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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 晚 的 柳 江 古
镇，云色渐暗，星雨飘
落。这个距今800余年
的历史古镇迎来了一
批来自海内外的特殊
客人。一场极具当地
特色的民俗文化演
出，赢得众人称赞。
雨 水 滴 答 ，微 风 习
习，灯光斑斓，宾客
沉醉其中。

6月10日~12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百余
名海内外专家齐聚四
川眉山，共话历史村镇
之未来。在上海交通大
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
长刘士林心里，历史村
镇的未来该是这样的：
有村，也有好的商业，
还有完备的设施，还会
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有
教育，有秩序，有良好
的社会组织结构，人们
出得去，回得来。

“其实，就是元明
清前的江南和四川村
庄的模式。”

这，更像是一场回
归，但又不仅仅是回
归，问诊，是为了让未
来历史村镇要走的路，
更平顺。

如何唤回“出得去回得来”的故土画卷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四川省选拔赛启动
四川焊接、建筑金属构造项目选手
8月将为国出征第45届世技赛

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技能界的
“奥运会”，每两年一届，最终决出每个
竞赛单元的“世界级匠人”。

昨日，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四川
省选拔赛启动仪式在四川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了解到，整个选拔赛将从6月到12月
陆续开展，在全川范围内选拔出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

怎么选拔？
从省级选拔到国家队选拔

事实上，即将于今年在俄罗斯喀
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早已
进行过选手的选拔了。而四川省这一
次的选拔赛，是为备战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意义非凡
——2021年，这届大赛将在中国上海
举办。

记者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四川
选拔赛6月将开赛17个项目，包括电气
装置、数控铣、数控车、机电一体化、汽
车技术、信息网络布线、制造团队挑战
赛、电子技术、时装技术、餐厅服务和
砌筑等。共有来自16个市州、58所院
校、5家企事业单位的297名青年选手
报名参赛，涉及专家裁判共122人。

此次比赛各项目将分别决出前3
名，而后，这些项目的前3名选手将进
入四川省集训队参加集中训练。然后
在此基础上，再选出代表四川队参加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的
选手。

技能大师杨文浩是第44届世界技
能大赛“汽车技术”项目的银牌得主，
目前是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老师，
专门培养“汽车技术”单元的竞赛选
手。他告诉记者，每一个项目最终只会
有一名选手或一个团队代表国家参
赛。所以，从省级选拔、集训，再到国家
队选拔、集训，都极其严格。

怎么比赛？
不仅技术过硬，语言也要过硬

那技能“健儿”们的比赛，又是怎
样的呢？

当然，不同的技能门类有不同的
竞赛内容和标准。不过，就昨日在四
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机车技
术”项目比赛来看，这可是一场“拉
锯”赛，选手们要进行多轮比赛，完成
多个赛题。

其实，“汽车技术”是四川省的优
势项目之一。杨文浩2017年参加该项
目比赛甚至历时4天，共有8个模块的
比拼。“可以理解为，每个模块都是解
决不同的汽修问题”，他说，比如汽车
发动机出现复杂问题、无法发动等，选
手所比拼的，就是看谁能更多、更完美
地解决这些问题。

杨文浩觉得，选手们的技能水平
是一届高过一届，“国内的技能人才如
今迎来了最好的时光”。不过，他认为
除了技能本身之外，还要加强外语水
平，“世技赛的赛题和规则是全英文
的，这就需要选手们不仅技术过硬，还
要语言过硬。”

喀山世技赛
四川有焊接、建筑金属构造项目
选手为国出征

据悉，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
世界技能大赛，是2011年在英国伦敦
举办的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近年来，
我国对培养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对世界技能大赛也
就愈加看重。

四川省的选手也是“战功赫赫”。记
者了解到，在第42届世技赛上，四川选
手获得“美发”项目的银牌，为我国实现
了奖牌零的突破；在第43届、44届世技
赛上，四川选手获得了“焊接”、“制造团
队挑战”、“汽车技术”、“建筑金属构造”
等项目3金、1银、3优胜的成绩。

今年8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将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四川有“焊接”和

“建筑金属构造”两个项目的选手将代
表国家参赛。

目前，第46届世技赛的选拔已在
进行中。四川省人社厅副厅长王勇表
示，要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高
水平的强化训练，力争更多的优秀选
手进入国家集训队，在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再创辉煌。而最重要的是，通
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培养造就支撑

“四川制造”和“四川创造”的能工巧匠
和高素质产业大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报道

6 月 1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继续在
眉山举行，在上午举行的全体会议

“中国一览 聚焦眉山”上，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眉山市政府共同形成
的“文化 2030：城乡发展 中国一览

‘眉山经验’”报告（以下简称“眉山
经验报告”）也与大家见面，一篇“中
国乡村振兴和文化保护”的文章和
12条经验尤为引人注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合作
及通讯部门主管多琳·杜布瓦表示，

“我们分享这 12 条经验，就是想让
文化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在“中国乡村振兴和文化保护”
文章里，“文化”在开篇就被点出。文
章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乡村振兴的
发展和挑战，表示要将文化置于当
地乡村振兴政策的核心地位。第二
部分的“文化政策作为弥合城乡差
距的方式”里，“文化”几乎贯穿全
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国家和
地方政策；发展文化旅游作为减轻
贫困的途径及保护文化遗产，提高
乡村振兴的创造力。

多琳·杜布瓦表示，中国为加强
城乡联系和通过文化促进农村地区
振兴而引入的近期政策创新，以及一

系列来自全国各地的案例，展示乡村
振兴的实施落地经验，有助于世界其
他地方的政策制定。

“眉山经验报告”不只关注过去
和现在，还着力于给传统村落一个
美好的未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在其
中发布的12条经验中依稀可见。

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眉
山组成专家项目组，对眉山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发展进行实地调研，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报告“文
化：城市未来（2016 年）”中提出的

“人、地、政策”三因素为分析框架，
同时结合其他地区案例，总结出了

12条经验，向全球推广。
这12条经验中，第一部分是“以

人为本”，包括改善农村生计和创造就
业，注重实施参与性措施，提高民众的
参与度，在农村地区制定教育计划，发
扬和传承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以
及增进文化多样性等四个方面。

第二部分的经验来自“公共场
所”：确保有效的土地使用计划，考
虑文化因素；加强民间社会在农村
地区的作用，并利用当地的技艺加
强地域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等。

第三部分的“决策”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给出的经验，包括“统筹城

乡发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促进农村
地区的管理，并保持人文环境的质
量；把文化放在农村发展政策和规划
的核心位置；提高传统生产创造力和
文化创新，建立乡镇网络，发展新型
合作形式；以及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制
定中采用激励机制，加强文化保护
和促进，实现环境可持续性。

多琳·杜布瓦说，这些经验发布
后，可以让世界各地互学互鉴，让文
化搭建起城乡之间的桥梁，为历史
村镇的未来献计献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杜玉全 陈柳行

6月11日的会上，如何
让历史村镇有更好的未来，
海内外学者们的分享和讨
论依旧热烈。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数据显示，过去几十
年，中国经历了从农耕社会
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
急速转变，截至2017年底，
中国城市人口已达到总人
口的58.5%。城市发展的同
时，也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
大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据媒体的公开报道，
中国村落已从 2000 年的
360万个，下降到了如今的
不到200万个。

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
与传承专委会委员、城市科
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
明说，城镇化的格局在不断
变化，很多人往城市里聚
集，很多农村空心化了，未
来还可能会加剧，有些小的
村庄慢慢就变成散户了，甚
至一些小镇变回了乡。“历
史村落慢慢变成了老爷车，
人们更向往拥有一台现代
汽车。”

世界范围内亦是如此。
联合国2018年报告《世界城
市化前景》指出，目前 55%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地
区，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
将达到68%。世界无疑正日
趋城市化，城市和农村之间
的差异正在变得模糊。

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
城市化进程的代价，并开始
积极行动起来。自 2012 年
起，中国实施了传统村落保
护工程，通过5次全国性的
调查挖掘和认定，国家级传
统村落已达 6819 个，在传
统文化遗产保护、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完善保护机制等
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14年，中国发布“国
家 新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规划强调，
要“保持乡村景观，民族文
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少数民
族村落和乡土房屋”，保护
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文化
遗产首次融入国家一级的
农村发展。

问诊历史村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眉山发布
十二条经验：给传统村落一个美好的未来

刘士林购买了当天返程的
机票。临走前，他还要再去眉山
城区的三苏祠看一看，这是北
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父子的故
居，其历史文化价值斐然。

在11日的发言中，多年从
事城市研究的他，发言主题正
是“文化”：历史村镇的保护和
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

刘士林说，关于历史村镇
的未来，有一个长期探索担忧
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
历史村镇作为一种延续下来
的传统聚落形态，与当今世界
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其核
心是作为传统代表的“历史文
化遗产”与历史村落现代化建
设的关系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大家一直
争议于“原汁原味的保存”、

“修旧如旧”、“拆了再建”、“复
古建筑”等。刘士林说，在历史
村镇的改造过程中，有两种观
点是有失偏颇的。“一种是老
派的观点，就是完全不拆，追
求原汁原味，不考虑经济和居
住的功能。但实话讲，老房子
实际上很多看着好看，住着确
实不是很好。或者加一些现代
的功能，保存原貌和空间，只
在功能上做一些置换。”

另一种则是走向另一个
极端，“拆了重建”。“在旧城改
造、传统古建筑改造、古城古
都等上面，最初大家都想的是
发展经济，主张一拆了之，因
为保护比重建成本更高。”刘
士林说，“而仿古建筑，则完全
是假的。”

刘士林认为，不过现在正
在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转变，

“人们开始注重这个村镇的文
化引领价值，这是一个很宝贵
的收获。”

在方明看来，中国历史村
镇丰富而多彩，可谓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我们作为文
明古国、文明大国，但历史的
遗迹却不多了，这是很遗憾的
事。乡村整体在衰亡，但我们
的保护意识还很欠缺。因为资
金、人们的需求都在不断变
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
没有准确地判断好，或者说判
断好也改变不了，从而出现一
些衰败和空心化。”

它
们
的
状
态/

有的正在老去
有的正“就诊”

它
们
的
病
根/

有的无药可用
有的用错了药

陶渊明用《桃花源记》描
摹心中安宁和乐的村居，英国
作家彼得梅尔以三部曲书写
普罗旺斯的山居岁月……

按照专家们开出的“方
子”，村落们“药到病除”后，
会不会成为文人笔下的故土
画卷？

“他或许是一台老爷车，
跑向现在，跑向未来，跑向世
界。”方明认为，村镇和城市的
距离感会逐步拉近，融为一
体，真正热爱乡村文化和生活
的人，会成为复兴老村老镇
的主人。未来的中国历史村
镇，会用传统的方式来发展
现代化经济产业，住房交通
等硬件环境将得到改善，在
世界层面上，摆脱低端化和
同质化，向高端时尚化靠拢。

“他或许会像元明清时
期的江南或蜀中城镇，作为
一个理想的小社会，每一个
个体都能在里面找到合适的
位置。”刘士林如此描摹未来
的村镇，“商业兴旺、教育发
达、秩序井然，社会组织结构
良好……最重要的是，离开
后可以随时回来，而不是永
远回不去的故乡。”

这样的未来已曙光初
现。朱力奥·维蒂尼在6月11
日上午的会议中介绍，中国
农村的许多历史村镇，已经
在现代化中有了耳目一新的
变化。“如青神县的传统竹制
品就借助文化有了创造性，把
匠人精神运用到了现代化生
产中；幸福古村的文化景观得
到了保护，网上销售的方式也
使本地产业能够量化、铺展。
柳江古镇更是一个成熟的案
例，本地居民的积极参与促进
了旅游行业的发展。”

昨日的会议上，眉山的
苏东坡博物馆进入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视角”。它遭
遇过火灾，经历过改造和重
建，如今，既服务于社会发
展，又能为市民提供一个休
闲场所，充满人文活力。

充满人文活力，是许多
专家对历史村镇未来的期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蒋麟 陈柳行

摄影报道

他
们
的
良
方/

文化做药引
城乡合力互补

这些状态各异的历史
村落，如何才能从“老去”
的状态中恢复活力？

海内外专家在两天的
会议中，不断就自己的专
长，开出一张张“良方”。

四川省住建厅副厅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樊晟开出的“方子”是：小组
团、小规模和微田园、生态
化。樊晟介绍，四川正积极
研究适宜乡村特点的设计
模式和施工方法，注重历史
建筑的保护，同时推进应用
现代新技术，实施房屋改
造，使乡、组、人成为紧密相
连的生命体。

“生态”这个词，也出
现在方明开出的“方子”
中，他说，乡村的主要价值
还是生态，历史村寨在于
它的文化价值，这又在于
它的使用和旅游价值，文
化价值依托旅游来刺激和
激活，从而启发当地人对
文化的尊重。

刘士林从事城市文化
研究多年，在他看来，历史
村镇保护传承的关键，在
于“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
高质量发展”，这样，城乡
之间才能在一定的机制中
合力互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
化部合作及通讯部门主管
多琳·杜布瓦和威斯敏斯
特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朱
力奥·维蒂尼两人的“良
方”中，也把文化放在首
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文化
才能明确传统村落有哪些
优势，政策才能因地制宜
去加以保护和推动。

历史村镇需要文化，
当然还不能少了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
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接
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时曾表示，村庄里，
人才是活力的重要因素之
一。除了要改善村落的生
活条件和水平，还要给年
轻人提供条件，让他们能
够获取技术，让他们和城
市的人获得同样的服务和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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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人文活力
趋向高端时尚

“商业兴旺、教育发达、秩序井然，社会组织结构良好……
最重要的是，离开后可以随时回来，而不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汽车喷漆”项目比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在洪雅
县柳江古镇参观 文博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在眉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