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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21时许，中国现存最长的古代木
拱桥万安桥失火烧毁。福建屏南县委宣传部
于8月6日23时发布的火情通报称，“目前，现
场明火已全部扑灭，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正
在调查当中。”

一问万安桥何以失火焚毁？
万安桥位于福建省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

为五墩六孔木拱廊屋桥。桥长98.2米、宽4.7
米，舟形墩，不等跨，最短拱跨为10.6米，最长
拱跨为15.2米。桥屋38开间、用柱156根，穿
斗式木构架，双坡顶，两侧设木凳。

据《玉田至略》记载该桥始建于宋朝，距今
已有917年历史。清康熙四十七年遭火焚，乾
隆七年（1742年）重建，后历代都有修葺。2006
年5月25日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公布为第
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木拱廊桥是我国传统木架构桥梁中，技术
含量最高的品类。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称：廊桥“在世界桥梁史
上惟中国有之”。2008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
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年后，这项营造技艺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屏南县志》记载，屏南境内的木拱廊桥
有50多座。万安桥焚毁后，现存12座始建于
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木拱廊桥，是中国拥有
木拱廊桥数量较多的县份之一。

据多位长期关注廊桥的摄影爱好者影像
留资显示，万安桥上并未设有香火佛龛，夜间
游客稀少，那么，火势从何而起？

二问古廊桥文物遗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
屏南当地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古廊桥。值

得一提的是，2021年7月27日，屏南县人民法
院、屏南县人民检察院、屏南县文化和旅游局、
人保财险屏南支公司、长桥镇人民政府、棠口
镇人民政府、寿山乡人民政府等多个部门签约
廊桥文化遗产保护司法协作，并为屏南县廊桥
文化遗产保险签约。

首批司法协作文化遗产保护投保对象为
该县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百祥桥、千乘桥、万
安桥，这也是福建省首例“司法+保险”保护古
廊桥模式。

据“屏南法院”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屏南县
古廊桥文物保险保护协议，在保险期内，因火
灾、爆炸、雷击、暴雨、洪水等原因造成廊桥毁
损，对由此产生的修复费用或原址重建的费
用，由人财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赔偿。每座桥
投保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有效期限一
年。

如今一年期限方过，万安桥突发火灾，且
起火原因不明。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救火视
频显示，万安桥上没有布设消防水管、灭火器
稀缺，民众用水桶救火，火势熊熊无法扑灭令
人隔屏绝望。

截至8月7日0时36分，屏南县官方通过
公众号“全景屏南”重新发布《关于屏南县长桥
镇万安桥的火情通报》增加了一句话：“下一
步，屏南县将对火灾情况进行评估，并全力做
好修缮等后续工作。”

我们依然要追问，古廊桥文物遗产保险是
否及时续签？古廊桥文保遗产是否得到了有
效保护？

三问如何不让廊桥成遗梦？
古廊桥之美，在于不用一钉一铆榫卯连接

之技，在于高山沟壑间长虹卧波之景，更在于
当地人信俗寄托于廊桥之民风。木拱廊桥多
分布于浙闽交界，在浙南闽北山区县市中还保
存着百余座宋代以来的木拱廊桥，以浙南和闽
北的泰顺、庆元、寿宁一带为多。

仅在福建屏南县，当地人描述这些“秘境
桥踪”：有全国现存最长的万安桥；有跨度仅
10 米的十锦桥；有五墩六孔的，也有两墩三
孔、一墩两孔的，还有单孔跨度达35米的，被
誉为“江南第一险桥”的百祥桥；有被桥梁专家
茅以升和省内外许多桥梁专家誉为我国木拱
桥“典范之作”的龙井桥，还有被设计成雄鸡展
翅形的千乘桥……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请地系
浙江庆元、泰顺，福建寿宁、屏南四地，如今每
隔4年，四地轮流撰写履约报告。

近年来，项目所在的省、市、县都对各级传
承人的传习活动发放专项资金，鼓励民众参与
造桥活动。据了解，近4年来，浙闽两地通过
募款捐建，新建了32座木拱廊桥，传承人队伍
也有所扩大，由33人增加到52人。

不过，近年来，木拱廊桥保护状况堪忧。

一是依然难御自然灾害和火害威胁，2016年，
浙江泰顺县有三座古廊桥在台风袭击中被损
毁。除被洪水冲毁外，闽北武夷山的余庆桥、
建瓯步月桥都毁于大火。

二是社区实践蓬勃发展但年轻人的参与
度有限，如何实现代际传承仍是有待解决的问
题。寿宁县一位年轻建筑系大学生成为木拱
廊桥传承人后向记者坦言，在深山修建廊桥，

“寂寞难敌”。
目前，福建省寿宁县、屏南县、周宁县、政

和县，浙江省泰顺县、庆元县、景宁县正抱团申
遗。闽浙两省七县22座“闽浙木拱廊桥”已于

2012 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

自 2019 年浙闽七县组建工作组委会以
来，修改完善《中国闽浙木拱廊桥保护与申遗
县市联盟章程》，内容包括抢救濒危木拱廊桥，
建立县市申遗合作协调机制，组建浙闽两省申
报机构等。七县定期召开县市联席会议，研究
木拱廊桥发展政策，启动申报木拱廊桥世界文
化遗产程序，共同编制申遗行动计划、制定浙
闽木拱廊桥保护规划等。

多位文保人士向记者表示，古廊桥保护迫
在眉睫。“‘保护、传承、利用’始终是文物研究

的三个关键词，而其中保护工作是排在首位
的，在研究木拱廊桥方面，也是如此。”一位文
保官员如是说。

著书《编木拱桥》的建筑历史学者刘妍则
提出更为犀利的观点。刘妍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其实万安桥在民国时还是一座伸臂
桥，1932 年复建时改为编木拱桥。它见证了
晚清民国间编木拱桥在闽浙间突起的热潮。

“这种热潮中，很多‘本不需要编木拱结构’的
中小跨度规模桥梁被建成了编木拱，跟今天的
非遗热潮下编木拱的‘重兴’有相似。”

刘妍介绍说，民国时期万安桥由黄春财祖
父建造。1954 年万安桥被冲毁两跨，黄春财
随其父重建之。2014年黄春财在白水洋建3
跨大型木拱桥。“因此万安桥焚毁，从文物上自
然是极痛心事，技术传承上却并非不能恢复。”

“客观地说，黄家于1932 年、1954 年建的
桥，秀美和谐、‘舒服’‘讲究’，2014年建的桥，
却显得僵硬失调。”刘妍指出，同一个家族的技
术传承、甚至同一人的技术手法，为什么
1932年、1954年能令人愉悦，2014年则差强人
意？“那么2022年之后，若是万安桥的再度由

‘传统匠人’重建呢？它将会是传统的延续、还
是假古董呢？这里面建筑学能够给出的解答、
做出的专业指南又在何处呢？”本报综合消息

三问900年的万安桥失火焚毁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邹多为）海
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外贸克服诸多不利影响，实现较快
增长。

具体来看，前7个月累计，我国出口13.37
万亿元，增长14.7％；进口10.23万亿元，增长
5.3％；贸易顺差3.14万亿元，扩大62.1％。

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外部环境趋紧、
疫情短期冲击等诸多不利影响，前7个月累
计增速达到两位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说：“其中，7 月当月进出口同比增
长16.6％，延续了5月份以来外贸增速持续回
升态势，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

献。”
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地区外贸持续快

速恢复。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进
出口同比增长11.7％，比上半年增速加快2.5
个百分点；7月当月同比增长25.7％，对全国
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成。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前 7 个月，东盟、欧
盟、美国和韩国是我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分别
进出口3.53万亿元、3.23万亿元、2.93万亿元
和 1.39 万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3.2％ 、8.9％ 、
11.8％和8.9％。

记者还注意到，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同比增
长 19.8％，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同比增长7.5％。

从外贸主体看，随着一系列助企纾困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
发。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
的外贸企业数量52.6万家，同比增加5.8％。
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1.8 万亿元，增长
15.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0％，继续发挥外
贸“主力军”作用。

从出口货物品类看，前7个月，我国出口
机电产品7.57万亿元，增长10.1％，占出口总
值的 56.6％。其中，汽车 1757.4 亿元，增长
54.4％。同期，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2.41
万亿元，增长15.2％。

进口方面，前7个月，我国铁矿砂进口量
价齐跌，原油、煤炭、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量
减价扬。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公安局了
解到，当地警方日前告破一起特大虚开发
票案，涉案金额达 60 亿元，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47名。

据办案民警介绍，去年11月30日，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线索
称，该市多家公司涉嫌虚开发票。警方调
取工商、税务及资金流向资料发现，这些公
司均无实际经营地址和实际业务，法人对名
下公司在做何业务也一概不知。于是，乌兰

浩特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及打击行动
指挥部，梳理案件线索，逐步核实出本地有
41家以咨询、管理为名的“空壳”公司。

侦查过程中，民警发现该案涉及全国
多地。经过 4 个月的缜密调查，警方查实
以王某为首的虚开发票团伙在安徽省亳州
市、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分别注册成
立“空壳”公司，自2019年以来向全国18个
省份、26 家企业虚开发票，价税合计达 60
亿元。

不久前，乌兰浩特市公安局派出警力
到安徽省亳州市进行侦查，成功锁定犯罪
嫌疑人王某等人的藏匿地点。7月26日凌
晨，该局出动210名警力在兴安盟、锡林郭
勒盟、安徽省亳州市等地进行集中收网，成
功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7名，现场扣押电
脑 60 台、手机 100 部、公司公章 480 个、银
行卡560张，冻结资金3800万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综合消息

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
8月6日通报称，近日，有媒体发布“游客参加
低价游被导游要挟购物：知道你家庭住址，一
辈子就买一次”等类似视频信息后，迅速组织
执法力量开展调查，并及时联系到发布视频
的网友，了解具体情况。

经调查，视频信息中的录音为导游沈某
某在提供导游服务过程中的部分讲解内容，

其言行涉嫌变相强迫游客购物；云南国中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存在未征得游客同
意，将游客委托给其他旅行社接待等违法违
规行为；大理大香格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存
在未与游客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安排团队到
指定购物场所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此，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
督局已责成有关州市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

对涉事旅行社及涉事导游依法依规快速查
处，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希望广大网
民和游客朋友们谨慎选择旅游产品，共同抵
制“不合理低价游”。游客在云南旅游期间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及时通过“游云南”
App、“游云南”微信小程序和12345政府服务
热线进行投诉或办理“30天无理由退货”。

本报综合消息

我国前我国前77个月外贸实现较快增长个月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云南通报“游客参加低价游被导游要挟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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