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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8版】八、将《宁波市城乡
规划实施规定》第十一条修改为：“建
设项目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建设
单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交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材料。”
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提交《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
使用土地的有关文件、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等材料。”

删去第十三条第三款。
第十六条修改为：“在城市、镇规

划区内因重要道路、轨道交通、管线、
重大公共设施等建设项目施工或地质
勘查，需要临时使用道路、绿地和广
场、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
核发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

为“（三）不动产权属证书”，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九、将《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
法》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最低生活保障资
金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市辖区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市和区财政
分级负担；县（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和工作经费由本级人民政府承担。”

第七条修改为：“民政部门可以
通过购买服务、组织社会力量从事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宣传、家庭情况
核对和就业指导等工作。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
赠、志愿服务等帮扶方式，为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提供生活帮扶、精神慰藉、社
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服务。”

第十条修改为：“本市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按照《浙江省社

会救助条例》规定的当地居民生活必
需的费用确定并公布。根据区县（市）的
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差异化的标准。”

第十一条修改为：“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主要包括下列人员：

“（一）配偶；
“（二）未成年子女；
“（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

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本科及其以
下学历教育子女；

“（四）共同居住的父母；
“（五）其他具有法定赡（抚、扶）

养义务关系且共同居住的人员。”
第十三条修改为：“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户籍不在一起的，可以向
多数家庭成员或者主要家庭成员户
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提出申请；在同一区县（市）内，经
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
可以向经常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修改为：“申请最低生活保

障，应当提供家庭成员身份证，填写申请
表，并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接受有关部
门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初审意见
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所在的
村、社区公示七日。公示过程中出现
异议的，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公
示无异议的，应当在公示后三个工
作日内将初审意见和相关材料报区
县（市）民政部门审批。”

第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区县
（市）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对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进行复核，并根据需要进行随机
走访调查。对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
状况较为稳定的家庭，应当每年至少
复核一次；对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及

条件的家庭，应当每季度至少复核一
次，并且定期进行走访调查。”

第三十条第四款修改为：“根据
复核情况，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报请区县（市）民政部门作出
保留、变更或者取消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的意见；区县（市）民政部门变
更或者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应当
作出书面决定并告知理由。”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在
法定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及条
件的人员未就业的，按照当地月最
低工资标准计算其收入。但是，有怀
孕、哺乳、照护重大疾病患者或者重
度残疾人、单亲抚养学前儿童等情
形的除外。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现
就业的，在核定其家庭收入时，对就
业收入按照有关规定扣减。”

第三十五条修改为：“采取虚
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最低生活

保障金的，民政部门应当停止发放最低
生活保障金，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最低
生活保障金，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并
将有关信息记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情
节严重的，处骗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数
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对相关规章的条文顺序和
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附件2

宁波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
的政府规章

一、《宁波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
行办法》（1998 年 6 月 13 日市人民政
府令第68号公布）

二、《宁波市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2009 年 10 月 27 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68 号公布，根据 2013 年 12 月 6 日市
人民政府令第208号修正）

上月底，由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主办，市名城办、市规

划局、市住建委等单位承办的“寻迹历史文化名城·最美宁波”系列评

选活动，经过初评、社会公众投票、专家综合评定，最终评出10个“最

美古村落”、10处“最美古民居”和10位“最美古建筑守护人”。

这一活动，激起了公众对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热情，也引起人们对

如何保护古村落古民居的关注和思考。

乡村“活文化”一旦消失,就再也回不来了

古村落古民居保护任重道远 10 个“最美古村落”：海曙李
家坑村、江北半浦村、鄞州走马塘
村、奉化青云村、东钱湖建设村、
余姚中村和柿林村、慈溪方家河
头村、宁海许家山村、象山东门渔
村。

10 处“最美古民居”：海曙鄞
江镇鲍家墈村鲍家墈地房民居

（275 号、276 号），鄞州姜山镇走
马塘村日房后新屋、横溪镇上街
村王家大屋、咸祥镇 24 间走马
楼，奉化裘村镇马头村惟暨堂、甲
岙村甲岙地房，慈溪鸣鹤古镇银

号客栈，宁海力洋镇力洋村五门大
宅、桑洲镇麻岙村陈家三台，象山东
陈乡东陈村陈汉章故居。

10 位“最美古建筑守护人”：特
别致敬人物杨海定（奉化青云村）、
邬毛银（鄞州走马塘村）、陈贤灼（奉
化马头村）、葛招龙（宁海县级古戏
台非遗传承人）、徐培良（宁海县文
广局）、王式华（宁海麻岙村）、谢才
华（象山樟岙村）、方岳兴（象山溪里
方村）、朱球（东钱湖建设村），陶海
燕、杨古城（个人）。

（朱军备 整理）

宁波最美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守护人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季春丽

古村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有
形式之一，是承载着历史变迁的建
筑文化遗产，更是地方历史经济发
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集中代
表。

去年 11 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国
古村镇大会向外界透露：从 2002
年到 2017 年，15 年间中国传统村
落锐减近 92万个，并以每天 1.6个
的速度持续递减，消失速度之快令
人咋舌。

近日，记者来到千年历史古村
——鄞州区塘溪镇童村走访。童村
由童村、象峰、新勇 3个自然村组
成，有村民 1000 多户，其中建筑
年龄超过 70 年的房屋有 700 多间，
超过 100年的也不在少数，房龄最
长的童氏宗祠已有200多年历史。

梅溪穿过童村，古树、老屋耸
立在细雨之中，使村庄显得更安
静。从“克隆先驱”童第周先生的
故居往山中上行百步，只见沿溪而
建的民宅陈旧古朴，多数大门紧
闭，早已无人居住，旧墙上长满青
苔和杂草。一路走来，时时可见倒
塌的或半边倒塌的老屋。

在五乡镇涵玉村有一处王家大
屋。年过八旬的徐富财先生说，这
座曾出过一名武举人的大屋，少说
也有 200年的历史。走进院落，里
面共有四进，有厢房有祠堂，四面

各有一扇大门。“只要大门一关，
就是神偷也进不来。住在里面的
人，下雨天走来走去不会湿鞋。”
老人说，以前这里还曾经是乡政府
的办公地点，后来，房子分给了个
人，鼎盛时住过 30 多户人家。随
着住户外迁，目前大屋只有三四户
老人住着。

古村落古民居何以快速消失？
专家认为：农村尤其是山区，由于
交通不便、经济来源较少，许多年
轻人选择到城镇打工，或远赴大都
市落脚，村庄里只留下一些老年
人。随着时光流逝，老年人越来越
少，村庄日益空心化、老龄化。房
屋需要有人住有人打理，才能永葆
活力；一旦无人居住，房屋难禁风
吹雨打、虫蛀蚁蚀，就会摇摇欲
坠。记者了解到，在鄞州区咸祥
镇、横溪镇和海曙区横街镇等地，
有不少老屋面临倒塌的境地。

除了年久失修自然倒塌，还有
许多古村落、古民居，是在新型城
镇化、城市外延扩展等大背景下消
失的。

以东钱湖为例，原来东钱湖镇
共有 36 个村，且多数是古村。最
近 15 年，东钱湖周边拆除古村近
20个，如今只剩下韩岭、郭家峙、殷
湾、城杨、洋山、东村、西村、前堰头、
陶公、建设、利民等10余个村庄。

古村落古民居 数量持续递减

宁波是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名城不是空城，而是由许许多
多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保
单位 （点） 以及历史建筑、传统风
貌建筑等组成的。保护古村落古民
居，也就是保存了名城的细胞和肌
理。

对古村落古民居缺乏保护意
识，是造成其大批消失的重要因
素。有些决策者认为旧村庄老房子
有碍观瞻，不如一拆了之，还可腾
出宝贵的土地资源来。有些原住民
保护意识不强，认为自家的房子想
怎样改建就怎样改建，以至于古村

落中出现了不少风格突兀的现代建
筑。

近年来，有些村庄打着环境整
治、新农村建设的旗号，对古建筑
进行“涂脂抹粉”。或将青水墙一
律刷白，造成“千村一面”的徽派
风格；或大搞彩色墙绘，把村庄弄
得花花绿绿。如姜山一古村内的明
清建筑上，出现了许多山水画、标
语组合而成的墙绘，让来访者有

“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
缺乏维修资金，是古村落古民

居保护的一大难题。一间老屋修缮
一下，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

缺资金缺人才 更缺保护意识

元。作为古村所在地的村委会，
要拿出这笔资金十分困难。而不
少古民居的主人在外谋生常年不
归，要想动员他们出资维修，也
几乎不可能。上面提到的涵玉村
王家大屋由于年久失修，渐渐变
得破烂不堪。去年 10 月，涵玉村
村委会向上级争取了一笔资金，
共花费 300 多万元，对房屋进行
翻修，更换了部分瓦片、桁条、

椽子。“房子修过以后，睡觉也踏
实了。”徐富财老人高兴地说。

专业人才缺乏，也是古村落古
民居保护中遇到的大问题。古村落
古民居维修，需要总体规划和专业
设计，设计人员需要懂得村落和民
居的历史、建筑风格、文化价值等，
这样的专家很少。如果是外行人随
心所欲地指挥或决策，就会将古村
落古民居搞得不伦不类、不中不洋。

将祖先遗留下来的古村落古
民居保护好,是当代人义不容辞
的职责。有关专家认为,古村落
古民居按照其价值，大致可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必须保护的；第
二类是在保护的同时可适当利用
的；第三类是可以改建的。而

“活化”保护，是古村落古民居
保护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这方面，我市已有不少成
功案例。奉化岩头村在保护中发
展乡村旅游，规划为纲、政府补
助，以良性“活化”循环，让古
村焕发生机。宁海许家山村，在
保护以石头为特色的古村建筑风
貌的同时，接通登山游步道，引
入旅游新业态。海曙区李家坑
村，对破旧房舍进行维修，新引
入的民宿与古村保持同样风貌。
这些村庄的原住民依然留在村
中，随着游客的“闯入”，也给
他们带来农产品销售、房屋出租
等经济收入。

东钱湖陶公岛上的建设村，
有许多家族世代聚居的墙门，著
名的有椿茂里、顺兴里、县官墙
门、珠山四合院等，均为清末民
初的建筑。如何保护好这个古村
落？建设村党支部书记朱球说，

在请专家编制古村保护规划后，去
年村里启动保护工程，重点是将全
村道路恢复当年的石板路。不但主
干道要铺石板，小弄堂里也铺，这
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石板下面，排
水排污、通信、强弱电等管线都会
预先埋好。同时，还将修筑一些古
意浓厚的景观。

为了节省经费，朱球成为“破
烂王”，哪里有旧村旧屋拆迁，他
就将人家拆下来的旧砖瓦、旧木头
运来，用于老房的修缮。“不但省
了钱，用旧料修缮的房屋更接近原
来的风貌。”他说。

那些修缮过的老院落如何利
用？建设村的计划是，一幢建筑用
来建一个小型博物馆，其他几幢可
以出租办民宿或进行商业开发。

而咸祥24 间走马楼由政府出
资 修 缮 后 ， 正 在 成 为 一 所 以 办
展览、搞创作为主的乡镇文化场
所。

古村落古民居是历史文化的见
证者。专家指出，保护好古村落和
古民居，地方政府的重视是关键。
同时，要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古村
保护的关系。对于尚未能确定用途
的，可以先保护下来，慢慢修缮，
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活化”保护 让古村焕发生机

宁波市文物保护所所长徐炯
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如何
更好地保护古村落古民居提出了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古村落作为稀有资源，应作
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资产进行管
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推向社
会，以有偿或无偿使用的方式提
供给社会，让有识之士利用起
来。

政府要处理好土地资源管理
与古村保护之间的关系，尝试让
城市居民或返乡子孙进入古村居
住，为古村注入新鲜血液。

政府有关部门能否拿出一些配
套资金，支持村民保护古民居，防
止其继续损坏。

同时，要对古村的环境风貌与
建筑风格加强保护，防止因修缮而
发生风貌与样式的改变。在维修时
一定要请专家指导，避免因村民的
随意行为而造成严重失误。

既要保护好古建筑，又要让村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何双赢的
措施？徐炯明建议，有关部门可以
研究出台一些置换补贴政策，让古
村落和古民居有更多保存、发展的
可能性。

对古村的态度 决定了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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