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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本报记者王若辰

若给杭州画像，你会画成怎样？
或许是用软毫黛墨，画出一位翩翩少年，长身玉立于桥上，

湖面烟波荡漾。
又或许加上柳青鹅黄，画出一位纤纤女子，环绕于琴棋书画

诗花茶，淡妆浓抹总相宜。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一直以来是精致、浪漫、闲适的代

名词。近年来，杭州转变发展思路，向东部扩展，拥抱钱塘江，从
“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作为城市东扩的桥头堡，杭州江
干区连续三年举办钱塘江文化节，为杭州拥江发展战略注入文
化基因。

今后，杭州的画像，也许除了“西子”，还有“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从环湖到拥江

西湖像地上的一颗星，千百年来，杭州围绕着这颗璀璨的
“星”运转。但这是一颗“孤悬的星”——— 如果用芭蕉扇盖住西湖，
杭州还有什么耀眼的名片？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围着西湖
转”还能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空间？

杭州把目光从西湖向东投去。磅礴大气的钱塘江横贯大地，
穿城而过。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一带就有钱王射潮的传说。面对
“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镠“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
之”。过去，钱塘江总是和“水患”挂钩，而如今，随着人们改造自
然能力的极大提升，钱塘江早已不再是狰狞的魔鬼，而是促进沿
岸地区开放交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使”。

思路一宽天地宽。杭州调整了以西湖为圆心的“圆规式
发展”，将钱塘江作为长期发展的永久性主线，确立了“城市
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拥江发展”的发展理念。通过打造

钱江新城、规划建设沿岸景观，并坚决叫停本已上马却与新
规划理念不相符的发电厂项目，杭州城市中心逐渐东移，实
现了江北“腾笼换鸟”和江南高新区扩张，又整体上促进了杭
州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以前我们把江看成一种发展的障碍，现在拥江发展，江就
变成一种财富和资源。”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坚说，
世界上许多著名城市都是因水而富有魅力，如巴黎拥有塞纳河，
伦敦拥有泰晤士河。杭州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也要做好水的文
章，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迈出杭州发展的新的广阔空
间。

从“西子”到“弄潮儿”，从精致安逸到奋斗拼搏

“在西湖畔要轻轻走，一不小心，便可能惊动一位名人的灵
魂。”杭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文人骚客留下太多故事。无论
在古人还是今人的眼中，杭州，是粉墙黛瓦，是断桥长梦，是才子
佳人，是诗词歌赋。

实际上，杭州历史上有项富于挑战、动感十足的民俗，那就
是弄潮。手举红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江潮里踏浪翻波，这就是
弄潮儿。“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北宋文人潘阆《酒
泉子》词如是说。

弄潮民俗，是杭州人民勇于战胜大自然精神的生动体现。而
这种精神，从未被握笔抚琴的手所掩盖。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人筚路蓝缕以启“良田”，围江造田数百
平方公里，江干区沿江的大片土地靠围垦而来，被称为“人类造
地史上的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人的弄潮儿精神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
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发展如火如荼。万向集团前
掌门鲁冠球、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国
礼”万事利丝绸的现掌门李建华、电梯巨头王水福……一批批
“弄潮儿”从杭州走向世界。

“杭州人民之所以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根在文
化、源于文化。”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应雪林说。

而钱塘江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精神。
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空间

之变、格局之变，也是从“西子”到“弄潮儿”的精神之变、气质之
变。“西湖是精致的、安逸的、休闲的，而钱塘江是澎湃的、奋斗
的、拼搏的。杭州要从安逸走向奋斗。”胡坚说。

为城市发展注入文化基因，从“自古繁华”

到一直繁华

从地图上看，杭州江干区西临西子湖、东临钱塘江，是杭州
拥江发展的桥头堡、标杆先行区。在文化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理念指导下，江干区积极推进钱塘江文化建设融入拥江发展战
略布局，为城市发展注入文化基因。今年 7 月至 11 月，江干区将
举办第三届杭州钱塘江文化节。

钱塘江是一条“有文化的江”。浙江正着力打造钱塘江诗路文
化带，目前已收集到的吟咏钱塘江的诗词作品有 2300 多首。

钱塘江也哺育了一方将文化融入生活的人。杭州自古就是
文化生活的高地，文艺体育深入百姓生活。本届文化节将举办话
剧、音乐、绘画、体育、影视、传统工艺展等各类活动，包括现实题
材话剧《春潮》、大型交响乐《钱塘江交响》首演，钱塘江国际冲浪
对抗赛，2019“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颁授典礼等。本届文化节
还将走出杭州，举办钱塘江文化北京周，充分体现“繁荣·创新·
共融”的主题。

作为 2016 年 G20 峰会、2022 年亚运会举办地，杭州正在
用千年“修炼”的文化范儿，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韵味、别样精
彩。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北宋词人柳永曾如
此感叹。如今，这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才辈出、规划长远，相
信今后，钱塘会一直繁华。

杭 州 为 城 市 发 展 注 入 文 化 基 因

从“西湖时代”走进“钱塘江时代”

本报记者陈国洲、陶冶

“仿佛一夜之间，长江南岸就长出了这么一座充满公共文化
活力的城市！”即使是像腾讯区域业务部文旅中心西区总监曾茜
这样时刻专注于城市文化发展的人，也感叹南岸区这片重庆城
区的公共文化发展速度之快。坐在精典书店内设的公共图书馆
里，她说南岸总能给她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这里，你可以在私人书店、咖啡馆、武道馆里享受公共图
书的免费借阅，也可以 24 小时任意时间在人流密集地区的 100
个“南书房”读书吧选到你要的那本书；经过公共文化浸润，这里
的农民和国家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农民油画村作品被收藏抢
购……文化发展正在为这座城市赋能，展现她更深厚的城市发
展底蕴。

文化生态城的公共文化之美

在重庆，南滨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文化活动打卡地。这
条 80公里长的临江大道上，施光南大剧院、当代美术馆、303 艺
术剧场、龙门浩老街、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等一座座新兴的文化
地标就像珍珠落玉盘般，散落在南岸区的江岸线上。

精典书店就是这许多迷人珍珠中的一颗。在众多文艺青年眼
中，这里不仅是一个书店，而是一个多业态的公共文化空间———
书店里竟然“藏着”一间藏书量达 1 万册的公共图书馆。在这里不
仅可以借书，而且发现书店里的好书，还可以直接替图书馆买下
来借走，政府买单。为了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生活，在政府扶持
下，书店每周都会举行读书会、诗友会等文化沙龙，并且聚集了李
元胜、庞茂坤等一大批重庆知名诗人、画家等文化名人。

“像这样高品质的公共文化空间正在南岸聚集。”南岸区文
旅委主任雷旺说，南岸区的文化产业形态日益丰富，既有以先锋
剧场、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影视、戏剧产业，也有以国际戏剧节、
重庆国际时装周等为代表的会展、演艺产业，还有以英雄联盟为
代表的电子竞技产业。每年 5 月份，重庆国际马拉松大赛都在南
岸区南滨路上开跑，成为重庆人最激情的文化体育活动之一。南
滨路国际音乐啤酒节、重庆国际时装周，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也在
增加着这座城市的颜值。

高颜值、有格调的公共文化服务首先建立在全覆盖的公共
服务网络基础上。据了解，目前南岸区已经实现了区、乡镇、村社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全覆盖。在南岸，区文化馆和图书馆都是
最高水平的国家一级馆，市民拥有江南体育中心、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青少年科普中心、南坪艺术中心剧院等公共投资新建的文

化场馆设施，每年有上百万人参加文化站、村社文化服务中心免
费开放的公共文化活动，为群众送去 650 场文艺演出和 1200 多
场精彩电影。

文化浸润结出甘甜果实。2019 年 3 月 5 日，南岸区迎龙镇
北斗村农民管乐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并与国家交响乐
团同台演奏，这已是他们第三次登上央视舞台。而位于南山的北
斗村村民在区文化馆的帮扶下，创建了南山农民油画村，吸引
20 位画家入住，这里的农民油画被中央美术馆收藏。2017 年和
2018 年，南岸区分别获得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园区，成为全国唯一获得文化部两个最高荣
誉创建资格的城市(区)。

“四两拨千斤”的公共文化服务之道

作为西部城市，面对有限的财力，南岸区如何在短时间内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快速提升？其秘诀在于一方面不断加大公共文
化投入保基本，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用好用准政府财力和好
政策，“四两拨千斤”撬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公共文化建设。

“私人书店里建公共图书馆，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
的！”精典书店负责人杨一说，南岸区在书店、茶馆、武道馆里办图
书馆，实现了政府、商家、读者的多赢。政府省去了场地、人员、设
备，用最小的投入在人流量最大最繁华的街区建设了一座特色公
共图书馆。商家看重的是公共图书馆带来的人气，读者得到了一
座身边环境最好的图书馆，城市提升了文化品位。据了解，南岸区
政府部门除了给予书店、咖啡馆等愿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
力量税收、租金方面的优惠，还利用政府资源帮助他们联系文化
活动，为他们聚人气的同时，繁荣了群众公共文化生活。

“一招鲜，吃遍天。”雷旺说，“四两拨千斤”的政府引导方式
让一大批文化项目在南岸落地，激活了公共文化生态。

2018 年 12 月，首届重庆先锋电影艺术展在南岸区弹子石
老街拉开序幕，这是目前重庆规模最大影展、西部唯一的艺术影
展。电影展上，60 多部国内外最新拍摄的艺术影片与市民见面，
数万群众在家门口亲身体验了明星、红毯的电影嘉年华。

“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影展，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投入。”重庆先
锋电影展主要举办方、重庆先锋电影厂厂长李冠一说，他非常认
可重庆南岸区公共文化建设理念，“政府应该摆脱凡事大包大揽
的习惯，用好政策这个指挥棒，在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点上
持续用力，公共文化自然会获得自我生长的良好生态。”李冠一
说，先锋电影厂选择落户南岸，就是看中了她点石成金的领导
力，吸引影视机构、制作团队、青年人才组成了一个良好的文化

生态圈。

“互联网+”让城乡享有均等的公共文化服

务成为可能

2019 年以来，南岸区一些村社居民新奇地发现，原本的农
村书屋、社区图书室添了新玩意儿：只要掏出手机扫扫墙上的二
维码，不仅可以在线收听喜欢的书籍，还可以了解社区新闻，及
时获取各类惠民政策和便民指南。到“有声图书馆”听书成为社
区居民的新时尚。

有声图书馆只是南岸区瞄准“互联网+”新技术，试图破解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的一个小尝试，目前已经在 17 个城乡社
区建成。通过与国内知名的读书 App 合作，农村居民可以和城
市居民一样享受网络海量的图书资源。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有可能真正和城市居民
一样享受到各种便利的公共文化服务。”雷旺说，正是瞅准了互
联网时代万物互联带来的契机，南岸区瞄准“互联网+”技术，和
腾讯签约展开全方位合作，试图探索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解决方案。

“我们看中的除了腾讯拥有的海量图书、信息资源，还有互
联网联动一切，带给农村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最稀缺的资金、人才
和活动。”雷旺说。

今年 4 月 21 日，南岸区借助腾讯网络平台开展的首个公共
文化活动“九九家风”活动正式启动，通过挖掘城市、农村家庭传
统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风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形成
一套标准化的公共文化课程供城乡孩子学习传播。通过腾讯公
益平台，国内知名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清华大学
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等一批
社会组织、教育机构得以和这一项目连接起来，提供资金、人才
和专业上的支撑。

与此同时，由腾讯提供内容资源、在线技术支撑的南岸区城乡
公共文化公益实践中心也即将在南坪街道重庆创空间建成，这个
实践中心包括以农村元素居多的自然音乐厅、以重庆城市元素居
多的巴渝美术馆和以“趣味普法”和“安全自护”为主题的综合馆，将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城乡所有中小学校开放，城乡学生将
有均等的机会在这里接受课外公共文化教育。

“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腾讯区域业务部文旅中心西区
总监曾茜说，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网络聚合能力，将公共文化发
展所需的资金、了解农村的人才和项目引入农村，逐步消融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较大的差距。

南岸区“四两拨千斤”，撬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重庆：长江之南“长”出“文化打卡地”

龙潭村清澈的西溪与修复后的
古民居（6 月 11 日摄）。

福建省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是一
个隐身于闽东青山绿水间的传统古
村，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龙潭村曾
遭遇“外出大潮”，全村 1400 多人只剩
不到 200 人。

2017 年，在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创
产业项目的带动下，龙潭村开始实施
文创产业助推乡村振兴计划，引进文
创和专业设计人才，组建民间工程队，
先后对 60 余栋古宅进行重新设计和
修复。一座座老宅破茧重生，化为书
吧、工作室、咖啡屋、音乐厅、美术馆
等，吸引了许多外来艺术家、文创人员
来此居住。同时，龙潭村还通过“人人
都是艺术家”文创项目，教授村民拿起
画笔进行油画创作，增强古村文艺氛
围。

两年来，龙潭村焕然一新，不仅成
为外来艺术家、文创人员等“新村民”

的理想居所，也吸引外出的村民返乡
创业，推动了乡村旅游发展，每年有近
10 万人前来观光，沉寂的古村迎来了
“文艺复兴”。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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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电(记者王菲)
夏至刚过，小麦归仓，皖北平
原逐渐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季
节。天一擦黑，乡村的文化广
场成了农民纳凉的好去处。大
鼓一敲，月牙板一响，灵璧县
游集镇村民尤计红在家里就坐
不住了，拎起小板凳，直奔镇
文化广场而去，“镇里纳凉书
场的琴书要开唱了，去晚了可
找不到好位置。”

“今年入夏，广场举办
好几次纳凉书场了，每次我
都来。多少年没听过这大
鼓、琴书了，年轻时我也能
哼几句，一听鼓响我就心痒
痒。”尤计红紧赶慢赶还是
来晚了。第一排位置被几位
老人占了，听琴书的村民一
层层围上来，越聚越多。和
记者聊天的同时，尤计红的
眼睛也没舍得离开台上的表
演，“这段好，拍下来发个
朋友圈！”

“轻敲大鼓定准音，扶贫
政策暖人心……”一面鼓，几
张琴，数位民间非遗传承人组
成的乡土“文艺轻骑兵”，用
传统戏曲传唱着新时代移风易
俗、脱贫攻坚和党的惠民新
政。夜风中，乡音浓郁、铿锵
婉转的琴书、大鼓让纳凉的村
民听得入迷。

大鼓、琴书、柳琴戏、唢
呐……古老的传统戏曲文化，
曾深深植根于广袤的皖北乡村
田野。“灵璧大鼓一代传一代
流传下来，纳凉书场活动给我
们这样的草根艺人提供了展示
传承传统曲艺的平台。”灵璧
大鼓非遗传承人顾小梅告诉记
者，为乡村文化振兴做贡献，
只要观众喜欢，我就唱得高
兴。

灵璧县发挥千年古县的传
统文化资源优势，组织民间非
遗传承人、乡贤能人、文化骨
干成立文化志愿服务队和文艺
小分队，走进田间地头，学校
社区，开展纳凉书场、非遗进
村、非遗进校园等活动，群众
自编自演，进行政策宣讲、传
唱文明乡风。

针对基层群众文化的新变
化和新特征，灵璧县以乡镇文化站为纽带，发掘当地
优秀传统文化，调动农民群众的文化主动性，打造
“一乡一村一品”“一街道一社区一特色”文化活
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以前农村的夜生活就是打打麻将、摸牌九，现在
生活富裕了，农民也需要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县里
鼓励各乡镇依托自身的文化资源来丰富农民的文化
活动，纳凉书场就是我们游集镇的文化创新。”纳凉书
场活动的牵头人、灵璧县游集镇文化站专职宣传员尤
传化告诉记者，他用身边素材编写了几十首唱词，用
身边事感化身边人，群众都爱听。

73 岁的游集镇村民鲁作民脾气倔、爱斗气。尤
传化听说鲁作民从小跟母亲学唱柳琴戏，还会弹柳
琴，就动员他加入游集镇文化志愿者服务队。

如今鲁作民成了纳凉书场最积极的骨干演员之
一。只要一有空，他就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排练节目，切
磋琴艺，村民眼里的“倔老头”变成“老文青”。“只要一
唱柳琴戏，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越忙越精神，宣传正
能量，自己也舒坦。”鲁作民笑着说。

距离游集镇不远，已实现贫困村出列的朱集
乡湖光村依托村里的文化宣传队，组织村民自编
自演自办春节联欢会、读书会、美好湖光征文赛。
“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献计献策、关心村里的发
展，乡风村貌焕然一新。”湖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王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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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结束了，合肥市金葡萄小学的校长窦海
山来不及舒一口气，从农户家收来的老物件八仙床得
赶紧搬进教学楼里，妥善安放了。“这件成色比我上
次收的好太多，雕花清晰，色彩明艳，捞着宝了。”

窦海山说。

合肥市金葡萄小学南区位于包河区大圩镇晓南
村，在教学楼四楼有一间挂着“大圩人家”牌匾的特
别的“教室”。青砖、飞檐、木门，从外面看别有徽
派建筑的风味。里面则更像是个民俗陈列馆，摆放着
的有排水灌溉用的龙骨水车 、旧时的婴儿床“摇
窝”、安在井上汲水的辘轳，还有挂在墙上的“儿童
版”蓑衣、鱼篓、草帽和草鞋。这些大都是村民们搬
家后准备丢掉的。

大圩镇是合肥市的城郊小镇，在城镇化进程中，
村里渐渐空了，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不再从田间地头
传来，这让自小在农村长大的窦海山感到惋惜。

“虽然回迁小区距离原来的行政村并不远，但孩
子们离大自然的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对植物花草、
庄家作物、传统农具以及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知之甚
少。”窦海山说，大圩人对土地最淳朴的依赖不应该
丢掉，乡村小学的教育更要把乡愁守住。

从 2015 年开始，金葡萄小学的老师们利用课余
时间陆续编写出六册校本教材。其中三册聚焦农具和
民俗，另外三册以大圩镇最出名的葡萄为主题，分为
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和葡萄酒文化。同时，在
区教育局的资金支持下，“大圩人家”特色陈列馆建
立起来，让孩子们能够最直观地摸到书本里的内容。

“教室天花板上挂满了葡萄叶和绿色的、紫色的
葡萄串，旁边的柜子里放着各种葡萄酒瓶和酒杯，我
现在知道葡萄为什么成熟了会变颜色，还知道葡萄酒
是怎么酿出来的。”金葡萄小学南区五(2)班的朱梦
雪同学说。

还有不到一个月，大圩的葡萄就熟透了。“每年大
圩都会举办葡萄文化旅游节，来的游客特别多，今年是
第 17 届了。”朱梦雪说，“我跟妈妈都说好了，到时候摘
了葡萄，回家按照书上的方法自制葡萄酒试试。”

(记者汪奥娜)新华社合肥电

在“村小”守乡愁

从“西子”到“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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