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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 陈晨

跨过千年云溪桥，穿过浚县古城西城
门，便到了人来人往的西大街。经受 7月
洪灾、8月疫情的考验之后，这里又恢复了
往常的热闹。

9月10日，恰逢周末，记者看到西大街
上有不少商贩在路边支起了摊位。“每周五
是街区集市固定开放的时间，周边县区的
古玩收藏爱好者，都会来这里摆摊，既传承
了民俗文化，又丰富了古城业态。”浚县文
物旅游局讲解员高青说。

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的浚县
古城，是河南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其中，西大街是最繁华的

商业街，东起省文保单位文治
阁，西至西城门，长400余米，拥

有世袭翰林府、县衙、文庙、
粮仓等大量古迹遗存、传统

民居。
让历史建筑复活，留

住记忆、留住乡愁，保护
成果惠及百姓，是当地政

府改造提升历史街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总投资50亿元的浚县古城保护工
程已完成投资21亿元，为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浚县古城办主任吴迪介绍，西大街修
整前，房屋建筑整体风格不一，部分房屋出
现倒塌、墙体老化等现象，不少院落成了大
杂院，基础设施不完善，巷道狭窄，居民生
活有诸多不便。“修复过程中，我们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让留在西大街的居民住
得方便、舒心。”吴迪说。

政府主导、统一规划，聘请专家团队对
街道基础建设、夜景亮化工程、临街店面修
缮、业态规划、格局布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论
证，采取加固改造、修旧如旧的模式，如今，
浚县古城西大街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建筑让
街区空间变得脉络清晰、历史风貌得以彰
显，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增强了人们对文化
的自信。

历史街区保住了，文化的内核如何植
入？浚县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有
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西大街入口处，两个
泥咕咕巨塑展现着古城的民俗风情；关帝

庙内，高超的泥塑技艺精彩再现了关羽斩
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等典
故。而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遏云楼就位于
西大街南侧，现在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浚县大平调展示的舞台，听到戏台上
传来的铿锵有力的唱腔，老人们不时地跟
着哼唱几句。

如今，千年古城还多了不少时尚元
素。手工艺体验馆、非遗工作室成了网红
景点。沿街商铺将近80家，形成了吃、住、
行、游、购、娱的完整产业链条。每逢节假
日，这里还会举办踩高跷、划旱船等社火巡
游活动，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晚上的西大街比白天更有韵味，这两
年我们开始着力打造‘夜游古城灯光秀’活
动品牌，欢迎大家体验一下，真是一步一
景、步步欢乐。”高青由衷地说。

在吴迪看来，不管是古街还是非遗，
都要为其注入时代活力。未来，浚县还
要在西大街商业街区规模建设、品位提
升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游
客满意度，让浚县古城这张名片越来越
亮。③6

□本报记者 张体义 温小娟

时近中秋，最美乡村推
荐旅游线路一次次在手机上
刷屏。原本藏在深山无人知
的传统村落成了旅游热点、
网红打卡地。

黄河岸边的荥阳市广武镇张庄
村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郑州市美

丽乡村建设的试点村之一。
9月9日，记者驱车来到张庄村。一进村

口，路两旁一座座精心打造的古色古香的庭
院式民居，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煞是好看。

“这些民居都是由典型中原老宅改造而
来的。像这样的老宅整个村子有很多家，由
村里出资，统一改造、精心设计，均保留了老
窗户、老门，根据老宅的位置、功能，或改造
成茶室，或改造成民宿。”张庄村党支部委员
张希说。

村子中央，一处院落正在改造施工。
院落门口，一株高达20米的柿子树硕果累
累，院落中间是改造好的温泉水池，周围三

座风格迥异的民居比肩而立，别有一番风
味。“不管是柿子树，还是老宅都有几十、上
百年的历史。改造成民宿后，外面的客人
们来了，可以真真切切地触摸到时间留下
的肌理。”张希说。

除了几处上百年的青砖瓦房古民居，
这里还有一些像邙山人民公社旧址、粮库
等公共建筑。在村子里，记者不时会看到

“祖孙”几代房子相处在一个院子里的现
象。“这就是村庄发展变化的见证，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特点。”张希说。

应保尽保，是张庄村人对村里老房子
的态度。老房子尽量不拆，通过流转的方
式集中起来，聘请专业设计院进行规划设
计，尊重村庄原有的空间格局，借助老民居
打造具有中原民俗风情的特色庭院，发展
集体经济。

有了经济支撑，老建筑才会得到更好
的保护。村民樊大妈看着自家翻新后的老
屋自豪地说：“我们村现在真是一天一个
样，不仅干净，还能去村里的公园锻炼身
体，一点都不比城里的环境差。”

在荥阳市，还有一处藏在深山里的国
家级传统村落——高山镇石洞沟村，最近
也“红”了。

“石”“洞”“沟”三个字，高度概括了小村
的人文地理面貌。除了满村的红石头房子，
石洞沟村还有三个明清古民居群：南街古民
居群、林门古民居群、河东古民居群。这里，
还是商代名相傅说的故里，商相祠远近闻名。

用石头房子、老建筑发展特色旅游，石洞
沟村“火”了。村支书傅学军告诉记者，老村的
保护利用，特别重视“借脑”，聘任了来自全国
各地各行各业的荣誉村民，对传统村落的定
位、发展方向、发展规划、发展步骤、发展路
径、村民生活方式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目前，我省有20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807个省级传统村落。

如何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中原大地
上众多的传统村落？中原古民居保护志愿
者团队发起人金鑫认为，只有让传统村落
用起来，才能让老房子、老村庄活起来，才
能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实现
永续传承。③9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

秋阳下，郁郁葱葱的法桐树掩映着
一幢幢红砖墙老厂房建筑，超大采高液
压支架与沿街的音乐酒吧、咖啡厅相得
益彰……9月 11日，走进郑州市中原区华
山路的芝麻街1958双创园，扑面而来的复
古时尚工业风，让人眼前一亮。

若不是街头矗立的那台超大采高液压
支架，人们很难回忆起，这里曾是郑州煤矿
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
机”）的老厂区。上世纪50年代起，它与周
边的棉纺厂、二砂、电缆厂等 40余家骨干
企业，支撑起了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升级改造，大型工
业厂区陆续外迁。但留下的一处处老厂
区、老厂房怎么办？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台设备、每
一个零部件都是郑煤机人青春与汗水的见
证。”郑煤机集团副总经理付奇说。

守护和传承城市发展的记忆，让这里
成为老郑煤机人抚今追昔、感慨巨变
的怀旧地，2018年，郑煤机集团针
对老厂区改造提升，启动芝麻
街 1958 双创园项目。项
目总规划面积 650 亩，其
中有23.53万平方米的
历史遗迹厂房，工业产
业特色鲜明。

文保、设计、建筑、
景观……“双创园”立
项之后，设计方案数易

其稿，一遍遍论证，最终各方形成共识：尽
可能保留古树、工业制造机械、原有建筑
等，同时结合现代审美与时尚，在园区内打
造集办公场地、城市书房、工业博物馆、铁
路公园、运动场馆于一体的特色服务板块，
实现产业园区、文化景区、商业街区、城市
社区“四区”融合。

科创企业、文创企业为主，在园区内打
造“产业生态”是双创园的重要特色。在园
区西南侧，有一处改造后的厂房被命名为

“中原·国际设计谷”。付奇说，正是双创园
的概念方案赢得了上海联创设计公司这家
龙头企业的认可，最终引导其上下游几十
家单位入驻，实现了芝麻街园区内的工业
设计生态主体——中原·国际设计谷。

中原·国际设计谷创始人刘铁认为，这
里不仅是众多设计企业的办公地，也逐步

发展成为中原设计行业的时尚打卡地。
目前，双创园已经引进了以工业研发

设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电子信息
大数据等科技服务企业，且各个产业已初
步形成了生态集聚效应，入园企业数量达
到138家，进驻率接近90%，营业收入已经
突破50亿元。

科创的“高大上”、文艺范儿的“小清新”
与工业风的“独特锈迹”，在这里交相辉映。
如今的芝麻街成了“网红打卡地”，是摄影爱
好者喜爱的取景地，运动达人慢跑、打球的
健身场，父母带着孩子玩耍的游乐园……

梦想照进了现实，这让付奇很是欣慰。
他说，芝麻街二期工程正在进行，希望在活
化利用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中能探索出更多
的经验，让城市留住更多的时代记忆。③9

千年古城展新颜

用起来才会“活”起来

老厂房的变身密码

我省有我省有
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城88个个
郑州市郑州市 洛阳洛阳市市 商丘市商丘市 安阳市安阳市
南阳市南阳市 濮阳市濮阳市 开封市开封市 浚县浚县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010个个
●●禹州市禹州市神垕镇神垕镇
●●淅川县紫荆关镇淅川县紫荆关镇
●●社旗县赊店镇社旗县赊店镇
●●开封市朱仙镇开封市朱仙镇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
●●确山县竹沟镇确山县竹沟镇
●●郏县冢头镇郏县冢头镇
●●遂平县嵖岈山镇遂平县嵖岈山镇
●●滑县道口镇滑县道口镇
●●光山县光山县白雀园镇白雀园镇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99个个
●●平顶山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临沣寨
●●平顶山郏县李口乡平顶山郏县李口乡——张店村张店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李庄乡平顶山市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翟集村
●●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冢王村冢王村
●●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下宫村下宫村
●●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山头赵村山头赵村
●●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镇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镇——一斗水村一斗水村
●●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双庙村双庙村
●●三门峡市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陕州区西张村镇——庙上村庙上村

国家级传统村落国家级传统村落204204个个

国家工业遗产国家工业遗产44个个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矿山机器厂
●●洛阳耐火材料厂洛阳耐火材料厂
●●洛阳铜洛阳铜加工厂加工厂

省级传统村落省级传统村落807807个个

省级历史文化省级历史文化街区街区2525个个

图① 游客在汝州市陵头镇王湾民俗村观赏
游玩。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图② 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赵庄村曾入选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⑨3 郭戈 管俊卿 摄

图③ 游客在中国传统村落孟津区魏家坡古
村落景区游览。⑨3 王威 摄

图④ 芝麻街入口处，是2007年郑煤机集团
研发的当时国内首套 2米架宽的超大采高液压
支架。⑨3 本报记者 祁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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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 芝麻街

传统村落 张庄村 石洞沟村

历史街区 浚县古城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 孙勇 制图/周鸿斌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明确提

出，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

好历史文化遗产，到 2025年，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

形成；到 2035年，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成。

我省拥有众多历史文化名城、名街、

古村落、工业遗址，如何在城乡建设中将

历史文化遗产有机纳入，让古老文化在

今天熠熠生辉？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郑

州、鹤壁的工业遗址、古村落、古街区，了

解各地在不同类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

承中探索的新思路、新经验，以供借鉴参

考。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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