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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

2021 年 7 月 8 日，位于闽北

山区的宁德市屏南县前洋村迎

来 十 余 位 来 自 上 海 的“ 客

人”——其实，从2018年起，除受

疫情影响的2020年外，总有这样

一批“客人”在每年 7 月上旬造

访这个宁静的古村落。

看似来客，他们实则为村落

的建设者。这支拥有多元学科

背景的复旦师生团队将在前洋

村进行为期 11 天的服务学习课

程《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的现

场教学。11天里，师生驻扎在村

里，共同学习研讨传统村落的保

护和发展，实地考察若干村落的

营建布局、民居建筑构造，体验

别具特色的民俗采风活动、采访

整理属于前洋的人文记忆，最后

完成各具视角的研究报告。

2020年，该课程作为实践课

程被推荐并获得首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

走进前洋：在闽东群山中
保护传统村落

入选 2019 年国家级第五批

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前洋村，位

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

境内。这座地处半山坳的村落，

青山环抱、草木葱茏，民居建筑

沿 着 山 体 等 高 线 内 凹 聚 向 分

布。鼎盛时曾有近 200 户、千余

名村民的古老村落，现在只有七

八十位老人常居于此。

每年7月10日，农历六月初

一，前洋例行举行祭祀仪式。参

加 2019 年课程的 17 级文博系本

科生汤琪，也曾在通向村外的茶

盐 古 道 上 偶 遇 祭 神 民 俗 活 动

——两位轿夫抬着一顶雕刻精

致的小轿子，上面供奉着神灵牌

位，后面跟着四五人敲锣打鼓排

成纵队，走一段歇一段，一边燃

放鞭炮。

通过采访，汤琪了解到，每到

六月初一，村民就会把地方神“刘

四师公”从宗祠旁的阁间请出，用

一顶已有二百年历史的神龛抬着

“巡游”，至刘公岩下祭拜，完成后

再抬回小庙安置供奉。

前洋村拥有不少形态各异

的传统民居建筑。这些土木结

构的传统建筑正在逐渐衰败。

曾选修过这门课程 17 级文博系

本科生扎西罗布，今年又以助手

的身份参与课程。2019年，他所

在的小组围绕“濒死”的老旧建

筑展开实践项目，对前洋村部分

废弃建筑进行实地测绘，包括建

筑面积、体量、墙面高度、建房材

料和工艺等，再运用专业软件制

作建筑的数字化模型。尽管一

些建筑的设计建造并不符合当

代标准规范，甚至门框会撞到

头、连柱子都不一样高，给测绘

带来一定麻烦，但扎西罗布说，

这些建筑蕴含的机理具有独特

的价值，对当代乃至未来的建筑

设计很有启示。

《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课

程的开设，源于艺术教育中心高

级讲师张勇在前洋村的古建修

复。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来到这里，被村落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底蕴深深吸引，决定留下来

带领村民一起修缮前洋村的传

统民居，把这座传统村落打造成

没有围墙的传统村落博物馆。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来自

福建省住建厅和屏南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在教务处的指导下，

张勇邀请旅游学系副教授黄洁、

社会学系青年研究员洪浏组建

教学团队，开始了《古村落的保

护与开发》这门服务学习课程的

探索。“靠一个人、一个小团队是

远远不够的。”张勇希望学生突

破校园的局限，即使不能真正改

变村庄，也应尝试作出相应努

力。“关注、参与的人多了，好办

法自然也会多。”

走进课程：在前洋大地上
践行“知行合一”

从复旦到前洋，师生们乘坐

4 个多小时的高铁，再换乘近两

个小时的大巴进村，在这个拥有

700 多年历史的村子里，白天考

察、走访、调研，晚上把椅子搬到

院落里，一起讨论问题，一起看

银河繁星点点……

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选课

同学来自各个院系专业。师生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民居建筑修

缮、民俗文化挖掘、旅游资源梳

理、乡村基层治理等等内容，综

合生态学、建筑学、民俗学、旅游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探

讨式学习。

目前，课程采用“2+1”的学

分形式，包含 2 学分的课堂学习

和1学分的社会服务。课程作为

“复旦行知·服务学习”课程系列

之一，利用暑期开课，已顺利进行

三次。

“来到前洋，是一次肩负着多

项任务的文化研修过程。”张勇强

调。老师们设计的日程表充实而

紧凑。最检验学习成效的当属最

后的调研汇报——每个小组需要

接受来自任课教师、同学和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前洋村村民的集

体评审。

“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知

识，通过接续努力和指导实践，

学以致用地保护一座具体的古

村落，既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又

为 实 证 研 究 提 供 了 理 想 的 样

本。”黄洁表示，该课程作为服

务学习课程，将传统授课和社区

服务合二为一，体现了复旦人服

务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2018 年 7 月，复旦大学书院

教育实践基地在学校与屏南县

政府正式签约后投入使用。这

是在原民居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可容纳100人左右的“教室楼”设

计顺应自然环境，借鉴宋代建筑

风格，石板铺地，竹木为墙，梁柱

保留木材的原生质感，整齐架

设。墙面上，暖色调的灯光打在

书法和花鸟画上，富有文化气

息。师生可以在特制的蒲团上

一边喝茶，一边交流。

这间不大的屋子还是复旦

校地合作“山野学堂”研讨会的

会议空间、是复旦同学和当地中

学生联谊交流的平台、也是会议

讲座的场所，也对外开放接待其

他高校和社会团体的考察、研学

团队。

走进乡村：在服务学习中
助力乡村振兴

书院一墙之外，就是广阔的

田野现场。跨过一块石板，路过

一面土墙，和当地村民交流，都

成为了“课堂”的一部分。

位于前洋村中心地带的张

氏宗祠曾是前洋村民祭祖议事

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村特有的公

共空间。“写在柱子上的书法，和

写在纸上的有什么不同？”抚着

宗祠里的木柱，张勇介绍，柱子

上现在清晰可辨的书法字迹在

他刚接手修复工作时，已被埋进

灰尘和油漆里。他和几位专家

学者小心剥离杂质，仔细考证字

样形态，分析木柱的弧面与纸张

平面的区别，成功还原了原始形

态。顺着张勇手指的方向，同学

们边听边看，拍摄记录。

汤琪则对在前洋大黄坪廊

桥边上过的一堂课记忆深刻。

前洋村所在的屏南县有“木拱廊

桥之乡”的美誉，走在木拱廊桥、

国家级文化遗产“千乘桥”上，汤

琪发现，这座加盖了屋顶的廊桥

正中设置了神龛，供奉当地民间

信仰的各路神祇，村民也会在特

定节日到此祭拜。“前洋廊桥不

仅是简单的交通通道，更是独特

的文化空间。”她对老师讲解的

内容、对前洋的独特建筑情况，

多了一份切身的体会。

保护工作既依靠整体构思，

也离不开现场工作。同学们在

张勇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比

如清理村里的垃圾，布置艺术品

展览，为书院大门的木柱、坡道

的凉亭刷漆防蛀、粉刷村落建筑

外墙等。“很累，但非常值得。”一

位同学完成粉刷后，体会到了给

乡村带来了真实改变。

截至目前，复旦师生已修复

保护 40 余座自宋代至民国的传

统建筑，建设古陶瓷博物馆、金

石篆刻博物馆、竹编博物馆、百

草园展示馆等文化场所，助力前

洋村成功入选第五批传统村落

保护名录。随着“文化再造”和

“产业转型”，不少村民回村就

业。同学们则陆续完成多份高

质量的实践研究报告。

未来，教学团队将会继续围

绕“学习、服务、价值、成长”四个

主要目标，调整完善课程内容，

继续为屏南县的乡村振兴事业

贡献复旦力量。 文/金雨丰

见证美丽乡村建设，这门实践课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为古村落的活态传承，创造更多可能

校研究生团工委、研究生会

九 月主办“卿云烂漫，相约复旦”

2021年研究生迎新文化节，来自各

校区的 300 余名研究生到场参与。

本次文化节首次将多主题游

园会与户外晚会串联融合。“ 传统

文化”、“学术学风”、“迎新招新”是

游园会环节三大主题，邀请到5 家

院系研究生会和 22家社团参与。

此次文化节作为本年度研究生新

生入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全方位展

现校院研究生会、研究生社团的良

好风貌，推动了跨校区、跨院系和

跨学科之间的碰撞与交流。

融合多主题、多形式

研究生迎新文化节上演

走进
“金课”

前洋村村貌

前洋书院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