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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亢、许雪毅、刘娟

“嵩口古镇，离福州市区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年轻的镇长介绍，这个镇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村里
的老宅院保存完好，村民的生活方式也相对古朴。
走在镇上，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今年初，
艺人姚晨的这条微博，让嵩口镇一下成为热点。

位于福州市永泰县的嵩口镇，曾因古渡口优
势而商贸发达、繁荣一时，而今却在城市化进程的
冲击下，一度落寞而沉寂。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
留下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

拥有 160多座古民居建筑的古镇，连带着它所
承载的乡村文明，似乎只能在不可避免的衰败中销
声匿迹，直到一场特殊的“遇见”改变了它的命运。

两年前，专注于乡村建设的台湾“打开联合”
团队选择嵩口作为试验田，协同当地政府，依托一
群年轻人，开始了一场乡村经济文化“活化实验”。

这场“活化实验”，不想让乡村成为城市经济
文化的附庸，不想太多打扰本地人的生活，而希望
从既有村落和日常生活中挖掘传统的生活方式、
审美理念和社会伦理，与现代生活重新对话、无缝
对接，实现新时期古镇复兴的别样途径。

“我们想在外来新文化和本地文化中找到中
和点。不做 99 度的高温旅游村，只打造一个自然
而缓慢、贴近‘体温’的 37 度温暖古镇。”嵩口镇党
委书记鲍瑞坊说。

重拾一个古镇失落的信心

61 岁的竹匠庄传盛还记得，16 岁时闯过学
竹编最难的一关“破竹篾”，兴奋地就着师父家昏
黄的灯，给自己编了个小篓子作为庆祝。三年后，
他的竹编生涯达到巅峰时刻，“给什么图样就能编
什么花样”。但没过多久，大老远上门学艺的徒弟
一个个改了行，庄传盛开始担心自己的手艺要被
“带进棺材”。“进工厂打工都不止 100 块钱一天，
我们就算一整天破竹篾也赚不了那么多啊。”

社会变了，机器的轰鸣声中，很多“慢工出细
活”的工匠师傅不再被需要。迫于生计，庄传盛一
度改行卖起了小吃。

和庄传盛一起被湍急的时代洪流抛在后头的，
还有他置身其中的古镇。3 .2万多人的嵩口曾是闽
中水陆交通中心。随着水运衰落，作为码头的嵩口
由繁盛而破败，人员外流，民居闲置，街道冷清。

直到 2014 年，台湾“打开联合”团队的到来，
替嵩口镇推开了一扇复苏的门。当满口台湾腔的
团队成员向居民宣讲“改造蓝图”时，村民们的第
一反应是“古镇改造？旅游开发吧！”

并非如此。鲍瑞坊说，“我们不做让居民离开
的旅游开发，对嵩口改造的前提就是不要打扰本
地人依然在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因为本
地人和他们的生活才是古镇最珍贵的所在。”

鲍瑞坊的设想与台湾“打开联合”团队理念非
常契合：古镇不必大拆大建成统一的现代化建筑
或仿古街道，一样可以实现复兴。十多年来，“打开
联合”团队以台南为中心，打造了许多改造活化的
样本。如今，在大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跃跃欲试。

“我们不要一二三线城市，就要在偏僻地方开
始我们的‘古镇复兴实验’，打造样本式的理想家
园。”“打开联合”团队驻大陆执行长邓海走过大陆
很多城市和古村后，目标更加明确。

在邓海看来，台湾经历过“亚洲经济四小龙”
的高速发展时期，“汉堡包”式的舶来品大量冲击
本地文化，城乡变得千篇一律。“近 20 年台湾开始
放慢速度寻找原汁原味的本地‘老菜’。我们的方式

接轨了台湾二三十年试错累积的经验。”
邓海带着妻女扎根下来，在嵩口这个“浓缩了

中国古老与当代疑难杂症的典型古镇聚落”里担
任镇政府总顾问，把脉问诊，以“针灸活经络”的方
式调养古镇的气息，开始他生产、生活、生态的老
聚落复兴行动。

这场复兴行动遵循“二八法则”：20% 启用新
东西，80% 借助已有资源。这是古镇改造坚持“尊
重自然、尊重历史”原则的必然选择，也是用最小
投入实现最大活化的务实举措。

在“自然衣+历史魂+现代术”的新旧共生模式
中，“松口气”客栈成为一个可圈可点的案例。它由
嵩口本地常见的土房子改建而成，几米开外就是
古镇著名的鹤形路。

丢在路边的门板、长了青苔的瓦片、积满灰尘
的陶罐，通通成为客栈的有机元素，原本脏乱、破
旧的老房子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个客栈是台湾实验了 30 年的民宿的集大
成者。它是文化的、观光的、可用的，又是本地的老
房子。现在本地人看了以后，已经不再拆老房子，
而是偷偷学习如何‘旧物利用’，这正中我们下怀。”
邓海说。

在嵩口通往古渡口的直街上，记者走进一家
结合了咖啡、住宿、零售功能的文创概念店“打开
嵩口”。26 岁的台南小伙子张峻玮告诉记者，店里
除了引进台湾的农业文化创意产品，更多的是来
自本地物产。

譬如，用本地盛产的新鲜李干、梅干熬煮 24
小时，导入台湾凤梨酥、老婆饼的手法制成李子酥
饼、梅子酥饼。记者看到，旁边的手绘卡片上写着
一句情怀满满的“广告词”：以历史、文化为主轴，
以空间、生活出发，“打包”巷弄里那些轻到装不
了、重到带不走的事物。

“打开联合”团队里的两岸年轻人希望对古镇
进行一场“把过去美好的事物用当代的手法为未
来保留”的改造，实现老手工艺人的生存和传承。

“一开始比我小了快 40 岁的年轻人过来找我
谈合作，我是怀疑的。”竹匠方任兴坦言。但他还是
尝试着按照年轻人的要求，开始做“嵩口 LV”。这
款颇具创意的竹制包包，经过几个二十多岁的姑
娘们在微信上晒出，很快接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订
单要求，销售一空。

在嵩口的改造中，在年轻人的启发下，老手艺
人感受到“枯木逢春”的欣喜。59 岁的方任兴开始
探索竹编灯等新式竹制工艺品，成为嵩口有名的
老“创客”。木匠林立陆召集起原本四散各地打工
的老兄弟们一起回来修复古建筑。

“年轻人说修复古民居还得靠我们，现在我感
觉又回到了从前的时光。我和老兄弟们又能多闻
闻木头的味道了。”林立陆感叹。

一切才刚开始。下一步“打开联合”团队打算
邀请庄传盛、方任兴和林立陆等人开设“工匠爷爷
的手作坊”，让来到嵩口的大人小孩能通过课程体
验等方式，与老手艺“产生感情”，吸引感兴趣的人
将手艺传承下去。

经过一年多努力，2015 年嵩口古镇获评首批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是福建省唯一入
选单位。

邓海说：“嵩口是一个很普通的乡村样本，像
是大家的‘老家’，我们希望在这里恢复健康的乡镇
老聚落。我们不大规模建设，而是用细胞规模的再
生方式，像中医治病般慢慢生效。”

慢慢活化的古镇人气渐聚

来自农村的鲍瑞坊刚到嵩口时，看到老房
子夯土墙没什么感觉，甚至认为“这么破旧是城
镇化不达标”。但在两岸年轻人的教育下，“70
后”的他迅速转变观念。

“嵩口最大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老一辈知
道留下来爱它，但不知道怎么提升它，而年轻人
懂得结合现代的元素把它往前推。”鲍瑞坊说。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鲍瑞坊这样的“觉悟”。
当“90 后”遭遇“50 后”，冲突必不可免。

嵩口有一处独特的建筑，当地人管它叫“电
影庙”，顾名思义就是电影院和庙宇的结合，这
座建筑的墙体，一面颇具现代艺术性，另一面则
是传统的红墙灰瓦，已成为当地一处有名景点。

电影庙原本已闲置二十几年，经过改造后
成为嵩口一处公共文化空间。省市县文艺演出
下乡表演时，电影庙 1400 个木椅总是坐得满满
的。

如今的电影庙，村民都挺满意，这是当地人
与政府、台湾团队共同筹集资金、共同参与重修
的成果。博弈中，尽管前期沟通已经花了很多时
间，但矛盾还是爆发了。

年轻台湾设计师褚湘淇觉得电影庙美极
了，一些彩绘遗迹更是铭刻了历史记忆，非常珍
贵，她强烈建议保留。

可老人家不这么认为。“那些彩绘脱落了很
多，看起来很旧，还是刷成白墙比较好。”

僵持不下阶段，老人们趁褚湘淇不在时，偷
偷请工人把彩绘刷白了。

褚湘淇回来后，突然发现彩绘消失了，一下
子眼泪决堤，找鲍瑞坊“告状”。

鲍瑞坊赶紧召集大伙儿商量。老人们看到
事情“闹大了”，慌了神。“其实褚湘淇很负责任，
她无偿帮我们设计，还为我们这一幅画哭了。”
82 岁的邹德锐老人反思道。

鲍瑞坊趁机给村民们上了一课：不是什么
建筑都是新的好，这白墙刷掉的，可是千金万金
买不来的宝贝，一旦被摧毁，就无可挽回！此后，
村里没再发生这类不可逆的“文物破坏事件”。

嵩口古镇不是在做景区，不会迁走原住民，而
要给大家更多时间和理解，在传统与现代、怀旧与
时尚、本地与外来的“激荡”和“较量”中走出一条新
路。

鲍瑞坊没少挨骂，“这场嵩口实验，我也是
实验品之一”，他说。但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
嵩口人重新发现古镇价值，自发参与家乡改造。

村民庄朱辉说，父亲上世纪 60 年代建的夯
土老房子虽然保护得很好，但一直没人住。现在
有人询问租房子的事情，我也开始有意识地收
集整理家族历史。

鲍瑞坊认为，仅仅整治环境，留下乡村的
“空壳”是不行的，还要培育产业，“政府保护也
好，民间保护也好，只有古民居、老产业和我们
平常人发生关系，产生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它
们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和传承。”

嵩口古街并非一成不变，它也吸纳不少现
代元素。这里既有类似北京 798“熊猫慢递”的
“嵩口镇时空邮局”，也有类似南锣鼓巷创意小
店的“存取时光”，它不仅提供果汁、椰丝小方
糕，还提供各种文创产品，甚至还提供文化活动
空间。4 月份，嵩口街道居民卢天明在“存取时
光”里举行了一场《闲谈嵩口古街》的讲座；5 月
份，郑启养在时空邮局讲述《观音亭的故事》，过
去与现在、怀旧与新潮在这里慢慢相融共生。

这一切时尚元素的带入，离不开年轻人的
“天马行空”。吸引一群“90 后”留下，这是古镇
活化 2 年来最大的收获。

学旅游规划专业出身的方玲，之前在福州
市和北京市的规划院工作过，曾计划去日本，
“证件都办好了”，结果因为报名加入台湾“打开
联合”的复兴嵩口团队，被很有诚意地“忽悠”过
来，从原本打算待两个月，到“一不小心”生活了
两年，并且打算继续生活下去。

虽然方玲之前经常遭遇嵩口爷爷奶奶们狐
疑的目光，“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留在这里？”但她
执意留下来。如今作为“松口气”客栈店长的她，很
沉得下心。她觉得，做的事情也许很小，但能看到
一种“连锁反应”。比如没想到“松口气”客栈现在
周末客源爆满，越来越多人乐于在微信上分享嵩
口的信息。

生于 1992 年的林露露则从一个嵩口年轻
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古镇的复苏。当初回到古镇
工作时，镇里的一些人对她爸爸说：“你好好培
养的女儿怎么让她回到乡镇来生活？”爸爸觉得
女儿在嵩口浪费了，试着劝说她去外面找工作。

但林露露坚信，“如果嵩口好起来，我以后也
不会差。把周边都做起来后，嵩口是值得让人待的
地方，外地人都能待得下来，更何况是本地人呢？”

“90 后”台湾小伙子萧咏太曾在“打开联合”
嵩口驻地实习，他说，“我喜欢嵩口生活的慢步调，
浓厚的人情味让我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是个外来
的人。在嵩口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在午、晚
饭后骑着脚踏车在镇里穿梭，看着嵩口因为我的
参与一天一天地在变化，会有满心成就感。

萧咏太后来因为要继续课业回了台湾，而
更多的两岸年轻人留在嵩口，希望在另一种生
活状态里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嵩口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平台。”负
责嵩口“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的小伙子石浩男认
为，以前乡村根源上是小农经济的熟人社会，如
今需要在新的时代，发展出新的治理模式。“把
老百姓和干部、老年人和年轻人重新组织起来，
通过大大小小的组织群体，找到能够适应这里
发展的产业。”石浩男说，比如通过“松口气”客
栈开展种花计划、手工作坊，把当地居民带动起
来，让大家都得到利益。

“年轻人的回归给乡村带来更多希望。”永泰
县委副书记雷连鸣认为，现在乡村比较活跃的
年轻群体主要有大学生村官、返乡青年、创业青
年、退伍军人和挂职干部五大类。“像台湾‘打开
联合’团队这样的年轻群体，主动留在农村，把农
村创业当做自己的事业，给嵩口带来很大变化。”

复苏的嵩口还想走得更远

投资经营示范公司、招募培养本地大学生、
创办示范文创店铺……如今，闽台合力探索的
古镇复兴“嵩口模式”已成为住建部、国家发改
委关注的实验案例，当地农业、老建筑、民俗、手
艺等经济文化力量重焕生机。

旧元素得到改造。雷连鸣说，这几年美丽
乡村建设，为嵩口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硬件条
件，道路整治了，环境改善了，对历史文化的保
护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没有整治前，有的老
房子橱窗被撬走，现在探头装了，院落圈起来
了，乡村硬件得到了保护。”

老元素得到激活。鲍瑞坊说，好多传统文化
的东西出现，包括鹤形路的夯土墙，做木工的、切
石头、弄瓦片的老工匠重新出现。还有老的汤圆
担，也有人“挖掘”出来，重新挑到街上卖。“古镇复
苏了，人流慢慢多了。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懂得什
么是传统，但他知道这个东西挑出来，会有人喜
欢，会有人买，文化和经济搭配起来可以更长久。”

古镇呈现出年轻的气息。9 岁的嵩口 00 后
林子恒，今年过上了有父母陪伴的六一儿童节。
而在去年，他还属于“留守儿童”的一员。

这两年，在上海打工的林子恒父母注意到
家乡嵩口的名气越来越大。妈妈于梅青坐不住
了，“想儿子都快想疯了，听说老家也有创业机
会，我们立刻决定动身回家！”

夫妻俩在老家的一栋旧房子里开起了农家
菜馆，主打嵩口特色菜月子鸡。年轻人还上门
来，教夫妻俩怎么做出自己的招牌、定位。

“年轻人还真挺有想法的，他们教我到河边
去捡鹅卵石做装饰，不用花钱，就把店门口布置
得很有特色。”于梅青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哼
着歌在小店里忙进忙出。

台南人邓海已经在嵩口住了两年，妻女也
随他从大城市来到嵩口，体验乡村慢生活。

“我是一个妈妈，很明白母子分离的痛苦。”
邓海的妻子吴婧说，“村里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很多，乡村复兴最终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嵩口是基于乡村记忆的活化实验，希望重
塑一种乡村生活的现代形态，这注定了它不可
能急于求成。古镇的改造呈现良好态势，但仍是
“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一些问题依然有待在
现实中作出解答。

譬如，年轻人的问题。在鲍瑞坊看来，目前
古镇吸引年轻人回来的效果挺好，但依然需要
努力。“年轻人很有情怀，也想做一番事业。前两
年我花了很多时间鼓励他们，让他们的情怀根
植下来。但是到底花三年五年在这里值不值得？
最终要靠嵩口越来越好，才能支撑起年轻人的
梦想，配得上他们的情怀。”

“很多古镇来和我们谈合作，他们问，这是
你喜欢的状态吗？我说是的，这是我喜欢的事，
并且我正在为这件事情的未来努力。”方玲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理想支撑下做事，未来
需要进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

而嵩口本地是否能跟上节奏也是鲍瑞坊考
虑的一个重点。“最终嵩口能不能发展，和老百
姓息息相关。业态做得再好，老百姓跟不上，也
是失败。新古镇新思维，我们的建设很慢，但老
百姓跟上步伐可能更慢。”

有关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也在继续。“老人
觉得现在生活好多了，但乡村原来的关系被打
破了，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把老百姓带动起
来，这个我们还在摸索。”鲍瑞坊说。

雷连鸣认为，政府做这项工作时，不仅是观
察者，更是参与者。嵩口这类古镇型乡村的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群集聚到嵩口，还会出现
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年轻人在嵩口留下来，结
婚生子，会碰到就医就学等配套问题；城里人周
末“自驾游”到嵩口，有停车场等配套问题。

“嵩口模式是不是可以复制？外来的年轻人
如何与本地人更好融入？希望嵩口走出一条自
己的路。”“80 后”的雷连鸣在思考。

“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事实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民间探索者，早在
1908 年，日本留学回国的米迪刚就在河北定县
翟城村尝试乡村合作社和村民自治，更有“乡建
先驱”梁漱溟、陶行知曾做过不竭探索。

乡村文明究竟该怎样传承，才能做到保得
住、留得下、传得开，这个问题在长时间里被反
复提起。像嵩口一样，一个个被选中的“试验田”
有的走出了样本，有的却归于沉寂。

无论成功与否，总有一批人寄情乡村，希望
探索出让“乡愁”更美好的办法。

“我们不做让居民离开的
旅游开发，对嵩口改造的前提
就是不要打扰本地人依然在
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
因为本地人和他们的生活才
是古镇最珍贵的所在”

村民庄朱辉说，父亲上
世纪 60 年代建的夯土老房
子虽然保护得很好，但一直
没人住。现在有人询问租房
子的事情，我也开始有意识
地收集整理家族历史

这两年，在上海打工的
林子恒父母注意到家乡嵩
口的名气越来越大。妈妈于
梅青坐不住了，“想儿子都
快想疯了，听说老家也有创
业机会，我们立刻决定动身
回家！”

一个古镇的“活化实验”
在疾驰的城镇化进

程中，不少古镇 、古村落
面临两难：要么在衰败中
不能自拔，老屋倾圮逐渐
消逝；要么在过度的商业
改造中，把文脉弄得支离
破碎。乡村文明的传承就
在这种艰难的博弈中苦
寻出路。当记者走进福建
嵩口，发现这里既能体会
时间痕迹的厚重，也能感
受古镇有机更新的活力。

嵩口实验，或许能为延续
乡村文明提供一种新的
选择和可能

▲▲

嵩口鹤形路曾因年代久远，围墙倒塌
大半，“打开联合”团队进驻后采用本地特色
夯土墙工艺重新打造，现已成为来嵩口不得
不看的风景。 摄摄影影：：赖赖泽泽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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