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创新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力
促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去年 8 月始，
黟县组建工作专班，着力建设数字乡
村，在“创意+互联网+乡村振兴”之路
上铿锵前行。

今年 6月，碧阳镇深冲村新亭组吴
福华家，马蜂窝盘踞横梁。网格员迅
即上报，县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调
度，消防部门上门清除；6 月 15 日，村
民报告，宏村镇一农场大棚内存在违
法建设，有非法采砂行为。中心交办
后，县农水局介入调查，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查处，要求业主及时整改，恢复
原状；渔亭镇汪村村路边护栏损毁，一
截掉至公路旁。6 月 24 日，网格员反
映情况。在中心调度下，县公路中心 6
月 28 日 修 复 …… 一 系 列 问 题 有 效 处
置，得益于黟县“数字乡村”的利器“黟
家 人 ”微 信 小 程 序 、全 县“e”治 理 平
台。基于此，村民、网格员随时传输信
息，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调度交办，灵敏

高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让人频
频点赞。

黟县县委办有关负责人吴祺介绍，
2019 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数
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方向。黟县
特色和品牌离不开乡村，近年来乡村旅
游、“五黑”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建
设、治理成效卓著，入列全国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试点、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试点示
范、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建设
数字乡村适逢其时。为此，黟县围绕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社会治
理、基层党建开展数字化探索，明确总
体目标：2021 年，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体
系全面建立，农村工作各领域信息化布
局逐步展开，数字乡村基础底座——

“数字黟县”平台搭建雏形，人口、房屋、
社保、市场等基础数据初步集成，网格
化信息化社会治理体系成熟运转，雪亮

工程、行政执法、网格管理、智慧旅游、
智慧水务、智慧社区、智慧医疗等系统
有效联通，推出“黟家人”微信小程序，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取 得 初 步 进 展 。 2022
年，农村工作各领域信息化取得阶段性
成果，农村 5G 等信息化基础设施条件
有效改善，各县级信息化系统全面联
通，“数字黟县”平台初具“大脑”功能，
县域“数据孤岛”现象明显改善，一批新
场景应用得到巩固，“五黑”、乡村旅游
等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步入正轨，数字
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23 年，农
村数字经济展现新活力，农民数字化素
养有效提升，乡村智慧物流配送体系深
度发展，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乡村
数字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基本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
足进展。2025 年，黟县“数字乡村”基
本建成。

谈及“黟家人”微信小程序、全县
“e”治理平台运用情况，西递镇社会治

理综合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黄群告诉记
者，“e”治理平台使用者为网格员及指
挥中心调度员等，基层吹哨，部门报到，
处置效率显著提升。7 月 17 日 10：57，
网格员反映，西递新村与潭口村交叉
处，马路上的摄像头被大货车撞掉。镇
调度员当即受理，7 月 19 日 8：50 出具
办理意见：经核实，此摄像头为公安部
门雪亮工程使用，请县调度中心协调处
理。7月 19日 8：53，县调度员反馈，派员
现场查看处置。7月 19日 16：28，县公安
局告知，已由局 110 指挥中心安排雪亮
工程承包商修复。7月 19日 16：38，县调
度员出具意见：同意办结，请修复好后
上传照片。碧阳镇丰梧村党支部书记
胡升平感言，村民和网格员遇问题就
说，镇里专门有人管事，村委会能解决
的及时解决，不行则上报，处理期限有
规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高效，

“数字乡村”威力不小。
“我们正致力打造‘数字黟县’公共

支撑平台，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
慧绿色乡村，繁荣乡村网络文化，创新
乡村数字治理，改善信息惠民服务。”吴
祺说，黟县在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乡
村旅游数字化、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上久久为功，让乡村数字经济绽放绚烂
之花。

·黎小强·

数字乡村数字乡村 风生水起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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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着火少女被困

男子爬梯救人获赞
本报讯 近日，黄山区一男子火

场救人视频刷屏微信朋友圈，收获无
数点赞。

10月 7日午时，黄山区政务新区芙
蓉国沁园小区，汤炜和妻子在家休息。
下午 1 时 30 分左右，邻居家传来杂闹
声，于是他出门查看。原来是邻居家一
楼半的房间里着火了，家中 15 岁女儿
还在房间里，但房门反锁，无法进入，家
人心急如焚。情势危急，汤炜赶忙提
醒，先切断电源。

邻居家男主人急于救出女儿，试图
从二楼阳台爬进起火的房间，但因紧
张，不慎从二楼摔下，腿部受伤。火势
越来越大，窗户、房顶被火苗燎黑。汤
炜来不及多想，立即回家搬来梯子，开

始爬窗户救孩子，同时让妻子报警并联
系物业公司。

汤炜打开窗户拉出被困少女那一
刻，大火烧到窗户，玻璃砰然炸裂，铝合
金窗框也被烧毁。火焰扑面袭来，汤炜
没有退缩，他紧紧护住少女，帮助她从
窗户脱身，安全下到地面。随后，物业
人员携带灭火器赶来，汤炜转身从家里
拉来水枪，加入灭火队伍。119 消防人
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干部也相继赶到，
大火最终被扑灭。

汤炜勇战火魔救少女的视频和图片
迅速传开，人们纷纷为他不顾自身安危、
英勇救人的行为点赞。据了解，汤炜是
黄山区人，今年 43岁，现为一家房地产
评估咨询公司负责人。 ·汪菁馥·

10 月 10 日，黟县宏村景区秋高气爽，秋云曼妙，秋风送凉，秋水荡漾，络绎不绝
的游客或休闲度假，或赏景拍照，或挥毫写生，流连忘返。 吴寿宜/摄

一袭布衣，一头银发，谦和儒雅。
9 月 23 日上午，上海同济大学规划大
厦 911 室，记者眼前的阮仪三教授，是
一位从容而温文的老人。

“徽州，我很熟悉。”一见面，阮仪
三就兴致勃勃谈到徽州，“我对徽州的
古建筑做过调研，去过屯溪、呈坎、西
递、宏村等很多地方。徽州村子的建
筑美感，我至今记忆深刻。”

上世纪 60 年代，阮仪三作为上山
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员，曾在歙县同济
大学红卫农场劳动干校工作过。上
世纪 90 年代，他曾带着博士生主导
参与《歙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歙县古城墙、古县衙的修复规划》编
制工作。

阮仪三说，徽派民居集萃了中国
民居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性的居住
形态，建立了一种向心、和谐共处的关
系，典型表现为聚族而居、大照壁、四
水归堂、飞檐翘角、肥水不外流等。徽
派建筑外立面采用砖、瓦等材料，运用
了砖雕、木雕、石雕等艺术手法。在建
筑形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大片的

磨砖对缝墙面，砖雕的精致花纹、外翘
的马头墙，既能起到防火作用，又有艺
术造型的审美。

阮仪三认为，徽州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文物众多，是一座古建筑的富
矿；徽派古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集大
成者，也是江浙建筑文化的源头。在
徽州，每幢古建筑、每个古村镇都蕴含
着风水特色和诗情画意的文化内涵。

上海最精彩的名片——外滩，阮
仪三十分熟悉。

阮仪三称，上海的近代优秀历史
建筑非常丰富，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
会”的外滩矗立着各种风格迥异的中
西 建 筑 ，是 近 代 上 海 历 史 的 一 个 缩
影。他曾参与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
庙等历史建筑的保护规划工作，对外
滩当年的保护工作记忆尤深。

“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做得
非常好，一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花了很大力气；二是上海专家实力深
厚，有话语权；三是让建筑可以阅读的
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阮仪三说，外滩
的 25 幢优秀历史建筑，当年全部按照

要求完整原样原修，每一幢房子包括
外立面的改造，每一个细节都有专家
认证把关指导。有关历史溯源、修缮
方案的文字材料、照片和视频，全部都
要经专家组按照保护原则鉴定后方可
实行，坚决制止违反空间轮廓线等行
为。对外招商的房子，也完全按照严
格的技术规范签订保护协议。如和平
饭店、浦江饭店等，在改造过程中都经
过了多次充分论证。上海在古建保护
改造中十分尊重专家的意见。比如，
外滩和平饭店的更新改造，一开始请
来香港专家。讨论当中，上海专家认
为，香港专家不了解上海的历史和文
化。最终换成了更“接地气”的中国本
土专家。

“今天的上海，可以阅读高楼大厦
中的时代进步，也能阅读石库门里弄
的历史沧桑。”阮仪三说，上海历史建
筑的文章做得比较好，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原真性的保护、留存原住民、可
持续性利用等还要加强。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建筑文化与
人文沉淀深厚，因人文思想、地理位
置、自然环境、气候特点、水运交通等
特异禀赋，而形成了极富韵味的江南
水乡民居的风貌与特色。

阮仪三说，苏州古城留存了江南
地区完整的街巷体系系统，现在古城
中没有一座高楼，这全拜赐于上世纪
80 年代有关专家向中央提出保护古
城、另开新区的建议。

“江南六镇”（江苏的周庄、同里、
甪直，浙江的西塘、南浔和乌镇）是阮
仪三付出过很多心血的地方，他重视
的新“江南六镇”（木渎、安昌、龙门、前
童、新场、枫泾）如今也在焕发新彩。

阮仪三说，无论是“老六镇”还是
“新六镇”，都有长三角地区建筑特色、
建筑技术和建筑规划的共同性、共通
点。但不能千人一面，各地要找出自
身的特点，按照特色发扬光大。

阮仪三特别指出，长三角地区经
济发展速度快，一些地方在城乡建设
中存在片面追求政绩工程的隐患。建
设是需要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不赞
成一定要拆掉旧房建新房，盲目追求

“洋、大、高”。
他指出，保护城市遗产是为留下

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保护这些
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
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来。要
像保护老人一样保护古建筑，让这些
历史建筑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发出异
样的光辉。

时下，“修旧如旧”成了人们谈及
历史建筑保护的高频词，一些业内人
士甚至用“修旧如旧”来阐释保护理
念。而在阮仪三看来，“修旧如旧”不
如“整修如故”，“修旧如旧”和“整修如
故”有很大的区别。

他说，“修旧如旧”可能破坏历史
的真实信息，而“整修如故”是原样的
修复，保持了建筑的原真性。唐宋元
明清，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点，应该
尊重建筑本身的历史，把历史的信息
尽量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而不应涂
脂抹粉，把旧的整成新的。

为此，阮仪三提出“四性”“五原”
理念。“四性”即原真性、可读性、可持
续性、整体性，这是修复时遵循的原
则。“五原”即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
原结构、原环境，这是修复时具体要掌
握的方针。

阮仪三说，徽州古建文物多，保护
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有更多有志之士
参与，廓清理念，提高素养，付诸行动，
扩大影响。应当把保护城市遗产纳入
到城市更新和城市有序发展的工作中
去，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徽州古建，对
留存在徽州大地的每个村、每个街区、
每幢建筑应有序、系统地保护起来，合
理利用，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

·范洁 程向阳 徐剑·

黄山，作为徽商故里，拥“东南邹鲁”“文物之海”之美誉；上海，世界闻名都市，

揽“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称。两座城市在历史建筑保护上各有千秋。近日，同济

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先生在接受黄山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徽派古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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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上海：

建 筑 是 可 以 阅 读 的

谈“长三角”：

要像保护老人一样保护古建筑

谈保护：

“修旧如旧”不如“整修如故”

谈徽州：

中 国 建 筑 集 大 成 者

■ 黄山市与上海市古建对比
黄山市古建清单：现有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26个，历

史文化街区 11 条，已公布历史建筑 4052 处，中国传统村落 271 个，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4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7处，不可移动文物 8032处。

上海市古建清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0 处，已公布优秀历史建
筑 1058 处，3435 处不可移动文物，397 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44 片历史
文化风貌区，250个风貌保护街坊。

■ 阮仪三简介
阮仪三，苏州人，1956 年考入同济大学，现任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古城
古镇的保护。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 2003 年亚
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

《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延
伸
阅
读

本报讯 10月 5日，屯溪公安分局
一名女警上班途中，及时发现并处置一
起火情隐患，受到群众好评。

当天上午 8时许，该局女警余丹上
班途经屯溪新安广场小区，闻到一股刺
鼻的焦糊味，便打听是怎么回事。附近
两位老人说，早上 6 点多钟，他们就闻
到这股味儿了，可能是谁家炖东西。余
丹当即警觉起来，会不会是主人离开家
时忘记关闭燃气阀门，或存在其它火险
隐患？新安广场小区内餐饮店多，一旦
发生火情，后果不堪想象。

余丹循着焦糊味查找，发现该小区
4号楼一家餐饮店的 2楼窗户飘出白色

烟雾，但该店大门紧闭，使劲敲门室内
无人应答，拨打门牌上的手机号码，一
时无人接听。附近一家小吃店的店主
告知，窗户冒白烟的这家餐饮店，店主
头天晚上很迟才打烊，他一般要到白天
9 点多钟才过来开门。眼见白烟越来
越浓，余丹迅速联系辖区中市派出所和
消防部门。当消防员和民警打开餐饮
店正门时，室内浓烟夺门而出。人们发
现，该店厨房里的灶台已被烧到变形，
灶台上两口熬汤的大锅已烧穿。所幸
余丹主动作为，及时发现并处置，该起
火险才得以消除。

·姚大盛·

徽州，一座古建筑的“富矿”
——专访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升级，更
是智能时代下的进一步探索。黟县立足自身优势，率先发力，开发完善“数字乡村”创意产品，“创意+互联网+乡村振兴”
之路越走越宽敞，值得各地借鉴。

上班途中闻到焦味

细心女警排查除险

厢式货车违法载人

慧眼民警果断查处
本报讯 10月 3日，黄浮高速祁门

县牯牛降段，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七
大队民警临检发现，一辆轻型厢式货车
违法载人，遂依法查处，责令卸客转运，
并将驾驶人涉嫌非法营运的相关证据
移交交通运管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当日 10时许，民警检查发现，该厢
式货车驾驶室内坐有 3人，与行驶证核
载相符。进一步检查发现，车厢内另搭
载乘客 4名。驾驶人涉嫌违法载人，据
其交代，车上 6 人是湖北鄂州人，他们

在浙江杭州打工，发车前通过网络平台
下单运送货物，原本 2 人跟车，结果来
了 6 人。朱某心存侥幸，私下收取 200
元，安排其中 4人坐在后车厢内。

民警依法对朱某违反规定载人的
行为进行处罚，并将 4名乘车人进行转
运，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提醒广大
驾驶人，货车车厢载人不仅违法，而且
危险，当车辆处在高速行驶状态时，一
旦紧急制动或发生事故，可能发生重大
人员伤亡。 ·姚大盛·

国庆长假期间，屯溪公安分局在屯溪老街景区积极推行民警、消防、保安队伍
“合体联巡”，共同开展日常巡逻巡查，全力维护景区秩序、服务群众，为打造平安老
街、诚信老街护航。 姚大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