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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濒临三江口的宁波古城，始
建于唐，称明州，至今已有一千
多年的发展史。

唐长庆元年（公元 821年），明
州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光（小）溪迁
到“三江口”，并建“子城”，为其后
千余年来明州（宁波）城市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今鼓楼即为子城南城
门。70 多年后，刺史黄晟筑罗城，
即宁波外城，今灵桥、长春、望京、
和义、东渡等路巷皆以罗城城门命
名。

唐宋时期，其行政建制施行
严格的坊市制，即“在城邑为
坊，田野为村”，街衢巷陌，官为
之制。宋 《宝庆四明志》 载，明
州当时分东南、东北、西南、西
北四厢共 51 坊，今开明、迎凤、

广仁、惠政等路名系当时坊名。
宋时的明州城已十分繁荣，

《宝庆四明志》载，当时明州城市街
巷散见于方志的有五六十条。元、
明、清三代城市继续发展，但进展
缓慢，城内街道基本保持着宋代的
格局与分布，如小梁街（巷）、大梁
街（巷）、白衣寺巷、孝闻巷、蔡家巷
等街巷名一直沿用至今。

此后，宁波城市人口不断增
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民国

《鄞县通志》记载的街巷地名已达
469 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宁波城
市迅速发展，街巷地名也迅速增
加 。 至 1990 年 ，《宁 波 市 地 名
志》（市区部分） 记载的街巷地名
已达678条。 （王佳 整理）

宁波街巷地名的形成

家住天一广场附近的“原住
民”，一定记得一个叫“棋杆巷”
的街巷。随着旧城区成片改造，
原有建筑消失了，这个地名的标
识牌立在了原地，给宁波这座城
市留下了一个历史印记。

如何保护好地名这一难得的
文化资源？“现有的地名保护方式，
除了通过地名志、地名网等文字和
渠道，以及开展寻找‘宁波最美地
名’等活动，向市民普及地名历
史文化，还有比如在旧址上设置
标识，‘移植保护’‘派生发展’
等保护方式。”余锋介绍。

保护地名文化，完备的政策
法规体系是基础。据介绍，有关
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已列入今年
的人大立法规划。通过立法来明
确地名文化保护的范围、主体、
手段、管理程序等事宜，使宁波
开展地名文化建设有法可依。

与此同时，宁波正通过提前
“介入”的方法控制和指导地名的
编制。目前，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
正在对“宁波市城市地名总体规
划”进行修编。2008 年的版本虽然
提到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但没有

设立专章，这次修编，就是要对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定规则标准。

除此，进一步做好“乡愁”
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章，积极尝
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地名
中 ， 继 续 深 入 开 展 “ 大 、 洋 、
怪、重”等地名乱象整治，建立
违规使用非标准地名黑名单，加
大执法力度。

当下，在宁波历史文化街区
的规划与建设中，坚守着对历史
的呵护与尊重，比如老街区的道
路，在不改变街道空间尺度和风
貌的前提下，进行优化历史文化
街区的交通环境。但同时又强
调，街区内部街巷属于地块内部
道路，不应使用城市道路设计标
准进行设计，避免破坏历史环
境。街巷道路格局的保留，让历
史地名有了承载之物。

“保护历史和城市发展绝不是
对立关系。”相关专家认为，只要
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来
保护包括地名文化在内的城市文
化遗产，带着感情，锲而不舍，
就能达到城市发展“古今一同，
同声共气”的境界。

留住地名的“根”与“魂”
地名管理相关条例已列入市人大立法规划

宁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
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
数以万个的老地名，这些伴随着历
史沧桑而形成的富有深厚文化底蕴
和内涵的名称，不仅是一个街巷、
一个村庄的地理位置标志，更是历
史人文的记忆。可以说，地名是写
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历史文化的

“活化石”。
当一个游子多年后回归故土，

老地名仍传扬在乡音之中，镌刻于
石碑之上，摩挲于指尖，精神上就
会有所依靠，有所栖居，就不会成
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遗憾的是，随着城市化步伐的
加快，小城镇的改造和建设，地方
行政规划和乡村撤扩并，一个个老
街道、老村庄的名称在我们记忆中

黯然退出，悄然远去。老地名的流
逝，不但“断裂”了历史文化记
忆，也带走了我们的乡愁、乡恋和
乡情，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感和憾
事。

有人说，“一个没有历史的城
市是肤浅的城市，一个没有老街巷
的城市是没有文化的城市”历史和
文化是城市的命脉，地名保护本身
就是一个追忆城市历史和文化脉络
的举措。我们感谢民政部门，在

“大、洋、怪、重”地名乱象不断
呈现的背景下，他们还保持着一份
清醒和冷静，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他们的工作体现了一种在保
护城市遗产、传承城市记忆过程中
的文化自觉。

（李国民）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留住老地名留住老地名，，
照亮照亮““回家回家””的路的路

本版照片本版照片 丁安丁安 摄摄

海曙楼，是宁波人耳熟能详的
一个名字。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
陵陆丞早春游望》中的诗句“云霞出
海曙，梅柳渡江春”，写的正是江南
新春，太阳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
曙光映照着满天云霞的景象。

因为这著名的诗句，再结合宁
波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处东海之滨，
有着 1500多公里的海岸线，是中国
迎接曙光较早的城市，在明万历年
间，鼓楼改名为海曙楼。1951 年，
宁波区划调整，以“海曙”两字命
名了一个区，并沿用至今。

“许多地名因描述一定地域历
史和文化而形成，向人们提示着
当地自然环境变迁、人类历史演
进等信息，是文明的见证。”宁波
市 民 政 局 区 划 地 名 处 处 长 余 锋
说，千百年来，地名世代相传，
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最古老、最
活跃的部分。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城市化和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富有文化
内涵的老地名在逐步消失。宁波在
1991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仅老城
区的街巷地名被废止了180个，实际
消失的各类地名更是为数众多。

“道路拓宽了、村落消失了，但
地名不能就此消亡。待到叶落归根
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为摸清地

名家底，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第二次全国地名普
查于2014年展开，为期4年。

本次普查进行了前期试点，宁
波是试点城市之一。从 2010 年作
为沿海地区地名普查试点开始，历
时 8年，在全市各级地名普查机构
精心组织和广大地名普查工作人员
辛勤努力下，采集地名约 7.7 万
条，更新设置地名标志 2.2 万个，
修测标绘标准地名图 159幅，比较
全面地掌握了各类地名的名称、位
置及相关属性信息。目前，我市第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已全面通过
入库验收。

结合本轮普查，在推进地名标
准化的过程中，我市深入挖掘地名
文化。地名是历史文化教育最直接
的老师，也是保护历史文化的一道

“屏障”。在 2017 年公布了第一批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我市今
年继续实施“名录工程”。

如何从数量庞大的地名中甄选
出体现宁波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
蕴的地名？据介绍，主要从地名的
历史性、文化性、知名度、独特性
及传承价值等方面进行考量、甄
选，同时经过专家评审、征求意见
等环节。此轮甄选，最终有 304条
地名入选保护名录。

历时8年
采集地名约7.7万条
304条入选第二批市级保护名录

一提到北仑区的柴桥老街，小
章想到的就是老街上的小吃和那些
总也逛不完的弄堂。和很多地方的
老街一样，柴桥老街兼具了人文风
情和市井繁华。

在杭州工作多年的小章早已在
杭州成家，只有过年，一家三口才
有机会赶回柴桥住上几天，这时总
要到老街上逛一逛。她对那些弄堂
名总是如数家珍：“蒲鞋弄是因为这
条弄里有专卖草鞋、蒲鞋的地摊，
智昌弄曾出过不少文人和雅士。”

地名，从来不是空荡荡的概
念，它和当地气候风俗、经济文化
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们有
了身份认同，是地名的功能之一，
当我们问起“你是哪里人”，不仅
是在询问地域籍贯，更是询问一种
情感归属。

本次甄选出的 304 个历史地
名，涵盖了镇、建制村、自然村、河
流、山、桥梁、纪念地、湖泊、道路、堤
堰、碑塔等类别，代表了一定的时间
和空间刻度，存在历史、文化、社
会、民族等多方面的意义。

营房山，原名向头山，位于慈
溪 市 观 海 卫 镇 。 南 宋 宝 祐 六 年

（1258），向头山作为海邑要塞，朝

廷在此建造水军、土军两寨。明洪
武年间，设向头巡检司，并在山头
设置烽堠。明朝中期，向头山下成
为倭寇的主要登陆地。镇守浙江的
将领俞大猷等多次在此指挥抗倭战
斗。清顺治康熙年间，观海卫建立
汛地，驻防绿营兵营房，设置炮
台、炮房，民间俗称向头山为营房
山。清道光二十年 （1840），观海
卫军民曾在此抗击入侵的“风鸢”
号英舰。营房山，一个地名，见证
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抗击侵略的烽
火历史。

“碶”为宁波方言词，在其他
地区甚为少见，是宁波人对“水
闸”的特有通名。位于新河与奉化
江交汇处的“大石碶”，宋淳祐二
年 （1242） 郡守陈垲主持新建，历
经修理改建，现建筑为 2001 年重
建，主要泄鄞东中塘河与前塘河尾
闾之水。大石碶与楝树碶同为鄞东
南历史最早、功能最卓越的两座水
闸，与当地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饱含着历史含义的命名，譬如
鄞州的隐学山、海曙的白衣寺、江
北的青林渡等，不仅识别度高，也
别有韵味。有的蕴含的故事，惹人
遐想。姜山镇上游村“让里”，因

记住乡愁延续文脉
老地名承载着优秀文化基因

兄弟争吵、次弟主动让居别处而
得名，这段佳话传递的正是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保护好地名，就是让文化有
立足点，让乡愁有落脚点。“最好
的保护方法，就是使用。”据介

绍，历史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公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
摈弃、废止原址地名，要优先延续、
保留、规范使用历史地名，并根
据建设实际，适时复活部分具有
重要文化意义的历史地名。

海曙楼海曙楼

原有建筑消失了原有建筑消失了，，““棋杆巷棋杆巷””标识牌立在了原地标识牌立在了原地。。

姚江大闸姚江大闸望京路进入了市级第二批保护名录望京路进入了市级第二批保护名录。。

生活在一个地方，人们总会记得自己住在
哪一条小巷、小巷的由来，这些地名像烙印一样刻在
人们的心灵深处。地名，就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是
一座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更是安放乡愁的最美容器。

近日，《宁波市第二批历史地名遗产保护名录》正
式公布，这批名录共收录地名304条，加上首批收录的
地名，已有854条。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梅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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