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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村庄史，有时可
以反映一部中国史。

调查数据显示，浙江
的传统村落保有数量在全
国居第三位，被纳入“中国
传 统 村 落 ”名 录 的 共 有
176个。

专家介绍说，浙江的
历史文化村落，大多形成
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南宋迁
都杭州，导致大批百姓迁
徙浙江。一次次的人口迁
移，村庄规模逐渐形成，宗
教、习俗、建筑设施等历史
文化“胎记”清晰明朗。

“对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利用
是第二位的。”王辉忠告诉
记者，历史文化村落的历
史性和艺术性远远超过使
用价值。推进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利用，必须“义”字
当头，绝不能功利性地看
问题、打算盘，把老祖宗的
东西拿出来“变现”，这是
衡量保护利用工作的“一
杆秤”。

有了这杆秤，“要不要
保护、要不要抢救”已无需
争议，关键是“怎么保护、
如何抢救”。

“义”字当头，首先体
现在如何规划。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与一些急功近
利的做法所不同的是，浙
江在历史文化村落的规划
设 计 上 ，不 求 快 ，反 求

“慢”，目的是让古村落保
护精一点、细一点，避免

“千村一面”。
据了解，早在全面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之初，浙江即出台专项意见，将历史文化村
落分为“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
风情村落”3 种主要类型，旨在因地制宜，根据
不同村庄特点类型采取不同的保护利用方式，
充分展现村庄个性。

在浙南山区的丽水市庆元县，有一个“自然
生态村落”，因村后山形如半月，村前举溪曲似
银钩，取名月山村。但最近数十年的村庄建设，
导致大部分古民居遭到破坏。在深入调研基础
上，规划设计师“慢”中投入城市意象理论，着力
修复“月宫意象”，将梯田、松竹、科举文化等融
入其中。如今，村庄坐落其间，如同山环水抱的
一轮明月。

有了规划，落地实施同样重要。走进浙江
的一些历史文化村落，几乎看不到司空见惯的
大拆大建。为尽量保持古建筑的历史原貌，浙
江以“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始终坚守两条
底线：不扒房、只修复，就地取材，保留村庄的时
间痕迹；大树不砍、河塘不填，适度调整，敬畏村
庄的原有肌理。

4 年来，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通过“接筋续
骨、理气回神、养血生津”，一批破旧损毁的古建
筑得到抢救性修复，一批濒临失传的历史文化
遗产和文化符号得到挽救，一批濒临和毁损严
重的古村落重焕生机。从启动的前三批重点村
保护项目来看，已修复顶瓦 3320 幢，墙体加固
2419 幢 ，立 面 改 造 2509 幢 ，异 地 搬 迁 1698
户。第一批 43 个重点村和 215 个一般村目前
已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验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指出，古村落保护、文物

保护、文化传承等工作，要“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体

现了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的高度重视。

浙江是第一个在省域范围内

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的省份。4 年来的实践表明，要

想切实抓好此项工作，少走弯路、

远路、岔路，避免方向性错误，关

键的一条在于科学规范，在专业

化上下功夫。

原因很简单：历史文化村落

经历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自然

打磨，本身就是一件脆弱的文物，

保护利用工作要求各个环节专业

性都很强，离开了专业人员、专业

眼光、专业工艺、专业方法，保护

利用很可能“好心办坏事”，甚至

“花钱搞破坏”，造成二次伤害。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保护

利用历史文化村落的问题上，目

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一些认识

上的偏差和误区。有人认为，抓

保护利用项目，只要把钱花出去

就可以了，导致粗制滥造的现象

时有发生；有人认为，保护历史文

化村落就是乡村大改造，注意力

过度集中在“大拆大建”，对于历

史文化村落赖以存在的山体、植

被、水系和农田等周边环境系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和村民

的生活形态、劳作方式、民俗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重视不

够，一些文化记忆依然在消失。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背离

了保护利用工作的内在规律，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花钱搞破坏”。

如何提升专业化水平？在浙江，各个重点县不仅有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领导小组，还有专家指导小组，

专家对保护利用项目的咨询、指导、跟踪、反馈等机制

一应俱全，对保护利用的各个环节和流程都有明确规

定。重点村还专门成立项目部，实现制度、进度、规划

图上墙。

浙江省委、省政府有言在先，各地在保护利用历史文

化村落过程中，不能搞“一言堂”，要定期请专家出主意、

提建议、作裁判，对专家意见不能“叶公好龙”，合意的就

采纳，不合意的就置之一边。最近召开的全省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会，还打破惯例，首先请 7 位专家

登上讲台，给与会者上专业辅导课，为保护利用工作把脉

诊断、开方抓药。台州市探索实施的“一县一高校”、“一

村一智囊”的做法，在现场引起共鸣，在全省范围内得到

了推广。

可以说，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浙江把它当成一项

专业活、艺术活、细致活、良心活，不仅仅带着对家乡的感

情，更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后代的尽责。

让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浙江实践

本报记者 黄 平

调查显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
所有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存中，有文
物保护级别的 4357 处，其中 375 处为
国家级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 89
个属于国家级。

截至去年末，浙江省确认的历史
文化村落共有 1237 个，但目前这些历
史文化村落的保护现状却千差万别。
有的村落全村旅游收入已经达到 1 亿
元，也有的村落 3年建设期满绩效评估
不及格。

如何补齐短板，建立保护和利用
的长效机制？浙江主动拉高标杆，以
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精品为
导向，力求精准发力、逐个突破，打好
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攻坚战。

据了解，浙江已经明确急需补齐的
短板，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健全项目立项
管理机制，补齐项目库缺失短板；健全项
目规划引领机制，补齐规划短板；健全项
目保护机制，补齐修复短板；完善项目组
织领导模式，补齐组织短板；探索完善利

用机制，补齐发展短板；健全项目环境整
治机制，补齐生态短板；健全项目政策创
新机制，补齐要素短板。

为尽快补齐短板，浙江各地正在
创新实践，探索长效投入和管护模式。

台州市实施上下联动、合力共建
的工作机制，“一县一高校”、“一地一
智囊”。当地引进同济大学师生团队，
对精品线路的乡土化设计、乡村功能
开发与水源地保护、历史文化价值挖
掘等方面作出统一规划指导。杨贵庆
教授常年把团队驻扎在台州市黄岩
区，以“做产品、出精品”为理念，为保
护历史文化村落把脉问诊。区委书记
还与教授建立了微信工作群，发现问
题立刻通过微信拍图反映求解，实现
问题“秒处理”。

温州市引导工商资本、国企、热心
人士等多种主体，采取募捐、投资、合作
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

义乌市出台以奖代补政策，对单
位和个人自筹资金维修古建筑予以奖

励，奖励额度不超过工程审计总价的
60%。

松阳县则以历史文化村落为底
本，依托乡土民俗文化风情，以摄影创
作为媒介，植入生态农业、休闲度假、
文化旅游等新业态，推动一产三产融
合发展。

天台县张思村通过引进乡贤力
量，借势发力，确立民营和国有资本进
入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门槛，共
建美丽家园。如今规划在建的江南园
林和古村博物馆，均由当地知名浙商
出资，带动起乡民参与的热情。

多元投入机制的建立，调动了社
会组织和村庄内生动力，也降低了政
府的建设成本。

据了解，浙江第二批、第三批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项目今年将继续实施，
第四批 43 个重点村和 219 个一般村的
保护项目今年也将全面启动。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入库有价值的古村落都
得到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既要
修缮外在的“筋骨肉”，更要传承内在
的“精气神”，保护绝非原封不动，最好
的保护是实现居民与建筑的良性互
动，真正把历史文化村落建成乡土文
化遗产的博物馆、乡愁记忆的百科全
书、古今文明有机融合的美丽乡村。

台州市黄岩区潮济村曾是水道交
通和山区平原货物中转地，商贾云集，
货贸繁荣。上世纪 60 年代，长潭水库
大坝合龙断航，基于水运的潮济古村
开始衰落。2013 年，潮济村以修旧如
旧为理念，开展老街修缮工作，并延续
了村里的“老底子”传统。

2014 年底，几度沧桑的潮济老街
重新开街。60 岁的蔡莫杰老人重拾手
艺，在老街卖起了棕棚床；屠文君开了
家“老屠油漆”店，生意兴隆。平水庙
里，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台下，听起戏
来神情入迷。在这里，历史文化村落
首先是“活着”的人居环境，生活在其
中的村民与来来往往的游客融为一
起，再现昔日繁华。

“传统村落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双遗产’，具有物质与人文‘双形态’，
失去了原住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传

统村落就失去了灵魂。”浙江省古建筑
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认为，村民是村
庄的主体，文化是村庄的灵魂。历史
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应注重“活态保
护”，见物、见人、见生活，激励村民自
觉参与，激发村庄内生动力。

在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有明清古
建筑 200 多幢。为了保护利用这些文
化遗产，村里把毁坏文物的处罚措施
写进村规民约，规定“对毁坏或破坏文
物 行 为 的 农 户 ，将 中 止 一 切 福 利 待
遇”。村规实施后成效显著，不仅不破
坏，村民还自发捐款筹措资金用于保
护文物建筑。

仙居县高迁村规划以村里的历史
与现实为出发点，坚持保护与发展并
举，通过修缮保护高迁村古建筑群、传
承和弘扬耕读文化以及无骨花灯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再现高迁古村落“三百
年古村，耕读立家”的特色风貌。

当然，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
绕不开一个敏感环节，就是如何处理
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浙江在保护优
先的前提下，坚持“有序发展、特色发
展、融合发展”，力求“保护促利用、利
用强保护”。

桐庐县深澳村是一座建于南宋后
期的江南古村，村里的徽派建筑群保
存相对完好，但长年无人问津，空房闲
置。最近几年，深澳村变了：一些闲置
的老房子变身咖啡厅，“民宿”一词也
开始出现在这个小山村。来自杭州的
退休老人朱镇华，在岭源村租下一幢
农房，一租就是 20 年，成了这里的“村
民”。

城里人回流寻找乡愁，让这个寂
寞的小山村逐渐活了起来，也让村民
们萌生了用民宿创收的想法。

村支书申屠勇军告诉记者，深澳
村与众不同的做法是，没有盲目引进
开发商“整村承包”，没有变相“驱赶”
原村民，也没有让社会资本一方主导、
一股独大，而是以保护利用历史文化
村落为载体，成立了“古村落管理委员
会”，对闲置古建筑实行“统一流转、统
一租赁、统一出租”，政府、村集体、居
民、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如今的深澳，整个村成为 4A 级景
区、全国美丽乡村样板村，休闲旅游方
兴未艾。2015 年，桐庐全县农民人均
纯 收 入 达 22504 元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516.4万人次，同比增长 99.2%。

村落，是传统中国的基石。历

史文化村落，更是乡村传统文明的

载体和源头、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

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如何让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重

放光彩？浙江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工

作。从2013年起，每年启动43个

重点村和217个一般村，截至目前

已启动 172个重点村、868个一般

村的保护利用项目，各级投入资金

达30亿元。

6月初，在台州市召开的浙江

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专题

现场会上，省委副书记王辉忠要求

全省重点查找和补齐各种短板，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

感、慢不得的危机感，抢救文化遗

产、保护历史财富。记者也于近期

深 入 浙 江 各 历 史 文 化 村 落 探 访

了解。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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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第一利用第二

补齐短板：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活态保护：见物见人见生活

2003 年 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
设时，明确把保护古建筑古村落作为重要内容。时任省
委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处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
设的关系，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和山水风光进行保
护、整治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

2006 年 浙江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的意见》提出：“各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切实加
强对优秀乡土建筑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努力实现人
文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

至 2007 年 浙江在5年内对全省10303个建制村
进行了整治，并把其中的1181个建制村建设成“全面小
康建设示范村”；在此基础上，2010年，浙江省委、省政府
进一步作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策。

2012 年 4 月 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历史文化古村落的保护利用工
作全面启动。同时出台《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让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利用有法可依。

2012 年 5 月 浙江省第一次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
用工作现场会在衢州市召开。提出要按照“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围绕“修复优雅传
统建筑、弘扬悠久传统文化、打造优美人居环境、营造悠
闲生活方式”的目标要求，把历史文化村落培育成为与现
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美丽乡村。

自 2013 年起 浙江省启动第一批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利用重点村建设工作。其中，对每村给予15亩建设用
地指标支持，专项用于搬迁安置；还安排专项扶持资金，
对第一批43个重点村，分别给予每村500万至700万元
左右的资金扶持，对第一批217个一般村，也给予相应的
资金扶持，主要用于古建筑修复、村内古道修复与改造等
建设项目的补助。

2015 年 4 月 浙江启动《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
计划，即“寻访传统故事——编撰一套丛书；触摸历史
脉搏——形成一个成果；定格乡土印象——摄制一碟影
像；回味乡愁记忆——推出一馆展示；构建精神家园
——培育一批基地”等5个方面。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
队数百名师生组成11个寻访小组，分赴全省11个地
市的部分历史文化村落进行调研，并协助基层组织和
各项目负责人完成《千村故事》的材料收集、求证工作，
最终形成《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调
研报告》。

2016 年 这是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承上
启下的关键年，全省古村落第一批重点村要开启科学利
用的大幕，第二批重点村要收官，第三、第四批重点村还
要继续按时按序推进。 （徐燕飞整理）

保护古村落切莫走弯路

黄平

浙江保护历史文化古村落大事记

图① 桐庐县深澳村街景。 （资料图片）

图② 桐庐县荻浦村昔日的牛栏变成了如今的

咖啡馆。 本报记者 黄 平摄

图③ 丽水庆元县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图

为月山村如龙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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