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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巩义：：加强保护让传统村落充满生机加强保护让传统村落充满生机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每一座传统村落、每一处古民居都是一扇厚重的窗口，望山看水，承载着

乡愁。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委提出

加强“四个河南”建设，着力打造美丽河南。巩义深入贯彻中央、省委精神，在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中，坚持传统村落保护，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巩义市委书记徐相锋说：“保护传统村落、古民居，就是保护历史，保护城

市的文脉。作为河洛文化的摇篮、诗圣杜甫的故乡，巩义市传统村落、古民居

众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建设美丽中国、打造美丽河南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

建设历史文化城，致力把传统村落保护好、利用好、开发好，更好地维系河洛

文化的根脉，更好地寄托河洛儿女的乡愁。”

1941 年，15 岁的陈天然途经康店镇薄沟
村，被村中气势宏伟的明清古宅所吸引，那雕
刻精美的飞檐翘角、青砖黛瓦，让这位少年难
以忘怀。40 年后，已是著名书画大师的他背
着画夹重回薄沟村，将村中古宅一一勾勒于
速写本上，结集出版。

“有一股子冲动，我要用手中的画笔留下
这美好的一幕。我最早的成名作就是反映巩
义的乡村景色。”90 岁高龄的陈天然说。

数十年的丹青生涯，陈天然画遍了巩义
及其周边的山山水水，古道、古村、古寨，大运
河、丝绸之路……为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
生动素材。

翻开画册，河洛风情、传统村落、黄土高
原的沟沟坎坎跃然纸上。

在他的画笔下，流淌出浓郁的中原乡村
记忆，画作里，满满承载着的是乡愁。

画境乡情，画家们的作品与生活的土壤
深深地结合在一起，描写这些风景，透过它来
表现心灵深处的记忆和感情。

“巩义传统村落是河洛文化的一个载体，
承载着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它也是联结情
感的一个纽带。我们有这个责任来为传承和
弘扬传统文化尽自己的努力。”郑州大学建筑
学院副教授、画家姚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对于在巩义长大的他来说，最美好的记
忆便是童年在乡村的经历。流连家乡熟悉的
风物里，让他常常回到童年那纯真美好的记
忆里，也正是这种最真最美的情怀，让他的内
心充满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黄河洛水深情相拥，孕育出源远流长的
河洛文明。浸润其中的徐小龙赤诚相报，最
让他深深眷恋的还是故乡的黄土地。他用丹
青绘出一段“河洛风情”，从《夏粮卷》、《纺织

卷》，到《百业卷》、《舞狮卷》，每一幅画面，都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洛民情的历史再现。

一条山路在山间蜿蜒，穿越高峻土岭，拐
过数道弯，就见山峦怀抱的小山洼中散落的
村落。远远望去，一群古树遮蔽着村口，槐花
开得正盛，山坳里飘荡着槐花清香。站在高
处俯瞰村子，房屋沿着山坡向上延伸，黄墙黑
瓦、鳞次栉比，形成一个清代砖瓦结构民居建
筑群。这就是大峪沟镇海上桥村。

古屋、古树、古井，还有一代代口耳相
传的古老传说，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
村，至今仍保留着原始风貌，承载着古老记
忆。

村内古碑记载：这里河谷中曾有一翻花
泉，人称“海眼”，终年不涸，人们搭桥过往，因
而得名“海上桥”。海上桥村民居群现存四大
部分，分四个方向建 20 个院落。内有窑洞 75

孔，楼房 42 幢 80 余间。诸多院落皆为二进式
三进式四合院。院内配以厢房、跨房、大房及
门楼，气势宏伟，雕梁画栋，工艺超群，古色古
香。

传统村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深厚
的历史文化信息，慕名前来写生者络绎不
绝。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在这里设立了美术实习
基地。春秋季，山脚下废弃小学教室改建的
宿舍里，住满了写生的学生。

画家任自付说：“海上桥村是一个风景很
优美，同时又很有灵性的地方，但我向往的是
它那古老的历史，厚重的河洛文化，以及古村
落所凝聚着的质朴乡间民俗。”

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令画家们深深陶
醉，他们将迸发的激情倾注于笔端，一幅幅充
满乡村记忆的精品佳作应运而生。

摊开巩义市传统村落古建筑旅游图，沿邙岭、
伊洛河一线，古镇、古村、古渡口，是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的重要遗存，这些代表着河洛文化的符号，
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亲近传统的门户，成
为绵延数千年的河洛文化记忆。

站在芝田镇益家窝村的启圣阁前，看洛河自
此由西转北而去，古今时光在此交错，三国时期，
曹植在此写下了《洛神赋》，相传关公在此秉烛夜
读《春秋》。

曾经，河洛镇南河渡是繁忙的古渡口，缓缓淌
过的河水将古老的村落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
工商业的星星之火在此最终成燎原之势。如今，
南河渡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现代产业在此
起步、腾飞。

嵩邙对峙，河洛交汇。邙岭沿线散落的古村
落，为山水秀美的巩义平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

地坑院、窑楼、高楼，这些都是巩义人经久不
衰的乡土记忆。在绵延的隋唐大运河巩义段两岸
的启圣阁、康百万庄园、宋陵、唐三彩窑址、杜甫故
里、龙窑、兴佛寺、洛口仓，这些形态各异、质朴典
雅的古村落、遗址，承载着巩义人共同的乡愁。

“作为河洛文化的发祥地，巩义有着厚重、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古民居在设计品位、设计思想
和建筑规模方面在河南省具有代表性。”知名古建
专家张家泰说。

据统计，巩义古民居现存 582 处，特色突出、
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有 140 处。鲁庄镇小相村、

康店镇康南村、西村镇东村村、大峪沟镇海上桥村
4 个村庄被列入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

巩义保存有大量的有土窑洞、地坑院、窑楼、
石券窑等古民居，形式丰富多样，极具河洛地区特
色且保存完好，为研究河洛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
资料。“巩义的窑洞建筑在全国有影响力，业内评
价很高。”张家泰说。

庄园建筑也是巩义古民居一大特色。最著名
的是康百万庄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泰茂庄
园、牛凤山庄园、程家大院、王抟沙故居“七大庄
园”，它们以厚重的河洛文化和精美的建筑艺术，
成为河南民居乃至北方民居的代表。

在康店镇康南村，坐落着全国三大庄园之一
的康百万庄园，它无疑是这座古村落的一颗明珠。

占地 240 余亩的康百万庄园是明清古宅，它
既保留了黄土高原民居和北方四合院的形式，又
吸收了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建筑的特点，融南方
之古朴幽雅与北方之粗犷厚重于一体，是中原民
居中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体代表。

走进康百万庄园，令人禁不住赞叹其恢弘的
整体气势和精雕细刻的装饰风格，在这里平房、楼
房和窑洞之间的完美结合。整个庄园，平房连着
高楼，高楼套着窑洞，勾勒出了一幅“靠山建窑洞、
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的建筑画
卷。

虽已历经 12 代 400 余年的风雨沧桑，但拂去
历史尘埃，仍不难发现康百万庄园雕刻精美的飞

檐翘角、烙下岁月印痕的青瓦高墙、保存完好的家
具陈设，至今保护的如此完好，熠熠生辉。

院内两三百年的石榴树、葡萄树是康百万庄
园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这些“活的文物”在夏
秋之季依然挂满硕果。

置身于康百万庄园，还能感受到康百万家族
当年富甲一方的情景，庄园里不仅有宅居、书院、
戏楼、祠堂、客栈、花园，还有林场、造船场、饲养
场、木材场。伊洛河边的码头上，千帆竞发，棉花、
布匹、丝绸、药材、煤炭、霜糖、木材等货物源源不
断从这里流转。

更令人称道的是康家“留余”家训匾，道出传
统豫商核心精神，体现其崇尚中庸，低调内敛的处
世风格，其极具效率的管理制度，至今都有非同寻
常的价值。

沿邙岭东行至河洛镇南河渡村董沟，山洼里
坐落着豫剧大师常香玉故居。巩义市政府按照恢
复原貌、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窑洞进行修缮加固。
修缮后的香玉故居共有窑洞四孔、平房三间，面积
百余平方米，分堂窑、厢窑、诞生窑和磨道窑。故
居内根据豫西农家院落生活起居原貌进行了复
原，如今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行至河洛汇流处，西面有秦头魏尾的神都之
山。在神都山的南侧，坐落着一个庞大的庄园，这
就是名列巩义七大庄园之一的刘镇华庄园。刘镇
华在民国时期曾显赫一时，先后任陕西、河南两省
督军和安徽省政府主席。

巩义投资 620 余万元对此庄园进行了全面修
缮。整个庄园共分 3 个院落，上院、北院和南院。
上院位于神都山半山腰的台地上，是住宅区，周围
寨墙由红岩石砌成，正面是一排用大块大块石头
砌成的窑洞，西部面向东盖有一栋两层小楼。北
院的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其中糅入了许
多欧式风格元素。

北院南面是刘家花园，花园正中建有一座大
楼，俗称“仿重庆大厦”，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卫生
间、浴室一应俱全，卫生间内贴的是德国进口的瓷
砖，到现在色彩还依然十分鲜亮。

如今在巩义，对传统村落、河洛民居进行一体
化保护的理念已经形成。徜徉于伊洛河畔，游客和
建筑专家们都惊叹于伊洛河周边古村落保护之完
整。行走在这些古村落中，欣赏古意盎然的建筑，
感受当地的百姓生活，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成片的河洛古民居容易开展保护，散落在各
地的河洛民居成为保护难题，受到巩义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知名古建专家张家泰认为，古村
落的保护不仅是古建筑的保护，还有其蕴含的乡
土文化的传承。在修缮和恢复古村落原有风貌的
同时，要充分挖掘古村落中的文化和人文风俗，同
时要将村子周围重要的文物点、风景区保护起来，
与古村落连成一片，重新进行整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郑州大学建筑学院郑
东军教授受巩义市委托，开展了一项“抢救性保
护”规划。在河洛汇流处附近，郑东军教授主持的

设计团队计划规划出一个河洛民居博物馆。“巩义
20 个乡镇仍有不少有价值的老房子，随着村镇建
设的发展，不少老房子大多无人居住或破损严重，
这些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房子将被有计划地
迁建、重建于此，让历史、传统、文化在这里沉淀，
记忆在此留存。”

在郑东军看来，“经过调查，不少村落中的古
民居仅剩一、两处，且建筑不完整，有的仅剩一个
门楼，有些缺了厢房，现状堪忧，对这些民居进行
抢救性保护，通过迁建、复原、修缮的方法，达到保
护和再利用的目的，是历史建筑保护的方式之一，
国内有相似的实践。”届时，河洛民居博物馆将与
附近的刘镇华庄园、河洛汇流、常香玉故居和康百
万庄园等形成一个崭新的文化产业区，成为巩义
发展的新亮点。

这是一项带有破题意味的保护规划，反映了
巩义市在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之变：由过去注重
文物建筑、单体建筑是保护，转变为对传统村落的
整体性保护，禁止无序建设，过度建设。

据了解，巩义市决定从今年起，在全市确定一
批传统村落和古民居保护项目，并计划对急需抢
救性保护、有代表性的古民居进行集中迁建，引入
有鲜明乡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手
工艺，发展文化体验、摄影、写生、演艺、影视、收
藏、商贸等衍生文化创意产业，再现记忆中的乡村
生产生活场景，努力把活态的文化遗产与现代生
活相结合，赋予传统村落以新的生命力。

巩义东部，绵延百余里的古驿道沿线，散落着众多
传统村落。杨树沟、明月村、东西沟天井坑、民权村、南
岭新村、蝴蝶谷……这些形态各异、质朴典雅的古村落，
承载着巩义人共同的乡愁。

不久前，在小关镇蝴蝶谷游玩的网友“率真的鱼”觉
得风光很美，特别是原生态之美让人心旷神怡。他在骑
行之余感慨地写道：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在宋陵之外
再开发一条主题旅游线路，相信会受到欢迎的，那些深
山中的传统村落也能受益。

“我们尝试利用横贯东西的南部旅游通道，在浮戏
山、长寿山、青龙山成熟的旅游景区之间，将传统村落、
古民居串点连线、串珠成链，形成集聚效应，使传统村落
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巩东新区负责人说。

沿着崎岖山路，走进竹林镇东沟天井坑，仿佛置身
于石头城中，村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石头砌成。山
风习习，野花盛开，途遇三三两两的村民，或牵耕牛劳
作，或在路旁依树而憩。

进入该村，一处山坳平整面上，坐落着一座全青石
的三孔窑，郅姓大婶告诉记者，天井坑沟里全是这样的
传统石头民居，自从长寿山的旅游公路修通后，来玩的
游客络绎不绝，她和家里人盘算着利用镇上的扶持资
金，开办家庭宾馆和农家乐。

站在新中镇新中村穿村而过的公路上西望，一座绵延
数百米、占地近百亩的堡垒式庄园跳入眼帘，这处始建于
清代的古建筑群就是张祜庄园，民间俗称“柏茂家”。

张祜庄园是清代举人张佑的府第，体现了典型的中
原西部民居的特色：靠山挖窑洞，临街建楼房；中间建有
四合庭院。张佑的柏茂园更是把这种建筑格局进行了
充分的发展和细化：府第坐西向东，前建临街楼房和大
门,中部从南往北依次建有 4 栋庑殿顶式楼房，歇山抹角
砖木结构，四坡七脊筒瓦盖顶，形成两个两进四合院。

园内处处雕梁画栋。楼前廊下矗立着四方青石柱，
柱基为雕花石鼓，柱壁正面镌刻珠玑良言。拾阶而上，
穿越二楼芝兰之室，廊弯角转，于迂回盘旋之中，散发着
浓郁的书香之气。

顺着山势，这处庄园筑有三层窑洞，每层皆往内收，
留出活动平台。张诰曾经办公议事的那间处在一层的
窑洞，跟这处庄园其余几十孔窑洞基本一样：洞内套洞，
且一孔之内分上下层，千回百折，深不可测。庄园外成
排的拴马石，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置身其中，有种
跨越时空的沧桑感蔓延开来。

新中镇的泰茂庄园可以说是窑洞群的典范。泰茂
庄园始建于明代末年，建成于清代咸丰年间，从阳泉河
边依山势分七层修上山顶，每层建有九孔窑洞，取“九九
归一”之意。每层是一个整体，又被分为三处，形成独立
的院落。上下七层之间，又通过院内的门楼层层相通。
近看是一个个幽静的农家窑院，远看又是连成一体的高
楼，气势宏伟，是一处远近闻名的“无梁高楼”。

鲁庄镇小相村，这里的一切都浸润着历史的厚重：郁
郁青山之间，袅袅白雾之下，幽幽的古井，高低起伏的古
墙下，曲折小巷……

小相李氏古民居群始建于明末，兴盛于清代，规模宏
大。漫步在李氏建筑群中，木雕、砖雕的精美，让人赞叹不
已。庄园中仅剩的顶子床、过厅棂子门及廊柱上雕刻的梅、
兰、竹、麒麟等，雍容华贵，典雅大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然而，村口一座清代古居房主李先生却忧心忡忡，他
指着已经坍塌的正房告诉记者，如果再不维修，两边的厢
房很快也会坍塌。

许多传统村落面临同样境遇。巩义市有 619 处传统
古民居登记在册，在全省位居前列。据了解，由于巩义的
传统村落大都位处偏远地区，经济不发达，房子维修费用
村民出不起，很难对传统民居进行有效的维护，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它们一间间地坍塌下去……加之，有的村民保
护意识淡薄，随意拆旧房盖新屋，进而破坏了传统民居的
整体风貌。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郑东军教授说：“传统村落承载着

许多的文化内涵。是极其脆弱和不可再生的，保护迫在
眉睫。”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专家指出，传统村落、
古民居是乡土社会的缩影，它们以独特的地域风俗和文
化遗产，展示着建筑文化、农耕文化、宗祠文化等传统文
化的机理，沉淀着历史留存的记忆，是民众心灵深处对乡
愁的寄托。作为难以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保护传统村
落既是保住巩义历史文化根脉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美
丽乡村的题中之意。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认识到传统村落保护的
重要性。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
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古村落能否承载建设美丽
乡村的重任？如何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如何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巩义市
做了有益的尝试。

传统村落的魅力在于其文化的原生态。在推进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中，巩义把保护好古村落历史风貌作为首
要任务，避免单纯按商业盈利模式制订开发方案、进行破
坏性开发。

巩义市还加强传统村落的原地保护利用。遵守“不
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还原历史真实性。

站在伊洛河对岸远眺，山水环绕的康南村民居，或依
山麓，或临水边，与周围的自然生态浑然天成，原汁原味
地呈现古朴的原始风貌，构成天人合一的意境。其间的
康百万庄园古建筑群规模巨大，工作人员介绍，所有的维
修都是遵从“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栈房区、南大院、作坊
区、戏台、主宅区东寨墙等进行修复，并有效整治了广场
地面沉降。除此之外，还对原有的花园、果园、庭院空间
等按照历史样式进行维修和恢复，力图展现康百万庄园
当年的原貌。

因地制宜，就是要做好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
4 月 26 日，周日的清晨，海上桥村安静祥和。在古井

旁，忙于生计的村民和写生的大学生却发生了一场争执。
起因是古井旁一盘废弃的石磨。村民让工人用挖掘

机把“碍眼”的石磨弄走，“不要搬走它，这样放着才顺眼，
才有古村落的味道！”一旁的大学生赶紧上前阻止。

小争执折射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大问题：如何保持传
统村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

“石磨是海上桥村的组成部分，本身保留着历史记
忆。”周口师范学院环境设计教研室主任郭巍巍说，传统
村落保护不能演“空城计”，要有人居住，“活态”村落才能
真正延续传统，留住文化的根脉。

知名文物古建专家杨焕成认为，古村落保护除了政

府重视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配合，作为古村落的
村民更要提高自己的保护意识。据巩义市文物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保护和改善现有海上桥村，巩义以保护
原真性为目标，计划逐步改建以前的不协调建筑，还原河
洛民居建筑景观，凸显河洛民居特有的文化符号。

保护好古村落，巩义市坚持规划先行，把定位找准，
路径找对。对于已确定文物级别的古民居，巩义市政府
委托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设计研究院等专业机构编制完
成了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张祜庄园、杜甫故里、泰茂
庄园、程家大院等文物保护规划和维修方案，通过了国家
和省文物局审批。对于一般古民居，要求有关镇、街道和
村组织做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对本地区
古民居保护发展负主要责任。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巩义就开始古村落保护利用的
探索，坚持把古民居保护和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成立专门机构，制订工作方案，定期研究解决保
护中遇到的问题。古村落保护是一项长期投入的工作，
且资金需求大，近年来巩义累计投入近 3.85 亿元用于古
村落的修缮保护。同时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设立了古
民居保护引导和奖励资金，出台了税费减免、土地审批、
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措施。

据悉，巩义市正在制订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实施方
案，编制具体翔实、操作性强的保护总体规划，要求保护
和整治过程中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修旧如旧，体现特
色，提升品位。市文物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将要对古村、
古民居保存现状进行全面普查，组织专家进行评估、鉴
定，建立完整的古镇古村档案和保护名录制度。

通过创新思路，巩义提出完成对古民居比较集中的
古村落保护提升工程，完善旅游接待设施，提升接待能
力，积极包装项目，招商引资。特色古民居通过认保、认
养、认租、认购、迁建、重建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利用，走
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古民居保护利用新路子。

巩义市还提出，要有景观意识，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
础上，按照保护规划，对古镇古村进行维护和整治，新房
建设应与古镇古村统一协调。保护传统村落，要坚持村
民、村镇和企业三方“共建共管、共生共赢”，进一步明确
政府、市场、个人的责任，丰富和拓展对文化建设投入方
式。由政府统一规划，分头实施；以文物保护为主，适度
开发。实施方案提出，对于当地的传统艺术、传统民俗、
人文典故、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大挖掘力
度。实施方案中强调要推进特色产业发展，鼓励发展旅
游产业，促进可持续发展。

古镇、古村、古渡口——串起河洛文化的乡土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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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活着”的文化记忆

乡村雪景乡村雪景 陈天然陈天然

海上桥村海上桥村 姚宏伟姚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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