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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片区位于东钱湖畔东南一
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湖；下水
溪、南岙溪、大慈溪三溪穿村而
过，以中街为界分成两个村。中街
以北为东村，中街以南为西村。东
村的村民以王、蔡、陈三姓居多，
西村的以史姓为主。

宋代时鄞县县令王安石曾疏浚
东钱湖，当地人为纪念这位为民的
好官，特地修建了忠应庙。下水是
浙东四明史氏发祥地，“满朝文
武、半出史家”。下水的史氏宗
祠，依山傍水，历经 800 多年风
雨不衰。村中还有太君古墓、广
度禅寺、千年中街、官驿河头、
凤求凰台、拜祭岭道等历史陈迹
和文化遗存。

东村西村，以及再往山岙里的
绿野村、洋山村都作为重点保留
村，不再大拆大建。对这 4 个保
留 村 ， 东 钱 湖 镇 按 “ 一 村 一 特
色，四村一品牌”来发展乡村旅
游，通过“点状提升”模式，统
一打出了“十里四香”品牌，即
西村“古韵书香”、东村“农趣菜
香 ”、 绿 野 “ 山 风 果 香 ”、 洋 山

“休闲花香”。
在东村、西村的道路上兴建了

沿路街面餐饮一条街，街上有史家
餐馆、阿四饭店、鱼乐乡村客栈
等，双休日游客熙熙攘攘。近年，
在西村西北侧的官驿河头还引进了
精品民宿“官驿湖居”。

“保留村如何改善环境，提高
村民生活质量？必须增添公共服务
设施，联建一批解困房。”东村

“第一书记”袁战友说，前年，东
村拆除了村内旧厂房，兴建了面积
1460 平方米的文化礼堂，讲堂、礼
仪馆、图书阅览室等一应俱全，此
外，还改造提升了村中6座公厕。

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东村与
西 村 联 合 兴 建 了 256 套 安 置 房 ，
1400 平方米店铺，总投入达 9800
万元。目前，正在制订分房方案，
将优先安置两村大龄青年、住房困
难户、未批建房宅基地的村民。

“古村、新村相对独立又风貌相
融，可大大改善村容和村民居住条
件。今后，将改造沿溪两岸环境，
逐渐恢复南宋一条街旧貌。”袁战
友说。

田园下水，诗意村落。行走在
下水片的几个村庄，青砖黑瓦的民
间，四季不断的蔬菜水果，一片田
园风光，仿佛是桃源胜景。

整理改建，下水片田园风光

东钱湖曾有“八十一岭环
抱、七十二溪流注、三十六村错
落”之称。自2001年成立管委会
启动开发建设以来，因公建、旅
游项目等建设需要，不少村落被
整体拆迁。原来的36个村已拆除
近 20 个，如今剩下韩岭、郭家
峙、殷湾、城杨、东村、西村、
洋山、绿野、前堰头、陶公、建
设、利民等10余个村庄。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如何破
解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难题，
既保留古村的历史风貌、文化脉
络，又改善民生、赋予古村以新
的活力？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

对此，东钱湖采取整体改造、
局部渐进、点状提升三种不同模
式，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开发共赢
的新路子。

全域旅游背景下

东钱湖：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如何共赢
记者 朱军备 东钱湖报道组 袁春 祁珊

原文化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
记、纪委书记张理萌：中国文化
植根于乡村，但乡村正在逐渐消
失。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自然村
减少到271万个，10年减少了90
多万个，平均每年消失 10 个到
100 个，包括大量传统村落。如
果没有办法保护乡村文化体系，
后人将无法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的
乡村文化。

近年来，入选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名镇、传统古村落名录的
村已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建设的
重要性。这些村开展相关工作，
吸引更多游客，增强乡村综合
能力，提高乡村品牌影响力，

推进相关事业良性循环。希望
这种好方法、好结果能遍布乡
村，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不断向前
发展。

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唐园结：随着城市化步伐不断加
快，农耕文明有的保存得不错，
但确有不少丢掉了。丢掉了一个
民族的魂，一个国家就没有精
神支柱了。所以，乡村文化振
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重要的
就 是 要 把 我 们 的 传 统 农 耕 文
明、农村文化继承下来，创新
发展，既可以守住魂，同时在
建设过程中可以繁荣农村经济，
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近日，笔者走进东钱湖韩岭
村，村口是烟波浩渺的湖面，进入
水街，两棵古树下傍湖临河的是花
间堂民宿；徐徐前行，清澈的溪河
两岸一幢幢江南民居扑面而来，青
砖黛瓦、木窗跳檐、回廊天井以及
古桥古井，呈现出古朴雅致、宁静
闲逸的氛围。

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韩岭
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
考证，唐天宝三年 （公元 744 年）
东钱湖疏浚时这里已有居民。王安
石治鄞时 （公元 1048 年） 重建湖
界。那时韩岭村百余家商铺密密地
立于老街两侧，形成逢五、逢十的

“韩岭市”。公元 1140 年左右，南
宋丞相史浩写下“中有村墟号韩
岭，渔歌樵斧声相参”之诗句。在
此后几百年，韩岭曾是宁波城连接
象山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水陆转运
中心。

两条清溪穿村而过，一条百年
老街纵贯其中。作为宁波市首批历
史文化名村，韩岭村是东钱湖的一
块“璞玉”，老街之外有“全国重
点文保单位”庙后沟石牌坊、“中
国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妹故居、

“中国的梵高”沙耆旧居，还有大
夫第、金氏公懋、金氏宗祠、六
房、全盛宅院等众多名宅大院。

如何雕琢好这块“璞玉”，在
保护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早在
2006 年，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就开始谋
划。曾任韩岭
村 保 护 与
开发领
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的周宇明说，当初定
下了“保护为首、规划先行、分步
开发、政府主导、强化引导、措施
制约、文化保护、防洪整治”等几
条重要原则。2010 年古村保护性
规划和项目选址意见书获批，2013
年委托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对古村
设计方案进行重新修订完善。

引入民营资本，与政府共同保
护开发。保护开发古村，资金是个
大问题。2013 年，政府成功引入
一家宁波本土知名企业加入保护开
发。整个古村保护开发分二期推
进，一期，开发老街、改造老村和
防洪工程沿岸区块 （水街）；二
期，开发村后地块。其中，老街、
老村占总面积约 93%，由政府开
发，计划投入 4.1 亿元；防洪工程
沿岸 （水街） 及村后地块占总面积
约 7%，由开发商实施改造开发，
计划投入10亿元。

由于韩岭村地处山岙之中，前
些年常遇山洪，民宅 进 水 受 淹 。
2016 年完成了防洪工程，由政府
出资疏浚了 2 条溪流。2018 年投
入 3200 余万元专为古村防洪排涝
开挖的 711 米长的排洪涵洞投入
使用。

是将村内原住民全部搬迁还是
留下？为确保古村的人气和生活气
息，当时选择了留下村民，只是根

重金打造，韩岭村涅槃重生

位于陶公岛上的建设村依山
而居、临湖而卧，村中清末民初
的建筑众多，还有 600年树龄的
银杏树，山坡上的“石柱堂”相
传是范蠡和西施的隐居之舍。

“作为我市第四批历史文化
名村，山体、湖水与村庄，家族
文化、湖居墙门文化和渔业文化
有机融合，建设村是农耕时代宁
波地区水乡渔村的稀缺范本，是
东钱湖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东钱湖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下，传统村落越来越少，
不少地方为了求新而忽略了

对村庄原有风貌的保
护。如何能既保

护 古 村 又 振
兴 乡 村 ？

建 设 村
党 支

部书记朱球一直在寻找这个平衡
点。在统一村干部和村民的思想
后，朱球请来专业人员编制了古村
保护规划，并确定将古村旅游作为
兴村之路。

如何讲好本土故事，传承乡愁
吸引眼球？这或许是当前古村旅游
中最需要苦练的基本功。“寻迹乡
愁记忆，组合碎片点滴。修旧如
旧，活态利用，在保护中发展。”
朱球说，2017 年 10 月，古村保护
修复工程启动。

村内道路和弄堂原来都是石板
铺就，有的破碎，有的改为水泥
路。他们的做法是“复古”。把旧
路开挖后，将供水、排污、通信、
强弱电等管线预先埋入，然后铺上
打磨平整的旧石板。同时，拆除沿
河沿路私搭建筑，整理修复河埠
头，清理沿山脚闲置的宅基地、猪
舍、菜园等。

挖路铺石板时，有些村民不
理解，认为这是浪费钱财，有抵
触情绪。村干部反复做村民思想
工作。

修旧工程比建新更复杂，成本
也高，资金从何而来？朱球说，除
了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补助资金
外，千方百计收集、利用旧材料。
村委会将村民家里的旧石板统一回
收。听到周围村有旧屋拆迁时，马
上前去联系，将拆下来的旧砖瓦、
旧木头、旧石板运来，用于修房、
砌墙、铺路。这个办法，不但节省
资金，用旧料修缮的房屋更接近原
有风貌。

如今，建设村投入 1300 万元
的铺路工程已完工。不但村中主道
铺上石板，通向河畔和山脚的小巷
也铺上了石板。村民和游客走在平
整的石板路上，舒畅惬意，仿佛重
回旧时光。随着游客增多，村民们
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建设村值得保护的老建筑不
少，如老翠娇、井台跟等，这是古
村重要的历史遗存和风貌的体现，
村干部决定一幢幢地进行修缮。

修旧如旧，建设村古朴静美

据项目、业态需要拆迁或腾空了
老街、村口小部分民宅。

“为保护古村的原有肌理，公
司在开发时非常慎重、小心。”韩
岭古村开发有限公司郑副总经理
说，他们聘请了同济大学建筑学
博士董屹进行建筑设计，按照“湖
山传奇，古韵新生”的总体概念来
开发韩岭水街。

经过 5 年时间的精心打造，
能工巧匠们采用古建制法，斗拱、
山墙、影壁，亭台楼阁、雕梁画栋，
宋朝风格的 70余幢翻建、新建的
建筑如今已全部建成并完成招
商，部分商铺已试营业。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街市，老
街与水街并行而互通，每幢独立
式院落又与原住村民相通相融。

“水街与南塘老街的定位完全不
同，侧重于艺术和文创，引进了

‘晨曦咖啡’‘鲤朵 书集’‘久雅
阁’‘挑食’‘老味道’等特色商
铺，以及‘冬生夏长’、JUN 精品
酒店、‘韩岭大院’等民宿业态。”
郑副总说，商铺 9 月 28 日试营业，
10 月 17 日水街正式开街。希望游
客来这里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古街
的诗情画意。

有关专家认为，这种整体改造
古村的模式，一怕过度商业化，村庄
变成商铺；二怕空心化，将原住民搬
迁后村庄死气沉沉。韩岭村的模式
很好地避免了这两点。村庄与街市
互相映衬，你拥抱着我，我美颜了
你；村民与游客和谐相处，你是我增
收的来源，我是你眼中的风景。

至今，已修缮古建筑 5座，共
计 21 间楼屋 10 间小屋，并已启动
老街的修缮改造。去年，建设村被
评为市“十大最美古村”，朱球当
选“最美建筑守护人”。

下一步，建设村将引入一家有
经验的文创公司，为古村总体业态
进行设计布局。初步打算，将修缮
过的老院落用作小型博物馆，兴办
书画院，其他几幢办民宿或进行商
业开发。

去年，建设村列入全市美丽宜

居示范村试点，今年列入浙江省美
丽乡村达标创建村。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村迎来了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全省首批

“浙江院士中心”选址在陶公山、
原宁波师范学院东西楼旧址。有了
这个“高大上”项目的支撑，建设
村的人气将会更旺。

相邻的陶公村、利民村也将按
此模式，通过“局部渐进”、修旧
如旧的方式，将三个村打造成一个
旅游景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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