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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专家点评

金溪有了“网红”村

夏天是个天气多变的季节，在断断续
续的雨水中，金溪的古村落给人的年代感
如梦似幻。

5 月 10 日上午，记者走进褐源古村
时，临水而居的村庄是静默的。摆放在地
上的木料和村口等待作业的机械告诉来
访者，这个村庄正经历蜕变——金溪人夏
志敢盘下了这个“人去屋空”的村庄，整村
共 48 栋古屋目前已修缮 20 余栋，重建 3
栋，夏志敢的设想是把这里打造成民宿集
群，让古村的生命得以延续。

5月10日下午，一场大雨把记者一行
“赶”进了大坊荷兰创意村。这个明宣德
年间建村立祠的村庄，当年的主人可能没
有想到，他们的大宅华屋差点破败得无迹
可寻，所幸在今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
颇有人气的乡村旅游休闲目的地。登上
大坊荷兰创意村的标志性建筑——徘徊
塔俯瞰全村，入眼既有充满现代感的咖啡
屋、充满异国情调的创意工作室，又有内
敛大气的中式古宅。

“‘五一’期间，来村里的自驾车辆沿
公路排了五六公里长。”负责大坊村运营
的金溪腾飞旅游建设公司负责人介绍，每
到节假日，古村就火得不得了。

5月11日上午，大雨瓢泼。撑伞走进
游垫古村，屋前的池塘与草地有清华、北
大等高校师生设计的雕塑与亲子设施。
在这里，著名的建筑有胡桂芳的总宪第，
如果你不急着走，就能在夜晚看到游垫光
影幻梦的世界：以古村为载体，文化遗产
与数字科技相融合、明式美学与新媒体艺
术同展示，由此，游垫拥有了一个全新的
IP——数字科技古村，在这里传统生活方

式借助现代的声光电技术，重新展现在游
客眼前。

“在老房子里用新科技展示传统文
化，我们村已经成了‘网红’村，带孩子来
体验的家长特别多。”说起游垫古村的变
化，该村导游汪晓云特别自豪。

对此，金溪县文旅投公司负责人彭芳
认为，古村活化保护有三要素：建筑的元
素、结构和功能。其中，功能是最重要的，
功能变了，其他的也要作相应调整。所
以，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首先要考虑它
的功能，再考虑哪些能变哪些不能变。能
移动的东西就换个地方，动不了的永久建
筑就得慎重。例如，大坊是用于旅游，定
位是东西方的艺术对话。因此，在古屋修
旧如旧的基础上，增加了荷兰元素的厕
所、咖啡厅、徘徊塔，有了荷兰艺术家作品
的展陈，就旅游而言，功能完备，因此能吸
引年轻人打卡、发微信朋友圈。从这个角
度说，大坊成为“网红”村并非偶然。

“古村贷”打通古村落活化通道

不仅仅是大坊、游垫，还有竹桥、后龚
古村，这些无人居住日渐没落的村庄“活”
了。它们的“活”与金溪县一个金融贷款
产品有关，那就是“古村落金融贷”。

2020年 2月 25日，金溪出台《金溪县
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实施方
案》。对这个方案，当地政府有关人士这
样解读：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言，金溪
最有特色的就是围绕着古村落的山、水、
园、林、湖。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进一步
畅通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
径。首先，资源要确权，不确权就无法流
转；确权以后要确价，到底值多少钱；确价

以后还要能交易；最后，资本要求有保障，
要有稳定的预期。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当中环节缺一不可。打通这个链条，遇到
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确权。老房子是老
百姓的私宅，一方面，买不知道该付多少
钱，也掏不出很多钱，另一方面，老百姓也
不卖，产权置换的路走不通。换个思路，
租赁，按规定期限 20 年，但投资者不愿
意，20年时间，怕资金收不回来。还有一
个办法，托管，托管70年。原本破烂的房
子，交给他人管理，修缮完好，70 年后还
给老百姓，从感情上、经济上，老百姓都觉
得合算。拿到了经营权，确权的难题就解
决了，古屋可以用作抵押贷款，这个链条
就一通百通。有了“古村贷”，经营者就有
资金做好古村的活化利用保护，甚至上市
做大做强。这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个
闭环就打通了。

对“古村贷”，当地银行人士是这样看
待的：县里出台的方案，意味着建立了古
建筑资产核算量化机制。政府以托管方
式破解确权难——通过将古村古建的产
权和经营权分开，将经营权以市场化托管
方式流转给国资公司或社会企业，并颁发
古村古建经营权流转证；针对通过托管方
式取得用益物权的古村古建，政府创新颁
发古村古建经营权证，明确托管范围、内
容、期限等，指定文旅局出具官方古建筑
评估报告。同时，建立多方风险缓释分担
机制、政府兜底收储保障机制。如此“三
管齐下”，解决了古村古建产权确权难、抵
押评估难、风险控制难、变现处置难这四
大难题。

中国人民银行金溪县支行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确保贷款“放得出、管得
住、收得回”，金溪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古
村古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针
对古村古建抵押贷款出现风险、抵押物不
好处置的问题，金溪县政府先统一收储，
将收储的资金处置银行不良贷款，后续再
市场化处置抵押物。此外，该县还通过政
府设立 2000 万元风险补偿金、引进第三
方担保公司、配套保险产品等方式，让银
行吃上“定心丸”。

“古村贷”的落地，让沉睡的村庄被唤
醒：竹桥、后龚古村获经营权抵押贷款 1
亿元；大坊荷兰创意村成功获 3000 万元
贷款；夏志敢以褐源古村经营权为抵押，
获贷款 500 万元；游垫古村整体打包，在
深圳文交所中国古建资产托管平台托管
上线，成为“金溪托管专区”托管的第一个
古村落，有望解决更大的资金缺口……

如今，大坊、游垫、后龚古村已成古村
落活化标杆。截至2021年2月，当地银行
已发放 9.89 亿元贷款，预计到年底，贷款
余额将达20亿元。

古村落的活化保护与利用促进了当
地旅游产业升级，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截至目前，金溪受益
古村落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3200 余个，
接待游客13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8 亿元。“古村贷”打通了该县生态产品
（古村落）“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
通道，其经验被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推
介，有望成为全国古村落保护活化的典型
被借鉴推广。

政府就该做难度大但正确的事

金溪每一座古村落，都有精彩的故
事。它所呈现的明代气象与华丽内涵，让
来访者惊叹，也让金溪人感受到传承与保
护的责任。

2015年，金溪启动“传统村落数字博
物馆”项目，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展示每
一个传统村落的聚落风貌、传统建筑、非
物质文化遗产。

2016年4月，第四届文化遗产保护与

数字化国际论坛暨“重现生机”数字遗产
中国行活动走进金溪，研究如何利用数字
技术为传统村落注入经济活力，并在游垫
发起古村古宅“认修”倡议活动。

2018年3月，“拯救老屋行动”在金溪
启动，作为“中国拯救老屋”整县推进试点
县，中国文保基金会出资4000万元、县里
配套2400万元、产权人自筹1600万元，仅
一年多时间，金溪完成20多个古村落638
栋老房子的修缮。

2020 年 6 月，抚州市入选财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区（市），金溪获得保护建设资金
9000万元。

2020年7月，江西省金溪县古村古建
保护发展基金会设立，向社会募集资金
359.89万元。

“不计入‘古村贷’，仅 2018 年至今，
金溪就已投入资金近 5 亿元用于古村古
建的活化利用和保护。为保护古村，金溪
人可谓不遗余力。”彭芳向记者介绍。

彭芳还告诉记者，金溪的100多个古
村落，并不都用来开发旅游。它们被分为
三类：申遗、活化利用、抢救性维修。在古
村活化利用上，金溪始终坚持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营、专家智库参与“三驾马车”，
保障古村落活化利用可持续发展不跑
偏。“不管钱来自哪里，保护始终是第一位
的。”“不做摇钱树，要做传家宝。”“留住筋
骨肉（老房子留下来），挖掘精气神（挖掘
内在文化底蕴）。”采访时，对金溪保护古
村落的原则，彭芳熟记于心，脱口而出。

在古村实地采访时，金溪县文旅投的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些古村落、古建筑
已经十几年没住过人。有的房子只剩一
面墙，有的只剩残垣断壁，人是不能轻易
进去的，说不定你探个头，就有瓦片往下
落。像这样的状态，如果政府不干预、不
行动起来，不出五年，这些建筑就没了。

金溪腾飞旅游建设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大坊荷兰创意村改造完成后，获得
了五种人点赞：首先是老百姓点赞，很多
老百姓也行动起来自己出资或贷款维修
老房子，他们知道修好了房子会有游客；
其次是专家点赞，因为我们尊重古村原生
的风貌；第三是老板点赞，村子活化后很
多老板希望来投资；第四是老外点赞，荷
兰的艺术家们为参与这个项目感到骄傲；
最后是领导点赞，有省里的领导看了古村
后，说我们做了打基础管长远的事。

当然也有人问古村落保护政府投了
多少钱，收回来多少钱？

对此，金溪县委书记高连珠说，政府
就是要做难做但正确的事，甚至是不赚钱
的事。政府应该作示范，起引导作用，四
两拨千斤。通过打造大坊荷兰创意村这
样的项目，人们可以看到，原来古村落可
以这样高起点保护，普通人眼里不值钱的
负资产也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吸引更多企业，从而可以保住更多的古村
落。

采访结束时，记者获悉，今年 1 月 8
日，中景恒基——金溪县古村落合作开发
项目签约。中景恒基预计投资15亿元连
片打造 7 个古村落，以活化利用为原则，
打造文化旅游目的地。

4 月 12 日，伟光汇通抚州“金溪心学
古城”项目开工，计划投资 30亿元、按 5A
级景区标准建设运营。

伟光汇通在文化旅游古镇开发运营
道路上耕耘了近 10 年，先后成功开发运
营了彝人古镇、石羊古镇、滦州古城等项
目，被誉为“中国文化旅游古镇运营专
家”；中景恒基则一直支持中国民族建筑
研究会开展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开
展城镇风貌研究工作。这些业内成熟企
业的介入，给金溪古村落活化提供了更
多可能。

让古村落诗意栖居鲜活绽放让古村落诗意栖居鲜活绽放
———看金溪—看金溪““古村贷古村贷””如何破局古村落活化保护如何破局古村落活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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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保护路仍长
在金溪采访，我们为金溪人对古村落保护所作出的努力而感

动，更为金溪古村落有了“守护人”而高兴。当然，在古村落保护
的路上，金溪也遇到了难题，也有困惑。比如有的古村落“空心
化”人气不旺，在传统延续上产生“断档”，导致古村活力丧失，变
得愈加脆弱。再比如人才缺失。缺乏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专业人才，带来了展陈方式陈旧、产品缺乏互动性、体验性不足等
问题，导致有的古村落业态单一，缺乏内在文化灵魂和持续生命
力。此外，还存在古村落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资本引入
不足，联动效应较差，产业化水平偏低等问题，制约了古村落资源
的可持续开发。同时，古村落的活化利用受到相关政策制约。县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希望，上级相关部门将金溪纳入“农村集体土
地入市交易”试点。

尽管古村落保护的路很长，但金溪人有信心扎扎实实走好每
一步。当地正酝酿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进一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举措。也有专
家表示，金溪在古村落保护中遇到的难题并非个例，具有一定普
遍意义，希望相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措施，更好地助力古村落保护。

“古村贷”是一个支点，由这个产品延展而出的模式，有
可能是全国古村落保护的一面旗帜。从2012年到现在近10
年时间，我和我的研究生、博士生团队前后几十次深入金溪
古村落调研。金溪古村落称得上是“中国生态聚落群的典
范”，完整保持了江右文化背景下的农耕田园风貌和文化传
统的原生态，它们有足够的宽度、广度和深度，建立中国明清
时期文明的生态公园。

金溪的古村落群，在政府和民间的努力下，大部分修缮
保护得较好，但因为没有人居住，仍然不可逆转地在老化与
凋敝，怎么延续古村落的生命力，当地任重而道远。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炎松）

古村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场，是文旅产业发
展的重要资源。然而长期以来，古村古建因产权不清晰、产
权交易难、价值评估难等导致融资难，成为古村落二次保护、
开发的最大瓶颈。

金溪县率先探索金融机制改革，创新金融产品供给，通
过“古村落金融贷”赋能，将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变现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文旅产业的资产。此举既激活延展了
古村古建的生命价值，又有效解决了古村落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资金需求。金融为金溪“传金送宝”，尤其是用“古村落金
融贷”这汪“活水”激活古村落生态文旅产业这池“春水”，使
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可能。金溪的探索，值得推广。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江西旅游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邹勇文）

拥有古村落128个、明清古建筑11633栋，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
个、中国传统村落42个、江西省传统村落31个，古祠堂100余座、明代牌坊8座、
清代牌坊30余座……走进金溪，看到的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这
些古建筑的完好度、精美度，让外来者为之沉醉，流连忘返。

如何让这些古村落“活态、原真、延续”？金溪人一直在努力。“拯救老屋行
动”、设立“江西省金溪县古村古建保护发展基金会”；2020年，“古村落金融贷”
（下称“古村贷”）在金溪问世，作为全国首个针对古村落保护活化的金融贷款品
种，它的“造血”功能，让古村落在岁月钩沉中逆向行走成为可能。

大坊荷兰创意村夜色迷人。

金溪古村浓浓乡愁，吸引各地画家前来写生。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邓兴东摄）

活化利用中的游垫古村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