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武夷山电（熊慎端）武夷山
市政府日前与相关部门和航空公司接
洽，开通由当地直航台湾的两岸季节
性旅游往返包机，预计最快将在 !月
份开始实施。

很多武夷山市的台商表示，如果
台湾能直航武夷山，路上就不用花几
个小时经过福州或厦门再到闽北了。

目前，两岸各旅行社已纷纷对包
机直航表现出兴趣，正在进行旅游新
产品的组合和新线路包装，以吸引更
多旅游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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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周刊

报载，福州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一些名人故居和
古建筑被出租经营，还出现了消费不菲、门禁森严的富贵“私
人会所”。但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和文物保护要求，三坊七巷内
的商家不允许搞私密会所，至少前厅范围要对公众开放。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

巷子里的“会所”

位于福州南后街 "# 号的禅怡会所，淡淡的薰香味弥漫其
间，大小各异的佛像、木雕、脱胎漆器静静地躺在橱窗内。绕
过一座屏风，在禅怡会所内部，还隐藏着一座别有洞天的小院
落，里面茶艺包厢、饮品雅座一应俱全。

据三坊七巷营销中心主任陈劲介绍，在南后街像禅怡会所
这样的以“会所”为主题的商铺逐渐增多，并将继续增加，
“位置将向深处延伸，吉庇巷、文儒坊将是主要开发目标”。目
前，吉庇巷、文儒坊的 $个院落已对外招商，主题为民居建筑
文化交流会所与咖啡、红酒、茶文化的时尚会所。

据媒体报道，曾是明朝兵部尚书林瀚故居的一处古建筑，
现在也成为“晋江会馆”的“顶级红”会所，采取会员制，入
会标准为一次性充值 %万元至 !&万元不等。文儒坊 $'号原为
清末民初海军将领、闽江口要塞司令许济川的故居，现已成为
挂名“文儒九号”的高档酒楼会所，主打菜品为一份 !((元和
)$(元两个价位的闽菜精品“佛跳墙”。服务员说，该店的特色
菜肴还有售价 *!+& 元一斤的娃娃鱼，“十个人吃个万把块很
正常”。

古建筑“华丽转身”

三坊七巷完整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坊巷格局和明清时期的历
史建筑，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林纾等近现代历史
名人都曾经留下足迹。在这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处可见：
水榭戏台、小黄楼、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二梅书屋、沈葆
桢故居……现存建筑中，明文规定保护的有 ,-"处。

而网上的招商项目显示，吉庇巷 (%号含 "&号二进，将引
进福建民居建筑文化交流会所，要求经营房地产、建筑工程设
计相关行业，总建筑面积约为 ,%&& 平方米，注册资金不低于
,%&&万元人民币。

在 ./0 跑步发展的今天，文化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博弈异

常激烈。古建筑“华丽转身”，一变成为豪华会所，其经济利
益被最大化开发出来，折射出的却是我们在民族历史文化保护
与传承上的匮乏。

整个三坊七巷中，哪些属于文物保护建筑不能进行商业经
营，哪些是历史建筑或老房子可以出租经营，其负责机构管委
会都应该有个清楚明白的“账本”。现在，原则上不应对外招
租的，却搞起了商业经营；租赁合同约定至少前厅要对外开放
的，却成了私密会所。凡此种种，蕴含的灰色逻辑是“文化敌
不过商业化”。

“会所GDP”剑走偏锋

对于部分宅院成为“富贵”会所的质疑，福州市
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矗说，
整个街区不可能全部搞成静态
的博物馆，而是按照“体
验人文消费文化”的
要求进行“活态
化营运”。对于有
些“会所”闭门

谢客的行为，林矗表示，这与商家的经营理念和成本压力有
关，比如寿山会馆之前一度对外开放，但水电、安保等各种费
用马上就上去了。“商家以利为先，管理部门注重文化特色，
两者之间要不断进行沟通协调。”

从媒体和公众对“会所”现象的持续关注不难发现，目前
文保与商业化协调的效果并不理想。坊巷内的“原住民”、安
民巷 !+号房主曾世康说，配套一些餐饮、休闲场所是应该的，
但有关部门不能受经济利益的过度驱使，应避免破坏坊巷的文
化生态。同时，要让更多老百姓进得去、看得起。

从传统士大夫府第过渡到现代旅游景区，加入了海峡旅游
景区联盟的三坊七巷，回归文保和旅游结合的传统路子，打造
“无烟工业”，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成都宽窄巷是一个可作比照

的正面例子，较好实现了文保与商业的和谐共
舞 。 如今 剑走 偏 锋的 “ 会 所

./0”，不但文保效果成
疑，更人为筑起了一道金色

的篱笆墙，让那些热爱
文化和旅游的普通
民众，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

文保与商业能否兼得？
王大可

把古建筑改建成会所，早就不是新闻。

2011年北京某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被辟成私

人会所的消息曝出后，触动了媒体的敏感神

经。此后，一系列古建筑、同时也是文物保护

单位存在经营性产业的新闻被挖了出来：在北京，

有太庙、天坛、北海、颐和园，在各地，有承德

避暑山庄、云南的洱海和杭州的西湖。现在，就连福

州的三坊七巷里的会所也进入了舆论监督的视线。

国家对古迹保护有明文规定。哪些可以开发，哪

些必须保护，各地规定不算少。但是，细则再多也不

能涵盖所有，况且不少规定制定年头早，一些细节早就

不能与时俱进。

根据《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则》第十二条规定，“禁

止利用古建筑当旅店、食堂、招待所或职工宿舍”。规

定出台的年代，“会所”还是新鲜事物，还没几个人知

道，“会所”之类的字眼，自然也不会列入规定范畴。

对于无孔不入的资本而言，这恰恰是可钻的漏洞。于

是，今天在古建筑里开设会所，就具备了

“法不禁止即可行”的合理性。诸如弥补维

护经费不足之类的说法，很多时候也就是个

借口。

在古建筑里开会所，另一个理由看起来堂

而皇之———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然而，

但凡会所，门槛就不低，动辄几万元的入会费，固然

为少数人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大开方便之门，却将更多民

众挡在了门外。

不仅如此，私人会所常常被“神秘”色彩笼罩，想

要加入也要专人引介。这迎合着某些新富阶层“特权”、

“与众不同”的消费心理，但也撩拨着普通民众对此异常

反感的神经。

的确，由于经费拨付不足和管理规则缺位，不少古

建筑里的会所问题常常面临无解。想要在文物保护和商

业牟利之间寻找平衡，眼下能寄予希望的，除了舆论监

督的压力，恐怕就是文物保护单位了。

翻开这样一组数据，我们看到了宁德市后发赶超的
流星大步：%+,%年，宁德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亿
元，跨过千亿目标；财政总收入 ,+232亿元，跨过百亿
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跨过两万元
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 "+1$元，向万元目标迈近……

通中谋变

宁德拥有占全省三分之一的海岸线，却有山阻隔；
纵有港，却路难达。要加快发展，宁德绕不开这个难
题。

善弈者谋其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宁德市投资上百
亿元，先后打通连接福州的飞鸾双洞、改造 ,+2 国道、
修通罗宁高速公路，南联北接的通道逐步打开。%++"

年 "月，温福铁路开通运营，宁德率先跨入高铁时代。
转身向海，宁德的港口建设风生水起。三都澳港区

城澳作业区，正在建设 ,个 2+万吨级泊位、,个 ,+万
吨级多用途泊位，计划今年 1月建成。与大连港集团合
作的漳湾港口作业区项目也加快推进。

%++( 年至 %+,% 年，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32(亿元，曾经的闽东山区，已成为南承北联、西进
东出、通港达海的陆海交通密集区，具备了承接经济发
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能力。

厚积而发

宁德发展，支撑在项目。

%++! 年 " 月，投资近百亿元的大唐火电厂落户福
安湾坞半岛，一期两台机组并网发电。随后，中海油、
中广核纷纷投资宁德，目前与宁德对接的央企达 %% 家
之多，开工的央企项目超过 ,+个。

交通瓶颈突破，道口经济喷薄而出。宁德海西工业
园、福鼎边贸工业园、东侨工业集中区、漳湾工业园区
……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群、土地集约”的原则，
园区建设规划不断完善，功能定位和产业配套进一步明
确，产业集群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大园区承载大项目，临海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成为宁德加快发展的新引擎。仅去年上半年，宁德
市就抢抓机遇，创新招商机制，共签约合同项目 "!$

个，总投资 ,!1!3'1 亿元，同比增长 '+3,4，提前半年
超额完成全年招商引资任务。其中，三产超过 2&4，数
量和投资额首超二产。
“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引进一家企业形成一

个园区、成就一个集群的故事，在闽东持续上演；从
“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产业布局愈趋合理，宁德
市后发优势日益显现。

观念在变，发展方式在变，作风同样在变。“带着
问题下去，带着思路回来”、“问题在一线解决，责任
在一线落实”……“四下基层，四解四促”活动在
密切干群关系的同时，也促进了作风的转变，推动
了效能的提升。

冲出山门跃龙门，宁德在崛起。

且看宁德“流星大步”
黄少鹤

古宅改会所，悠着点
王 昭

海西进行时海西进行时

本报福州电 （季宇彤） % 月 2

日，福州高速上新增的 ' 套高清探
头、'套高清视频录像正式启用，护
驾路程长达 2&&公里，其中沈海线八
车道路段完全实现“无缝监控”。同
时，福州高速交警已启动春节黄金周
平安保畅出行预案，全警上路。

春运期间，福州高速日均车流量
可达七八万辆车次，车流量将是日常
的数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吴宏宇工
程师表示，高清视频以点位为中心，
半径为 $&&米，即“可视频监控周围
, 公里范围，完全是高清的全程录
像”。其作用在于对高速路上违法停
车、占用车道等行为进行取证录像，
发现事故及时通报。

我
是
怎 么 回 家 的

春节近了，无数离家

的人们又踏上返乡路。无

论从福建离开，还是回到

闽地的人们，再次加入这

人类社会最大的迁徙之

旅。让我们看看不同人的

归乡路吧……

!日前，泉州秀涂边

防派出所在辖区开展“爱

心车票送学子，情暖万里

返乡路”活动。官兵们捐

款购票，帮助辖区秀江中

学的 13名外来贫困学子

踏上返乡路。

接过车票，学子心中

充满欢喜。

黄子强摄影报道▲2月 5日，福州下起立春后第一场雨，

200多名骑摩托车返乡的江西籍外来工全副

“武装”，早早汇集在一起向“家”的方向进

发。一对江西籍外来工夫妇向送行的福州市民

致意。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2月4日，在广西桂林务工的80后工人吴伟谦（前右二）

和几名福建惠安老乡选择乘坐飞机回家。吴伟谦说，飞机票只比

火车票贵300多元，但是快多了。 李 凯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 2月 6日电 （记者温晔）
来自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的最
新消息说，今年 !月该区新设立台资
企业 !! 户，占同期福建全省新增台
资企业的 ""#。

统计数字显示，新设立的 !! 户
台资企业注册资本逾 $%!万美元，投
资总额逾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万多美元。

至此，平潭台资企业达到 ()户，
占当地外资企业总户数的近七成，注
册资本达 !*+,亿美元。

$%!% 年设立综合实验区以来，
平潭 )年投入千亿元人民币，重点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福建加快平
潭“两岸共同家园”建设，探索“放
地、放权、放利”的途径与措施，更
是成为平潭吸引更多台商参与开发建
设的“卖点”。

福建积极推进平潭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截至目前，福建省授予平潭综
合实验区 (, 项省级行政职权，今年
平潭还将加快“一二线”口岸监管设
施建设，力争年内启动实施新的通关
制度。

八闽来风八闽来风

台资持续看好平潭

赴台季节性包机
武夷山最快3月开通

福州高速：
增设监控保安全

本报福州电（刘深魁、张莹）今年春运期间，福州火车站与台湾
“立荣航空”合作，联手推出“‘小三通’动车一条龙服务”的特色票
务服务。台胞只需凭相关证件，就可在岛内各大机场的“立荣航空”
专柜，提前购得大陆春运火车票，同时还可享受铁路部门在码头或机
场的专车接送服务。
“在台湾就可以提前买好返乡探亲的火车票，实在省时省力，再不

用担心在火车站买不到票了！”得知福州火车站推出“岛内可购春运火
车票”的特色票务服务，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就读的台生周月高兴地说。

此前，台胞返乡探亲，一般都是抵达福州或厦门后，再赶到火车
站购买火车票。春运期间票源紧张，难免影响行程。推出这项两岸票
务服务，台胞在岛内提前购买到春运火车票，解决了台胞返乡探亲旅
游的后顾之忧。截至目前，春运购票开放以来，在台湾跨海预购火车
票业务十分火爆。

福州火车站还提供诸多亲情服务。如设立“台胞接洽中心”，推
出闽南语服务；将车站的特色服务品牌———“王威服务台”外移至站
前广场中央，全天候值班；设立服务电话，
实施 %2 小时接听，为广大台胞在购
退票、旅游探亲、投诉受
理和志愿者服
务等方面提供
咨询。

两岸推出票务合作

台湾也能买春运火车票

据《福建日报》消息，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日前全文对外发布《福建省海岛
保护规划》，确定重点开发东山岛、大嶝岛、小嶝岛等 %%个有居民海岛，优化开
发厦门岛、鼓浪屿、湄洲岛等 !个有居民海岛。此外，规划将适度开发 $!%个无
居民海岛，并就如何成为“岛主”作了规定。

福建省所管辖海域内的 %%&2个海岛都纳入规划，其中有居民海岛 "&个，无
居民海岛 %,,2个。

在 %,,2个无居民海岛中，!2&个为特殊保护类海岛，其中东沙岛、牛山岛、
东碇岛等 ,%个海岛为领海基点岛，将禁止在基点岛实施开发利用活动。

规划确定了 $!%个无居民海岛，这些岛屿可进行适度开发利用，根据不同功
能进行开发：厦门宝珠屿等 ,!%个为旅游娱乐用岛，福鼎牛栏屿等 (!个为交通
运输用岛，霞浦小目岛等 "1个为工业与城乡建设用岛，连江燕屿等 ,&%个为渔
业用岛，福清过屿等 '个为农林牧业用岛，平潭峻山岛等 2'个为可再生能源用
岛，罗源上担屿等 ''个为公共服务用岛。

据了解，无居民海岛最高使用期限为 $& 年，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当“岛
主”。

申请人应提交海岛使用申请书、坐标图、使用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
方案、相关资信证明材料等申请文件。开发利用必须符合海岛保护规划的要求，
开发利用方向须与海岛保护规划中的海岛功能定位一致，并制定海岛开发利用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当然，申请在得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后，须获得国务院或
省政府审批。

不过，要当“岛主”也不是无偿的，单位和个人还须按照规定缴纳海岛使用
金。

福建开发多座无人岛
人人都可应征“岛主”

报载，福州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一些名人故居和
古建筑被出租经营，还出现了消费不菲、门禁森严的富贵“私
人会所”。但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和文物保护要求，三坊七巷内
的商家不允许搞私密会所，至少前厅范围要对公众开放。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

巷子里的“会所”

位于福州南后街 "( 号的禅怡会所，淡淡的薰香味弥漫其
间，大小各异的佛像、木雕、脱胎漆器静静地躺在橱窗内。绕
过一座屏风，在禅怡会所内部，还隐藏着一座别有洞天的小院
落，里面茶艺包厢、饮品雅座一应俱全。

据三坊七巷营销中心主任陈劲介绍，在南后街像禅怡会所
这样的以“会所”为主题的商铺逐渐增多，并将继续增加，
“位置将向深处延伸，吉庇巷、文儒坊将是主要开发目标”。目
前，吉庇巷、文儒坊的 $个院落已对外招商，主题为民居建筑
文化交流会所与咖啡、红酒、茶文化的时尚会所。

据媒体报道，曾是明朝兵部尚书林瀚故居的一处古建筑，
现在也成为“晋江会馆”的“顶级红”会所，采取会员制，入
会标准为一次性充值 %万元至 !&万元不等。文儒坊 $'号原为
清末民初海军将领、闽江口要塞司令许济川的故居，现已成为
挂名“文儒九号”的高档酒楼会所，主打菜品为一份 !((元和
2$(元两个价位的闽菜精品“佛跳墙”。服务员说，该店的特色
菜肴还有售价 ,!&& 元一斤的娃娃鱼，“十个人吃个万把块很
正常”。

古建筑“华丽转身”

三坊七巷完整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坊巷格局和明清时期的历
史建筑，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林纾等近现代历史
名人都曾经留下足迹。在这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处可见：
水榭戏台、小黄楼、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二梅书屋、沈葆
桢故居……现存建筑中，明文规定保护的有 ,$"处。

而网上的招商项目显示，吉庇巷 (%号含 "&号二进，将引
进福建民居建筑文化交流会所，要求经营房地产、建筑工程设
计相关行业，总建筑面积约为 ,%&& 平方米，注册资金不低于
,%&&万元人民币。

在 ./0 跑步发展的今天，文化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博弈异

常激烈。古建筑“华丽转身”，一变成为豪华会所，其经济利
益被最大化开发出来，折射出的却是我们在民族历史文化保护
与传承上的匮乏。

整个三坊七巷中，哪些属于文物保护建筑不能进行商业经
营，哪些是历史建筑或老房子可以出租经营，其负责机构管委
会都应该有个清楚明白的“账本”。现在，原则上不应对外招
租的，却搞起了商业经营；租赁合同约定至少前厅要对外开放
的，却成了私密会所。凡此种种，蕴含的灰色逻辑是“文化敌
不过商业化”。

“会所GDP”剑走偏锋

对于部分宅院成为“富贵”会所的质疑，福州市
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矗说，
整个街区不可能全部搞成静态
的博物馆，而是按照“体
验人文消费文化”的
要求进行“活态
化营运”。对于有
些“会所”闭门

谢客的行为，林矗表示，这与商家的经营理念和成本压力有
关，比如寿山会馆之前一度对外开放，但水电、安保等各种费
用马上就上去了。“商家以利为先，管理部门注重文化特色，
两者之间要不断进行沟通协调。”

从媒体和公众对“会所”现象的持续关注不难发现，目前
文保与商业化协调的效果并不理想。坊巷内的“原住民”、安
民巷 !&号房主曾世康说，配套一些餐饮、休闲场所是应该的，
但有关部门不能受经济利益的过度驱使，应避免破坏坊巷的文
化生态。同时，要让更多老百姓进得去、看得起。

从传统士大夫府第过渡到现代旅游景区，加入了海峡旅游
景区联盟的三坊七巷，回归文保和旅游结合的传统路子，打造
“无烟工业”，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成都宽窄巷是一个可作比照

的正面例子，较好实现了文保与商业的和谐共
舞 。 如今 剑走 偏 锋的 “ 会 所

./0”，不但文保效果成
疑，更人为筑起了一道金色

的篱笆墙，让那些热爱
文化和旅游的普通
民众，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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