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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邰晓安、赵雪彤、吴剑锋、陈旺

　　 8 月 6 日晚间，福建屏南县长桥镇长桥
村，一场大火突如其来。
　 　 短 短 2 0 分 钟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屏南万安桥的大部分便遭火魔吞噬。
　　木拱廊桥，这个传承近千年，“世界桥梁史
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品种”，在这个夏天，以一种
令人扼腕的方式走进国人视野。
　　在闽浙两省，如今尚有百余座木拱廊桥横
跨于河流山谷之间，默默地讲述着中国古代桥
梁建造的传奇历史。这个从《清明上河图》中走
来的桥梁“活化石”，在让今人赞叹的同时，也期
待得到更加精心的守护。

闽浙山中的宋代遗韵

　　那天夜里，屏南万安桥，这座国内最长的木
拱廊桥因失火被毁，六跨木构建筑只剩一跨，仅
余十多米的桥头和五个孤零零的桥墩。
　　事发第二天，河道里零星散落着被烧焦的
木头，有老人在岸边落泪。当地村干部说，这个
桥是老一辈人的心血，也是村里的重要通道，对
于它的烧毁，村民无不痛心惋惜。
　 　 据 记 载 ，万 安 桥 始 建 于 北 宋 元 祐 五 年

（1090 年），彼时，被称作虹桥的编木拱桥正风
行中原地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一
座拱形桥梁宛如飞虹横跨汴水河，桥上熙熙攘
攘、桥下舟船忙碌——— 这座浓缩北宋市井繁华
的桥梁，便是著名的“汴水虹桥”。
　　建造时用梁木搭接，把长度有限的木材上
下交叠编织组成大跨度的无柱拱桥，结构简单，
却又十分坚固。这种巧妙利用自然材料的桥梁
建筑形态，在宋室南迁后似乎逐渐失传了。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学界惊喜地在闽浙一带找
到了众多和汴水虹桥一样具有“编木”拱架结构
的木拱桥，而且造桥工艺有所创新，这就是闽浙
木拱廊桥。
　　“木拱廊桥与《清明上河图》所绘虹桥外观
上有较大差别，可以说是木拱桥 2.0 版。”屏南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苏旭东介绍，南方多
雨，在木构桥梁上加盖廊屋是常规操作，这种桥
梁被统称为木廊桥。而“木拱廊桥”比“木廊桥”
多了一个“拱”字，就表示该廊桥采用了与汴水
虹桥一样的拱架结构，可以实现木构桥梁的单
拱最大跨度。
　　苏旭东说，我国现存的 110 多座古代木拱
廊桥主要集中在山高林密、谷深涧险的闽东北、
浙西南地区。其中，福建省占 70% 以上，并主
要集中在闽东地区。
　　专家介绍，闽浙地区多山而少田，尤其是两
省交界处的闽东北、浙西南地区，山峦叠嶂、沟
壑纵横、山高溪深，因为缺乏平地，村落大多沿
着溪流边的谷地分布，对于桥梁的需求格外迫
切。加之山地树木多，匠人们就地取材，因此让
编木拱桥这一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千年。
　　近年来，闽浙木拱廊桥颇受建筑界、文物界
专家学者的青睐，被誉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
存”，具有“活化石的价值”。
　　木拱廊桥不仅是便利往来的交通设施，在
闽浙地区，它还普遍是农村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木拱廊桥因桥上有屋，能遮风挡雨，又称风雨
桥；又因为它通常建在村子的水尾，寓含“截流
拦财”之意，所以也被称为“风水桥”。
　　“各地廊桥的廊屋普遍设有凳床等，是村民
纳凉、集会、歇息、观赏、贸易等重要活动场所。
每年端午等节日，群众都在木拱桥上举行‘走
桥’等民俗活动。”福建屏南县政协原主席、屏南
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周芬芳说。
　　这使得木拱廊桥具备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的功能，成为凝聚社区民众情感、维系地方文化
认同的重要文化象征和纽带。它蕴含着丰富的
精神内涵和乡土文化，被称作中国山地人居文
化的典型范例。
　　“从小到大，夏天在桥上乘凉聊天，冬天在
桥上追逐玩耍，每年端午‘走桥’，是万安桥旁两
村村民共同的记忆。”长桥镇长新村村民胡伟翔
说，在当地民间传说中，屈原为村民镇住洪水灾
害，带来风调雨顺。
　　 2006 年，包含万安桥在内的“闽东北廊
桥”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 年，闽浙两省七县 22 座“闽浙木拱廊桥”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似云横百尺，横跨东西岸。”周芬芳说，现
在，木拱廊桥在乡村振兴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
欢迎，它一头连接灿烂的文化传统，一头连接当
代的繁荣与复兴。

匠心技艺的活态传承

　　万安桥起火的那一晚，86 岁的黄春财一夜
未眠。18 岁那年跟着父辈一起修桥的场景还
历历在目，后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给万安桥修
修补补的往事他也都记得。
　　听到这座自己亲身参与重建，祖辈四代人
共同守护的桥梁在大火中大部分坍塌损毁的消
息，老人家痛心不已。
　　那个不眠之夜，这位国家级木拱桥传统营
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想了一件
事——— 重建万安桥。
　　不幸中的万幸，是万安桥已数次做过完整测
绘，木拱廊桥的营造技艺也在当地得到了传承。
　　万安桥所在的屏南县长桥村是黄春财的出

生地，在长桥黄家这个木拱桥建造世家里，祖父
黄金书、伯父黄生富和父亲黄象颜都是著名的
木拱桥主墨师傅。从小耳濡目染，黄春财 15
岁就开始随长辈学习技艺。
　　“在过去，木拱廊桥营造技艺是一门养家糊
口的手段，讲究‘口传心授，家族传承’。”苏旭东
介绍，木拱桥营造技艺包括设计与施工两大部
分。建桥前需根据自然、水文等环境因素设计
出单孔、多孔等不同跨度的木拱廊桥。
　　 1954 年，屏南万安桥重建西北两拱时，黄
春财和父亲一起担起主墨重任，在施工过程中

他把施工图缩小画在纸上，完成了他的第一
张木拱桥设计图。
　　此后，黄春财一直致力于修桥、建桥、研
究桥，并将这门技艺传授给了两个儿子黄闽
屏、黄闽辉，父子 3 人在屏南县先后修建了
10 余座廊桥。
　　随着经济的发展，柏油公路、现代桥梁逐
渐成为山区交通的主流，木拱廊桥日渐式微，
传承技艺一度变得困难。
　　 2008 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09 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在政府和民间的双向推动下，木拱廊桥
的传承态势开始有所扭转。据报道，近几年
来，浙闽两地通过募款捐建，新建了 30 多座
木拱廊桥，传承人队伍也增加到 50 多人。
　　为进一步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黄春财
还建立了木拱桥技艺传习所，培养了 10 余
名手艺人。
　　“木拱桥和传统村落一样，都是先有想

法，再建造，因此称为‘营造’。”苏旭东介绍，
关于文物的维修，最核心是三个原则，即最小
干预原则、传统材料原则、传统工艺原则。掌
握技艺的传承人还在，那这座桥所承载的乡
愁就还能继续“编织重建”。
　　“希望能由掌握这门技艺的人重新把这
个桥做上去，这是我们屏南人的记忆，屏南人
的乡愁。”苏旭东说。
　　如今，黄闽屏、黄闽辉已分别被评为市
级、县级非遗传承人，黄春财的孙子黄颖也加
入了家族造桥的队伍。黄闽辉介绍，按照传
承下来的技术，万安桥的修缮重建在技术上
应该没有问题。“我们一家人也希望把和万安
桥的缘分延续下去。如果有需要，我们肯定
全力以赴。”

守护廊桥的时代课题

　　 8 月 6 日晚上的大火令人扼腕痛心，但
它并非万安桥首次经历劫难，历史上它曾历
经多次损毁、重建。
　　《屏南县志》记载：“（万安桥）宋时建，垒
石为墩五，构亭于上，戊子（经考证，疑为
1708 年）被盗焚毁，仅存一板。乾隆七年

（1742 年）重建。”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
万安桥又遭盗焚，“架木代渡”，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复建；20 世纪初又遭火烧毁，
1932 年再次重建。1952 年，万安桥西北端
被大水冲毁两个拱架，1954 年重修。
　　事实上，万安桥的遭遇在木拱廊桥中并
不鲜见。
　　 2006 年，被称作“江南第一桥”的百祥
桥因火焚毁，后重建。2011 年，福建南平武
夷 山 余 庆 桥 同 样 被 大 火 烧 毁 坍 塌 ，也 已
重建。
　　而在火灾之外，水患同样不容忽视。
2016 年 9 月，一场“莫兰蒂”台风，让福建泉
州 800 年古廊桥东关桥毁于洪水，浙江泰顺
的 3 座国保级廊桥也被冲垮，后均修复。
　　目前，万安桥失火的事故调查仍在进行
中。而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把万安桥浴火之“危”，变成中国廊
桥保护之“机”。
　　万安桥失火时，正在屏南做木拱桥田野
调查的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木质结构桥梁
的保护自古以来都是个难题。不仅木桥，中
国南方以木构为主体的传统村落，在近年亦
频繁因为火灾闯入公众的视野。传统民居
对火患的防范，主要是建造防火墙，也就是
千姿百态的“马头墙”。这些砖石“隔断”可
以有效的制约火势的蔓延。但万安桥不但
廊屋绵延近百米，拱架间也是木构相连，没
有石构墙体隔断，便无法从物理上阻拦火势
的蔓延。
　　“廊桥是连接村民生活与信仰的公共空
间，不少廊桥上都供奉有神龛，便免不了烧
香。今天很多古廊桥上，还常见插入缝的篾
香，以祈求平安。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告诉
我，过去的香的燃烧力很弱，是不容易引燃
建筑的。但今天的香里往往可能添加助燃
剂，便成了不容忽视的消防隐患。”这位专家
介绍。
　　近年来一些廊桥成为乡村旅游的载体，
它们被装饰上灯带等电子设备，这些电路的
安全同样需要关注。事实上，在万安桥失火
的第二天，当地政府就立刻开始排查古桥梁、
古建筑的安全隐患，拆除了这类灯具。
　　历史上，廊桥毁坏之后重修重建并不少见。
有学者曾梳理过一些建在交通要道的木拱廊桥
的历史，它们会以 50 — 100 年为周期频繁重
建，重建原因最主要的便是火毁或水毁。
　　现代技术是否能让其跳出“屡毁屡建、屡
建屡毁”的怪圈？
　　近年来，廊桥迎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此
类隐患正变得越来越大。福建工程学院历
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教授姚洪峰认为，在不
破坏原有结构风貌前提下，布置烟雾报警器
和内部防火设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这可以
避免村民和游客因在桥上抽烟而带来的
隐患。
　　“另一方面，考虑到文保单位多位于偏远
山区，消防队伍不易到达，可考虑针对重点文
保单位建设微型消防站，在第一时间处置火
情。”他说。
　　在科技之外，“守护人”同样不能缺位。
周芬芳建议，国家省市县乡形成常态化联动
指导机制，将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暗访相结合，
加强管理巡查制度建设。此外，由于廊桥多
处山区偏远地区，日常保护需要尽量依靠群
众，需加强地方村民的日常教育培训，开展定
期防火意识宣传和救火演练。
　　“守护人”也包括为廊桥建立档案的学
者。姚洪峰曾辗转福建省内多个廊桥，为
它们进行测绘。在国内，许多像他一样的
学者和民间爱好者都在自掏腰包，乐此不
疲地描摹那些深山老林中的廊桥，他们带
来的宝贵测绘数据，让廊桥的“重生”成为
可能。姚洪峰希望，地方文物部门可以与
这些民间团队一起，为每一座廊桥建立专
属的档案。
　　“对于廊桥爱好者而言，每一座桥的消失
都像一位朋友的离去，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
重演。”姚洪峰说。

从《清明上河图》中走来的木拱廊桥，该如何守护

苏旭东

　　福建省宁德市现存木拱廊桥 50 余座，是全国木拱廊桥保存最多的地
级市，被誉为木拱廊桥之乡，也是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实践核心区。在
这些木拱廊桥中，有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闽东北廊桥”11 座，
分别是屏南县万安桥、千乘桥、百祥桥，寿宁县鸾峰桥、仙宫桥、飞云桥、升
平桥、登云桥、杨梅州桥，古田县田地桥和柘荣县东源桥。
　　最长的古代木拱廊桥——— 万安桥
　　万安桥位于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原名龙江公济桥，俗称长桥。桥长
98.2 米，宽 4.7 米，桥面至水面平均高度 8.5 米，五墩六孔，船形墩，不等
跨，最大拱拱跨 15.3 米，最小拱拱跨 10.6 米。遥望该桥形似长虹卧波，非
常壮观。
　　万安桥是全国最长的古代木拱廊桥，原名龙江公济桥，始建于宋代，
明永乐年间立“龙江碑铭”，曾多次因山洪、火灾毁建。清乾隆七年（1742
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两次重建。本次失火前，四跨木拱为 1932
年重建，两跨为 1954 年重建。2006 年 5 月，万安桥作为闽东北廊桥组成
部分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单拱跨度最长的古代木拱廊桥——— 鸾峰桥
　　鸾峰桥位于寿宁县下党村南，又称下党桥，始建于明代，清嘉庆五年
（1800 年）重建，1964 年修缮。桥长 47.6 米，宽 4.9 米，拱跨 37.6 米，是全
国现存单拱跨度最长的古代木拱廊桥。
　　鸾峰桥北面桥堍建在岩石上，南面桥堍用块石砌筑，桥屋建 17 开间
72 柱，四柱九檩穿斗式架构，桥屋中心间用如意斗拱叠梁成八角藻井，上
覆双坡顶。
　　距水面最高的古代木拱廊桥——— 百祥桥
　　百祥桥位于屏南县棠口乡山棠村与寿山乡白洋村交界古道上，又名
白洋桥、柏松桥，桥跨白洋溪。桥长 38 米，宽 4.5 米，单孔跨度 35 米，桥
面距离水面平均高度 22 米，凌驾于两岸的悬崖峭壁之上，被称为东南著
名险桥。
　　百祥桥始建于南宋，清嘉庆年间毁于水患，道光初年重建，光绪年
间毁于火患，光绪二十年（1894 年）重建。2006 年木构部分毁于火患，
2011 年重建。

  ▲距水面最高的古代木拱廊桥——— 福建宁德屏南县百祥桥。
                     受访者供图

木拱廊桥之最

  ▲单拱跨度最大的古代木拱廊桥——— 福建宁德寿宁县下党乡鸾
峰桥。          新华社记者陈旺摄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受访者供图

▲失火前的屏南万安桥。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