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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放新顏
留住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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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村落保護激發鄉村活力

總書記

人綿長的情思鄉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建設美麗鄉村，「不能大拆大建，特別
是古村落要保護好」；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

關心 的 百姓身邊事

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
住鄉愁」。在有關部門、各級政府積極響應和高度重視、扶持下，近幾年，我國傳統
村落保護、利用力度空前，成效顯著；不僅留住了「美麗鄉愁」，更激發出鄉村發展
新活力。

■新華社

「蒼洱毓秀」——李德昌把家鄉「山」「海」間
的萬種風情寫在了自家小院外牆上。
李德昌的家鄉在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灣
橋鎮古生村，青瓦白牆的村子背靠蒼山，面朝洱海，
是一個典型的白族傳統村落。
李德昌家的小院寬敞明亮，綠意盎然，體現了
坊、閣、照壁相結合的白族傳統建築風格。「這個院
子是我在1997年蓋起來的。」李德昌說。

「蒼洱毓秀」
：
「古」
味延綿 新韻悠悠
2015 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雲南考察工作時，走
進了李德昌家中。看着李德昌家雕樑畫棟的房子，乾
淨整潔的院落，生機勃勃的植物，總書記十分高興，
他說：「這裡環境整潔，又保持着古樸形態，這樣的
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記得住鄉愁。」
「總書記的一番話，讓我們更清楚傳統村落保護
的重要性。」李德昌說，「不但洱海要保護好，傳統
白族民居的風貌也不能丟。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無
論缺了哪個都不行。」
幾年來，古生村按照「保護古建、引導在建、規
範未建、改造老建、打擊違建」的工作思路，實施建
築民居風格整治，保持青瓦白牆、斜屋頂、淡墨畫的
白族民居風格。
記者了解，村內完成了「三線入地」工程，主要
道路硬化、拓寬，對 7 戶有較重歷史和民族文化底蘊
的白族民居古院落進行掛牌保護，對鳳鳴橋、古戲台
等文物古蹟實施修舊如舊，提升修繕。
今日古生村，天空更「乾淨」，湖水更清澈，環
境更整潔……

「拯救老屋」
：激活村落 重煥生機

■古生村保存完好的古戲台。

「我思戀故鄉的小河，還有河邊那吱吱唱歌的水磨……」一個個村落，承載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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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大山深處，藍山縣祠堂墟鎮虎溪村。這個唐
宋年間就有煙火的千年古村，2016 年入選第四批
「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2018 年，在上級文物部門資金支持下，虎溪村按
照「修舊如舊」原則，對古戲台、古建院落等近
3,000 平方米區域實施文物本體修復；通過更換樓
板、瓦片、欄杆，修復馬頭牆、屏風、門窗等部件，
古村重煥生機。同時，還成立紀念館，陳列 1934 年
紅六軍團長征過境虎溪時的珍貴文物。
2016 年以來，國家文物局支持中國文物保護基金
會實施的傳統村落保護公益項目——「拯救老屋行

■李德昌家的白族傳統建
築風格小院。
築風格小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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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各地推進。
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熙嶺鄉龍潭村。幾年前，原
戶籍人口 1,400 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不足 200 人，部
分老宅年久失修，只剩殘垣斷壁；村裡原有 120 多棟
明清建築，多棟被拆除。
2017年5月，在政府支持下，龍潭村開始「拯救老
屋」、復興古村。
「針對古宅多為土木結構的特點，我們聘請老工
匠藝人，採取傳統工藝進行修復。」駐村第一書記夏
興勇介紹，他們還創新推出「認租 15 年」運作機
制，以吸引社會資金修繕古民居。
「誰租房誰修繕，與租客簽訂 15 年合同，15 年內
每年每平方米只收 3 元錢租金。」夏興勇說，目前，
龍潭村有 32 棟古民居採取這種做法，吸引了國內外
100多人前來承租修繕古民居，長期定居。
一座座荒廢的老宅被認領修繕後，既保存了村莊
原有風貌，又發展起了新興業態。江西人曾偉第一眼
見到龍潭村，就愛上了這個地方，在村裡租下一幢
100 多年歷史的老房子，改造成以讀書為主題的「自
用+分享」生活空間。

■李德昌在自家門口介紹保護傳統村落文化措施
李德昌在自家門口介紹保護傳統村落文化措施。
。
網上圖片
記者了解，「拯救老屋行動」採取政府委託，社
會組織運作、監督、管理的項目實施辦法，吸引社會
力量廣泛參與。各地在實踐探索中形成了文物建築保
護利用的新機制，吸引了農民回村發展鄉村旅遊，促
進了非遺項目活化和公共文化服務改善，有效激發了
傳統村落的活力，為傳統村落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打
下重要基礎。

■雲南大理洱海邊的古
村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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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網紅
網紅」
」
：魅力倍增 助力振興
拯救、保護、利用，讓古村落
平添「新資源」。
一幢幢夯土實木的民居古樸靜美，一
曲曲四平戲曲悠揚悅耳……這是記者走進
福建屏南龍潭村感受到的。
「我們不僅注重保護好古村外觀，同時在
內涵的深挖上下功夫，讓村子真正『活』起
來。」夏興勇說。
龍潭村一直保留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四平戲，為了「活化」這一珍貴文化遺
產，龍潭村建起了四平戲博物館，戲班子重新
開班；為傳承紅曲製作與黃酒釀造這一省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村裡也建起博物館。
短短幾年，龍潭村古厝修復一新，設施齊
全；常住人口恢復至600人左右；公益畫室、
美術館、四平戲博物館、黃酒博物館、咖啡
屋、圖書館的出現，讓過去無人問津的破
舊古村落，變身旅遊「網紅村」。
「節假日遊客爆滿，周末一房難
求，農家菜館門口經常排起長龍，
農副產品賣得紅紅火火。」龍
潭村黨支部書記陳孝鎮開
心地介紹。
據了解，

2014 年以來，國家文物局選取了
270 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
文物保護單位集中成片的中國傳統村
落，開展整體保護利用工作。2018年評估
結果顯示，51 處傳統村落文物保護項目完
工率達 84%，有效確保了文物安全，並帶動
當地農民增收。
「一半受保護村落的收入高於所在縣平均水
平 ， 70% 村 落 的 旅 遊 收 入 實 現 近 40% 的 增
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
今年暑假，從杭州到大理旅遊的周冬梅女士
一家 3 口，為了在古生村村民何利成家的民宿
住上一晚，退訂了昆明的酒店。
「我們被古生村的美景和美食迷住了。」周
冬梅笑着說。
「蒼洱毓秀」的主人李德昌也闢出空間，
陳列和銷售下關沱茶、鶴慶銀器等當地名
產。「每天來的遊客絡繹不絕。」李德
昌欣喜地說。
今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
文物局等 6 部門公佈了第 5 批
2,666 個中國傳統村落。中
國傳統村落總數已達
6,819個。

■遊客在李德昌家的
小院內參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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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記者再走長征路
記者再走長征路」
」作出指示：

牢記初心和使命 走好新時代長征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近日對「記者再走長征
路」主題採訪活動作出重要指示強
調，在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在
全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主題教育之際，中央宣傳部組織
開展的「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採訪
活動，生動再現壯懷激烈、驚天動地
的革命故事，對闡釋用生命和鮮血鑄
就的偉大長征精神很有意義。

習近平指出，偉大長征精神是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不斷砥礪前行的強大精
神動力。希望廣大黨員、幹部認真學
習黨史、新中國史，深刻認識紅色政
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牢記黨的初
心和使命，牢記黨的性質和宗旨，堅
定理想信念，堅定不移貫徹黨的理論
和路線方針政策，不斷跨越前進道路
上新的「婁山關」、「臘子口」，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

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昨 日 ， 「 壯 麗 70 年 ． 奮 鬥 新 時
代——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採訪活
動總結座談會在甘肅會寧召開。會上
傳達了習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號召
全國新聞戰線大力弘揚偉大的長征精
神，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牢記黨的
性質和宗旨，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
路。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也是
紅軍長征出發 85 周年。為深入貫徹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不忘黨的初心
和使命、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的號召和
囑託，6 月 11 日至 8 月 18 日，中央宣
傳部組織開展了「壯麗 70 年．奮鬥
新時代——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採
訪活動。先後有 1,300 餘名記者追隨
當年紅軍長征步伐，深入實地採訪，
累計跨越 16,000 餘公里，推出 10,000
餘篇鮮活生動、形式多樣的報道，網
上總閱讀量近 20 億次，社會反響熱
烈。

■遊客在李德昌家開設
的鄉村旅遊店裡挑選銀
器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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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法文版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黨
史和文獻研究院翻譯的習近平《論堅持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書法文版，近日由
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發行。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收
入習近平同志論述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重要文稿 85 篇。該書法文版和此前出
版的英文版，對於國外讀者深入了解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刻理解習近平外交思
想的豐富內涵和中國外交方針政策具有重要
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