度切入。

为了给学生挤出田野考察的时间，
经学校允许，胡彬彬将每个学期原定 5
个月讲完的课程压缩到2个月完成。每
天 8 至 10 课时的讲授，让他的嗓子常常
说不出话来。

这种严格的管理常令刚入学的新生
难以适应。但经历过这段“痛苦期”以后，
每一个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收获不少。这
几年，中心陆续发表《小村落，大文化》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传统村落的急剧消亡，意味着什么？》
《重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学术研究》等文
章，计划中的《村落中国》系列丛书，也已
进入文献资料和学术论文整理阶段。

2015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被
列入“国家智库名片”。“要做的事更多
了，而我已近60岁，只能以生命为代价，
能做多少是多少。”胡彬彬说。

他曾经创下一年磨穿 11 双鞋底的
纪录；他的左小腿上分布着 20 多处 1 元
硬币大小的伤疤，左腿 3 次、右腿 4 次骨
折；他的脚板因走路过多而渐无知觉；他
戏说自己“身上没几块好肉”“生病都生
不起”“睡觉也是一种浪费”⋯⋯

“我的宿命是保护传统古村落。”他
对家人说，“若我在田野村落中逝去，请
不要悲伤，这将是我最好的归宿⋯⋯”

（受访者供图）

胡彬彬：“我的宿命是保护传统古村落”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周科际 王轩

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以文育人纪实

一颗小小的种子，从萌芽、生长到收获，需要阳光雨露和精心浇灌。每个学生都是宝贵的种子，如
何让这些宝贵的种子健康成长，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和梦想。

作为一所文化底蕴深厚的粮食院校，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深入开展粮食文化的研究与传
承，专门成立粮食文化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充分挖掘粮食文化的精神内涵，将行业特色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会贯通，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育人理念和实践模式——“五粮文化育人”理念和“三维协
同模式”，并将其运用于立德树人全过程，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学院荣获省级以上奖项29项、省
级以上思政类奖项23项，学生参加校外竞赛获国家级别奖项41人次，省级奖项667人次，其中省级以
上德育类竞赛获奖230项次，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位居省内同类院校前列，多次被江西省教育部门授予

“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彭珍，一个来自大山深处的男
孩，插秧、农忙、割稻⋯⋯他自小就
对粮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作
为江西工贸职院的一名学生，2016
年起他在老师的引领下开始接触五谷
粮食画，以五谷画作为介质传播粮食
文化。他说，现在才真正懂得粮食不
仅是用来食用的，还可以用来感受。

“ 不 忘 教 书 初 心 ， 牢 记 育 人 使
命”。学院党委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凝聚办学特色、
探 索 特 色 职 教 路 上 从 未 停 步 。 自
2012 年开始，学院立足办学传统、
理念、精神和文化，充分挖掘粮食文
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并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层面的
价值要求进行融通与拓展，形成了

“五粮文化育人”理念，并将这一理
念融入了办学实践中。

粒粒皆辛苦，感知粮缘中的“敬”
与“礼”。在江西工贸职院，每名师生
都会讲井冈山“朱毛挑粮的故事”、长
征途中“一袋干粮的故事”和“用一粒
种子改变世界的人”袁隆平的故事。
学院把每名学生都看成是种子选手，
要求每名学生具备种子般的精神力
量，坚持不懈、顽强拼搏，对生命执着
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每周一次的
升国旗仪式、每月一次的入党宣誓、每
年一次的清明祭扫先烈、每年一次的
全院师生“微型马拉松”比赛⋯⋯春去

秋来，周而复始，笃定而执着，学生
时刻都能感知到粮缘中的“敬”与

“礼”，并内化为对党的“忠”与对国
的“爱”。

浓浓稻香情，认识粮情中的
“勤”与“俭”。学院积极开展世界

粮食日活动、粮食文化寻根活动、
爱粮节粮“光盘行动”“节约大比
拼”技能竞赛节活动、凌志讲坛、创
新创业成果展示活动等具有行业气
息、院校特色的校园品牌活动，并在
活动中融入“绿色、环保”等“勤”与

“俭”的理念。
品 质 赢 未 来 ， 体 味 粮 品 中 的

“诚”与“信”。学院坚持将学生“诚
实”与“守信”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
范、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来培养，通过
实行诚信诺言、无手机课堂、无人监
考荣誉考场等锤炼学生的诚信品质，
并将诚信教育融入了师德标兵、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
好人好事和国家奖、助学金评选中，
营造“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
难行”的校园氛围。

粮稳天下安，探究粮安中的“责”
与“献”。学院将“粮稳天下安”中“责
任”与“奉献”的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和
实践活动中，面向所有学生开设“职
业素质修炼”课程，通过活动与项目
锤炼学生实践应用能力，通过项目教
学，融入工匠精神；组织学生建立专

业社团，参与专业活动，参加专业技
能竞赛，探究责任与奉献；组织学生
从学校徒步至小平小道，重走“朱毛
挑粮小道”；组织学生开展专业见
习、企业顶岗实习和青年志愿服务活
动等，让学生在成长中感悟责任的意
义，在实践中体味奉献的价值。

技 艺 代 代 传 ， 成 就 粮 艺 中 的
“传”与“新”。学院通过挖掘、传

承、创新、发展中华优秀民间技艺五
谷粮食画，形成了以粮食五谷画为核
心的粮食文化产业链。成立粮食文化
产业研究中心、粮食文化创意产业
园、五谷粮食画双创孵化基地，依托
省级五谷画大师工作室，组织师生开
展凸显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五谷粮
食画创作。学生在五谷粮食画的创作
中，传承了古老的民间艺术，融通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就了“粮艺
的传与新”。

“五粮文化育人”理念 播种希望洗礼成长

为了让“五粮文化育人”理念落
地生根，江西工贸职院从教学育人、
实践育人和环境育人三个维度，系统
设计粮食文化育人的具体载体和方
法，形成 11 个育人平台，创设 19 个生
动鲜活的育人形式，挖掘整理 68 项教
育素材，构建粮食文化育人的“三维
协同模式”，真正实现了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

依托两大课堂，实施分层递进教
学育人。“第一课堂”即课程教学，江
西工贸职院针对全院所有专业一年级
学生开设了“粮食通识”必修课程，
针对部分兴趣更加浓厚的学生开设了 3
门粮食食品类公共选修课程，还将粮
食文化育人融入了通用职业能力课程
和专业课程教学，实现了专业教育与
文化育人的有机贯通。彭珍感慨地
说：“老师用袁隆平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的故事，教导我们要有种子精神，成
为种子选手，这对我影响很大。”

学生社团、世界粮食日、粮食文
化寻根等特色校园活动，是粮食文化
育人的“第二课堂”。学院品牌社团粮

食传统文化协会开展的粮食主题书法作
品展、粮食主题诗歌朗诵比赛等系列活
动，生动展示了爱国爱粮、诚信至上、
传承创新、奋斗进取的粮食文化内涵。

依托两大实践，推动校企合作实
践育人。社会实践是文化育人的重要
平台，为提升社会实践的文化育人功
能，江西工贸职院不断深化校企合
作，通过专业见习、企业顶岗实习、
技术服务、粮食科技周进社区、“点对
点文化扶贫”等社会实践活动，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实践能
力，实现了传统粮食文化与现代职业
文化的融合。

学院还搭建了粮食文化创新创业
实践育人平台，成立了粮食文化产业
研究发展中心、粮食文化创意产业
园、五谷粮食画双创孵化基地、五谷
画大师工作室，挖掘、传承、创新、
发展中华优秀民间技艺——五谷粮食
画，用艺术作品的形式，画眼前的
事、写行业的实、表心中的情。通过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
高了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培育

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传承了中华
粮食传统技艺，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
粮食精神艺术产品。

依托两大环境，贯彻潜移默化环
境育人。校园环境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课堂，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大
方面。走进江西工贸职院的校园，粮
食文化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教学
楼、实训室、食堂、图书馆、学生宿
舍等各个场所处处体现着“五粮文化
育人”理念，尤其是以“穿越”为主
题的粮食文化长廊，以繁体“丰”字
为主题雕塑的粮食文化名人系列雕塑
等文化景观设计，实现了粮食文化在
校园景观的“硬着陆”，师生置身其
中，滋养心灵、温润品行。

在建设校园物质环境的同时，学
院还借助新媒体技术重点打造了网站
专题 《E 米空间》、广播专题 《五谷史
话》、微信公众号三大校园宣传媒体，
推进文化制度建设和宣传，构建粮食
特色校园精神环境，增强校园文化

“软实力”，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
声”的教育。

“三维协同模式” 精心培育润物无声

学院自觉承担起粮食文化传承与
发展的大任，构建“五粮文化育人”
体系，启动“一廊一园”项目建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使优秀粮食文化内化于学生
心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
断增强。

在教学中，学院始终坚持走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之路，主动对
接国家和江西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教师参与企
业技术攻关，与企业成立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与昌南工业园搭建校地
合作平台，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达 100
多 个 ， 学 院 整 体 科 研 实 力 不 断 攀

升。2017 年，学院荣获江西省第十
五批高校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
等奖各一项。

学院坚持以德育为先导，以职业
需求为标准，将“五粮文化育人”理
念融入教学计划、课程、教材等教学
的各个环节，为学生开设“大学生职
业素质修炼”“岗前适应性训练”等课
程。通过实践教学、军事训练、社会
实践等形式，培养学生的优良品格。
同时，注重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积
极推进省级优质院校专业群建设，优
化落地“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重点培养高技能人才，坚
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连续 14 年举

办职业教育活动周，大力推动创新创
业教育。2017 年，学生获省级以上
奖 项 23 项 ， 其 中 国 家 级 别 奖 项 2
项；教师参加各类省级及以上教学
竞赛获奖 49 人次，荣获省级思政类
奖项 8 项、省级辅导员类奖项 3 项；
学院获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和江
西省直属机关第十四届文明单位等
诸多荣誉称号。

育人就如同培育一粒种子，校园
文化就是滋养种子实现梦想的养分。
而时刻把立德树人放在心头的校园文
化，就是江西工贸职院的办学初心。

（王苏 熊彬 赖秀红 占剑华
陶欣桐）

全过程融入优秀文化 谷韵魅力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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