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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古镇保护：“没有想好之前坚决不动”

一座江南古镇的“活态”奥秘
目前，南浔古镇仍有

约 7300 户、20000 原住

民枕水而居，长期参与南

浔古镇保护的当地文化

研究者徐顺泉说，对于尚

未丧失功能的古迹，重要

特点是“人在其中”的生

命力

南浔古镇保护尤其

重视“以人为本”，让原住

民有权利、有条件享受现

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生

态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共

生

本报记者何玲玲、魏一骏、方问禹

初冬清晨，当阳光遍洒黛瓦粉墙和青石板
路，一艘摇橹船伴着水波声穿过桥拱，从河面上
升腾的薄雾中悠然划过，小巷中开始弥漫起早
餐店的蒸汽，游客陆续到来，小镇的一天也由此
被唤醒。

尽管地处长三角城市群中心腹地，拥有
760 多年历史的南浔古镇历史风貌得以完整保
护，其积淀的传统文化也历久弥新，滋养后人。

小桥流水与大宅园林相映成趣

“画舫千家夹明镜，石梁三道卧晴虹”。和许
多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样，坐落于太湖南岸的南
浔傍水而生，因水而兴。纵横密布的河网带来了
便利的交通，也让水乡市镇沿河成街的布局自
然天成。

自南宋建镇以来，良好的自然条件加之当
地百姓的长期生产实践，辑里湖丝逐渐成为南
浔一块金字招牌，一缕缕洁白细韧的蚕丝将这
个水灵的古镇编织得愈加绮丽昌盛。

发展至清代，缫丝业已经成为南浔最主要
的产业和百姓的衣食之源。质量上乘的湖丝在
全国的生丝贸易中占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同时，
还远销海外，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
的“浔商”群体因此兴起。

千年古桥、百年民居，以一镇之规模，坐拥
超过 20 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这是南浔古镇的
一大特色和优势。懿德堂、尊德堂、小莲庄、嘉业
堂藏书楼……众多大气宅第和典雅园林有序分
布，当年名门大族的气势犹可窥见一斑。

这批南浔富商不仅拥有殷实的财力，也兼
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他们在与外商的
交往中又逐步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
式，并体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传统的江南厅堂与浪漫的欧式建筑被高高
的马头墙揽入一院，中式厅堂安装着西式天花
板，铺设着进口釉面花纹地砖，巴洛克式的建筑
物上却又雕刻着牡丹等中国传统花卉图案———
在南浔古镇张氏旧宅建筑群，东西方建筑艺术
的碰撞结合让游客啧啧称奇。

行走在南浔古镇，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
格并不少见。然而有趣的是，这些隐藏在大宅中
的欧式建筑，无论形制有多美，规模有多大，其
建筑位置都不在整座宅第的中轴线上。

走进张静江、刘镛、张石铭等近代名人故
居，私家园林叠山理水，亭台楼阁步移景异。一
些大宅大院与西欧建筑融合，彰显艺术与审美
的中西合璧。

“从建筑布局上可以看出，这些宅第的主人
在建造西式建筑时并没有盲目追求和全盘照
搬，只是吸收其中的精华，显示出他们既遵循传
统文化的坚守，又博采众长的包容。”南浔文化
研究者沈嘉允说。

南浔的建筑包罗万象，凸显了南浔人的包
容开放思想。家住南浔镇便民路的 65 岁居民方
荣国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画板在古镇写
生。“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么多年，水乡面貌
和中西合璧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我不仅要
把它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也要画下来让更多的
人知道。”

有形的宅第园林与无形的文化精神相互交
融，相得益彰。因为保护与发展得力，南浔古镇
近年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十大魅
力名镇等荣誉，并成为国内首个整体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的古镇。

无形“财富”代代传承滋养后人

在小莲庄内，“叔苹奖学金展览馆”静静
坐落在廊榭亭阁构筑的精致园林间，墙上奖
学金的由来和历届得奖学生名单吸引着游客
驻足。

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南浔富商中
的有识之士将部分财力、精力用于文化教育
事业，出现了以商养文、以商助教的现象，形
成了经济、文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939 年，南浔“四象”之一顾福昌的后人
顾乾麟秉其父“得诸社会，还诸社会”遗训，在
上海创办“叔苹奖学金”，并逐步扩展到北京、
湖州等地，一直延续至今，累计奖励学生近万
人。

“对我来说，最让我震撼和感动的或许不
是丝商巨额的财富，而是像‘得诸社会，还诸
社会’这样的社会责任和气度担当。”游客朱
浩杰说。

今年 6 月，南浔“四象”之首刘家的后人
刘世颎率领子孙回乡寻根祭祖。在家庙前的
广场上，刘世颎告诉子孙们一个故事：老祖宗
刘镛喜得孙子后，全家皆大欢喜，但是刘镛认
为“摆宴席庆祝不如把钱花在造桥铺路之
上”。

历经百年的青石板无言，经年累月的雨
滴日晒和居民游客的踏足让它平添了厚重和
沧桑。而各家量力而行，捐资造路奉献公益的
精神，顺着石板铺就的小路代代传承。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
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早晨，浔溪中学的教室里传来阵阵朗
读声，学生朗诵的正是《礼记》中的《大学》片
段。

“学校深入挖掘南浔古镇丰富的历史文
化内涵，开展‘頔塘之韵’拓展性课程，如‘得诸
社会、还诸社会’等也是学生拓展学习的内
容。”浔溪中学校长冯月忠说，通过这种形式，
学生能更好地亲近历史，传承他们的思想精
髓，让这些朴素的道理与良好的人格典范深
入人心，从而形成优良的班风校风。

静水流深，优秀的精神文化财富在南浔
正无声传递，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南林花
园，家风长廊前经常有社区居民驻足观看。

“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信做人”等平实
的话语在长廊内集中展示，这些都是小区内
居民的家风家训。“看似平淡的话语却是为人
处世的真理，到了我们这一代，有责任把这些
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居民陈振才说。

南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长海认为，通
过建筑保护与开放，古镇名人积淀的崇文重
商、信义向善、开放包容、敢闯进取的价值观
念和处世哲学，也历久弥新、重现光芒。这些
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家风家训的传承弘扬作
为载体，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在当下展现出时
代生命力。

“没有想好之前坚决不动”

两人方能合抱的立柱撑起十余米高的屋
顶，厅堂正中高悬“端义堂”牌匾，身处其间，
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丝商云集的气派庄重。
南浔古镇丝业会馆内的陈设一如百年前，让

人不由地屏气凝神，放缓脚步。
地处长三角发达地区，如何在商业开发

诱惑下得以妥善保护，尤其考验地方政府定
力与远见。南浔区委书记夏坚定说，近年来南
浔始终秉持“没有想好之前坚决不动”的原
则，不断深化古镇保护认识。

“事实上，对古镇的保护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从 80 年代开始，各方主动保护意识逐
渐增强。现在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拆旧建
新’的潮流下，作为工业重镇的南浔能主动提
出保护古镇，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南浔区图
书馆馆长陆剑说。

2011 年，南浔区成立古镇管理委员会，
系统梳理古镇房产、古建筑、居民等情况，形
成翔实数据库，此后编制《南浔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规划》《大运河南浔段遗产保护规划》《南
浔古镇部分历史水系修复项目》等规划，并于
2016 年启动古镇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从
优化空间布局入手，促进古镇整体性保护。

“文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可再造，一旦损
毁或利用不当，重新建造的只能叫仿古建筑
而不是文物。”南浔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李
彦说，一定要把南浔古镇保护好，已成为南浔
人的共识。

而完整的古镇风貌背后，离不开许多人
对当中每一个元素的默默坚持和守护。

1924 年，南浔“四象”之一刘镛之孙刘承
干耗时 4 年建成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
楼——— 嘉业堂藏书楼，后由其本人连同藏书
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上世纪 80 年代，郑兴宝从部队转业回到
家乡后，因种种机缘成了嘉业堂藏书楼的管
理员。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浔人，他深知这份责
任的重大。

此后的 30 余年里，不管是数九严寒还是
狂风骤雨，楼里的古籍和雕版成了他心头牵
挂的头等大事，生怕水、火、虫蛀对它们造成
伤害。

如今，守护嘉业堂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
他儿子郑宗南的手中。日常巡查以外，他还要
进行雕版建档、古籍修复等工作，在外人看来
的单调和寂寞，只是他口中淡淡一句：“没有
什么，这都是些平凡但很有意思的工作。”

“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郑家父子这样几
代人传承的努力，汇聚成让古镇元素得以完
好保护、文脉得以连绵赓续的力量。”陆剑说。

南浔区副区长徐国华介绍，目前，除了对
古镇 237 处传统民居、名人故居、园林古桥等
历史建筑集中进行保护性修缮外，当地还展
开区域整体水系与生态修复，重现古镇内运
河与市河“十字相交、外环内通”的历史水系
风貌，还原古镇水城相依、街巷曲折的江南水
乡特色。

为了全面整理复兴古镇人文，当地成立
了南浔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组、“南浔学研究
会”等研究组织，30 多位院校专家与地方学
者先后出版《南浔丛书》七套 27 本，以及《南
浔近代园林》《南浔名人》等单本书籍 60 余
册。

适度利用开发“催化”有效保护

“百间楼上倚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每
到斜阳村色晚，板桥东泊芙花船。”清代诗

人张镇笔下的百间楼，是南浔古镇北部富
有江南特色的沿河民居建筑群，相传为明
万历年礼部尚书为孙媳陪嫁的 100 个丫鬟
而建。

如今行走在河道旁，百间楼形成的原因
已经被岁月所模糊，真切能感受到的却是亲
切温和的市井烟火气。各色小吃店、民宿客栈
为游客提供了触摸古镇的机会，也让当地百
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

目前，南浔古镇仍有约 7300 户、20000
原住民枕水而居，长期参与南浔古镇保护的
当地文化研究者徐顺泉说，对于尚未丧失功
能的古迹，重要特点是“人在其中”的生命
力。

南浔古镇保护尤其重视“以人为本”，让
原住民有权利、有条件享受现代生活，实现传
统文化生态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共生。

民居依河岸分布，而骑楼的进深、界墙的
设置、石库门的规模、门额的装饰以及河埠的
样式等不尽相同，镶拼组成了各具特色又互
通一脉的百间楼。

“把骑楼建在路面上方作居室，把下方地
面留出供路人行走，体现的正是当地人‘让了
一尺地，借得一方天’的大度气质。”沈嘉允
说，一些骑楼下还设有栏杆椅，供左邻右舍欢
聚谈叙，从中展现出的淳朴水乡民风让南浔
古镇的保护形神兼具，活态传承。

近年来，古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设
施持续得到完善，不仅保证了古镇传统生活
方式的延续，新业态也在这片历史底蕴深厚
的沃土上衍生萌发。

求恕里曾是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的
别业，如今经过修缮的求恕里已经成为古镇
里一家特色民宿。古朴典雅的木质楼梯、细腻
精美的浮雕装饰以及清幽的园林向游客再现
了近代江南宅第的完整风貌。

“在将求恕里改造为民宿的过程中，我们
将保护和修缮方案同步实施，从结果来看这
种改造是成功的。”南浔古镇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主任屠峻说，适度开发、有效利用是为了更
好地促进保护。

国务院参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认为，古镇保护应当
关联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的初衷———
让被中华文明滋养的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建
立起古与今、人与国家、人与人紧密的文化联
系，拥有深厚历史根基之上的文化底气。

“沿街摆着躺椅，老头在那儿晒太阳，老
太太在阳光下挑花，有人打瞌睡，有人喝咖
啡，有人就在那儿坐着。他们不是为旅游服务
的，更不是表演的，就是平常的生活。”游客顾
春说，适度开发的南浔古镇保留了原汁原味，

江南“大家闺秀”的优雅风姿犹在眼前，人文
积淀触手可及。

考虑到古镇保护时间紧迫性，当地干部
建议，有关部门宜优化古镇保护项目的行政
审批程序、提高效率。同时，希望修订版的《文
物保护法》尽快出台，对文物适度利用做出具
有可操作性的规范，避免古镇保护走向过于
僵化或过度商业化的极端。

暮色四合，小镇逐渐结束了一天的喧闹，
重归静谧。骑楼下，连绵亮起的灯笼延伸向远
方，在灯影的流转中，偶有行人施施然踱过，
低声细说着水乡古镇的变迁……

▲依水而生的南浔古镇拥有天然的便利交通与水乡灵秀。初冬早晨，游客坐着摇橹船从河面上经过。

摄影：沈勇强

伴随着喜庆的民乐和锣鼓，一场别
开生面的水上婚礼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观看。一对新人甜蜜相拥，乘坐挂着红布
的舢板，驶过大澳涌行人桥，沿着水道缓
缓抵达婚礼现场……

水上人家，以海为生，以船为家，一
艘小船承载了他们的苦乐年华。为了延
续传统婚礼习俗，从 2000 年起，大澳乡
事委员会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水上婚礼。

今年 10 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
大澳成了“距离大桥最近的村庄”。沿着
山路阶梯抵达虎山观景亭，游龙般的港
珠澳大桥便映入眼帘，令人叹为观止。

曾经的“水上人家”

如今渔民变导游

站在大澳涌行人桥往下看，只见三
两艘船停靠在岸边，船上整齐地摆放着
数十个座位。“这些船是专门载游客去看
港珠澳大桥和白海豚的，渔民们现在变
成导游了。”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刘焯荣
介绍说，部分大澳渔民自发成立客船公
司，将渔船改造成 20 多艘游客船，寻求
转型。

香港电影《浮城》讲述一个普通香港
渔民成长为社会名流的传奇经历，影片
中水上人家的画面，也是昔日大澳人生
活的写照：一家人蜗居在一艘小船上，漂
泊在一片汪洋大海上，海望不到边际。

在大澳，水、陆两种居住形态和谐共
生，生活在棚屋或者渔船上的人们自称
“水上人家”。然而，上世纪 50 年代末，大
澳渔业式微，这些“水上人家”站在了生
活的十字路口。

“渔民们没有很多鱼可捕，只能另谋
出路。”刘焯荣回忆说。

目前，大澳约有 100 多间店铺，大部
分为花胶店，还有小吃店、手工艺品店。

沿着永安街、太平街，一股独特的腥咸气
味扑面而来，挂在店铺门口的鱼干和花
胶、摆在摊位上的虾酱，成为游客们必买
的大澳特产。店老板热情地吆喝着，言语
间有着水上人家的直爽。

76 岁的黄来敏在大澳太平街经营
着一家花胶店，他当了近 40 年的渔民。
“12 岁我就出海捕鱼，常年住在船上。”

黄来敏说，“后来鱼变少了，我们卖掉了渔船，上交捕鱼证，
拿着补贴离开这里。”

上世纪 90 年代初，黄来敏离开了大澳，到市区成为一
名搬运工。退休后，他还是回到这片熟悉的故土：“祖辈们都
是大澳渔民，我还是想回到这里继续生活。”

“幸运的是，大澳拥有天然的美景和独特的民俗文化，
发展旅游业也许是大澳人生活的新出路。”刘焯荣说。

“百年渔村” 棚屋承载大澳兴衰

棚屋是大澳的标志，是 18-19 世纪渔民们的智慧结
晶。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大澳共有 10 个棚屋区，而一场严
重的火灾烧毁了二涌、三涌、沙仔面三个棚屋区的部分棚
屋。“有些居民不愿意放弃原来的住所，他们又原地重建
了。”刘焯荣说。

“2000 年 7 月 2 日凌晨 2 点半，那场大火烧毁了 100
多间棚屋。”刘焯荣在大澳生活了近 60 年，他仍然记得，那
日大火足足烧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只剩一片竖立于海滩的
木桩。

“以前，涨潮的时候，渔船可以停靠在棚屋旁，每户棚屋
都是一个码头，一个补给维修的地方。”黄来敏介绍，大澳常
有数百艘渔船停泊，因此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大澳位于珠江出海口以东，香港的西陲，与澳门之间是
辽阔的伶仃洋。伶仃洋曾是一个理想的渔场，以出产黄花鱼
而闻名。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大澳渔业鼎盛，有多达 500 多艘
大小渔船。后来，推动渔业机械化，渔船数量迅速增加，但随
着附近海域黄花鱼产量的下滑，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澳
整体渔业开始式微。

大桥通车 “路”在何方

今年 10 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这对大澳发展旅游
业是个好消息。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支持大澳发展
旅游业，如大澳与昂坪 360 合作推介大澳渔村文化及特产、
增加私家车和旅游大巴进入大屿山的配额等。

10 年前，在法国生活了 5 年的陈慧之回到大澳开办民
宿“归田园居”。“大澳发展旅游业，民宿能解决游客们的住
宿需求。”她说。

陈慧之的父亲 13 岁就离开大澳到市区谋生。如今她将
祖辈们留下的三层老楼房重新翻修，有香港市民、内地游客
或外国游客来此短租。

“去年，民宿关门了一整年，原本的两三个员工都到市
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我找不到合适的员工。”陈慧之有
些失落，大澳大多是长者，年轻人不愿意留在这里。

“大澳经济乏力，无法吸引年轻人，是因为我们没有一
条路。”刘焯荣解释，大澳在香港地处偏远，一直为交通问题
所扰。每逢台风季，前往大澳的山路常会被倒下的树木阻
隔：“最严重的一次，路被封了一个多月，我们只能乘船出
去。”

为了改善交通，香港特区政府于 2007 年提出了大澳改
善工程，包括在远离大澳市中心的宝珠潭和盐田建造水都
双桥，让行人和紧急车辆通过。

随着游客日益增多，大澳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出现不足：
巴士站、公厕总排起长龙，除了大澳文物酒店和数所民宿可
提供住宿，能让游客过夜的景点很少。“大澳只是游客们半
日游的目的地。”刘焯荣说。

“大桥虽然在旁边，但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大澳的路。可
路通了，大澳又能否承受得住呢？”刘焯荣和部分村民很纠
结，大澳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需要提高旅游承载力。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能为大澳开发一条便捷的公路，在
保留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发大澳。”刘焯荣说。

（记者洪雪华、朱宇轩）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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