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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抛荒地，打造具有山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如针对

（2）建立外来资本准入机制。地方政府要加强对

发生杨梅病害的老基地，可以采取改种黄桃、枇杷等

区域的全域规划和产业规划，加强“资本下乡”土地

果树的应对措施，或者结合松材线虫病的迹地更新，

用途管制执法检查等，设置负面清单，防止乡贤下乡

发展新品种的杨梅基地。

资本打着农业开发的幌子建设住宅，侵害农民利益。

（2）推进产业的“接二连三”。要通过空间谋划

股金+薪金”三金模式，有效建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与产业融合发展，以农产品生产

不仅可带动项目所在地农民增收致富，也极大地发

基地、龙头企业、产地市场为核心，打造从生产、加

挥了农民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村集体

工、流通到观光、休闲的“接二连三”全产业链，提

与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

高西部生态农业的附加值。建立市级产业化资金，将

（4）探索建立风险保障制度。针对农地流转尤其

政策扶持重点从生产环节转向加工、营销等后续带

是规模化的土地流转，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

动性环节。

金制度，完善土地流出农户的社会保障，同时还需防

（3）促进产业“触电上网”。现代信息技术使传

范规模化农地流转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此外，针对

统农业实现了从自给自足到高度市场化、高度科技

农民的入股土地，采用优先股形式，不承担经营的风

化的转变，提升了农业与包括旅游产业在内的其他

险，切实保障农户的承包经营权。

预订、认养、定制等网上销售模式，让西部乡村的土
特农产品“触电上网”，拓展销售渠道。

２．完善政府服务供给
（1）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投资边界。细分投资区块，
明确基建投资归属。提高设计规划的精细化程度，提

４．加强要素保障供给

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

力度，降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成本。

的投入，特别是需要强化项目配套设施用地的指标
供给，尽可能降低用地审批难度，利用各种指标渠道
促进项目落地。
（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度、高标

等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准地建设公共配套设施特别是距离村庄“最后一公

抓住重点，谋深项目招大商，充分融合“山水+文化

里”范围内的道路、电力、燃气等设施，为乡贤资本

+休养”等多种元素，进行综合开发，形成爆点效应。

下乡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提供可预期的前景，

基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多种形式为全市
乡村提供项目服务、土地和农房流转服务、农村金融

——以温州瑞安市为例
黄春翔，苏中祥，何光明
（温瑞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浙江 瑞安 325200）
[摘

要] “温州人民的母亲河”温瑞塘河是温州至瑞安的第一大河，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新时代推动塘河文化与“月光经济”融合发展，应进一步研究、挖掘和弘扬底蕴深厚、内容丰富的千年塘河文化，根
据“优化功能、融合活力、集聚要素、改善环境、提升质量”的目标与思路，着力培育月光经济新形态，加强月光经
济活力以及规模，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夜生活需要。
[关键词] 塘河文化；月光经济；融合发展；温州；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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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ng Wenzhou Ruian City as an example

道路、农田水利、消防安全、农业污染源治理等方面

（3）打造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以乡村大数据为

塘河文化与月光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

向农业农村集聚；可探索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

路、农田水利、地力提升、农业污染源治理等的扶持

础设施建设的重大项目。要充分运用PPP模式、众筹

DOI: 10.13669/j.cnki.33-1276/z.2021.062

工作。引导大学生、工商业主、退伍军人等各类人才

人才引进，尤其是农村高端技术型专业人才的招引

（2）加大对项目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项目相关

态休闲产业带的扶持力度，重点支持产业发展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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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Wenruitang River and Moonlight Economy

（1）加大对乡村人才的招引力度。制定出台农村

前做好规划审批。建议加大对较大规模的涉农项目道

（2）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大财政资金对西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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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创新“租金+

布局，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强

产业的关联度 [6]。大力推进农业电商，通过推行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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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Chunxiang, Su Zhongxiang, He Guangming
(Wenruitang River Culture Develop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Ruian, Zhejiang, 325200)
Abstract: Wenruitang River, the mother river of Wenzhou people, is the largest river from Wenzhou to Ruian,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Wenruitang
River culture and moonligh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it is advisable to study, mine and promote the millennium
Wenruitang River culture with profound cultural richness and abundant content. Based on the goal and ideas of
“optimizing functions, integrating vitality, gathering elements, improving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ultivate a new form of moonlight economy, and strengthen the vitality and scale of moonlight economy, so as
to continuously meet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nightlife.
Key words: Wenruitang River culture; moonlight econom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nzhou

减少不确定性。
（4）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政府资金整合

文明源于河流，几乎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中华
[1]

市文化特色和氛围，提高城市品位。温瑞塘河早在东

与统筹，健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推进农村

文明的先河就是以水为特征的 。一个城市内河常常

晋时就已基本形成，其主河道古称南塘河，明清时称

“政策性”资金配置与“商业性”资金配置有效衔接，

同其城市发展历史紧密联系，城市内河凝聚着城市

为七铺塘河，是瑞安境内十分重要的内河水系。主河

（4）打造多领域项目推介平台。建立健全项目招

引导商业信贷资金投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农民资

发展史、人文特色，是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文化的承

道北起鹿城区小南门跃进桥，向南流经梧埏、白象、

商推介机制，对外发布乡村振兴项目信息，宣传推介

产受托代管融资，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融资的可行性。

载者，不断陪伴着城市发展成长。目前更多城市意识

帆游、河口塘、塘下、莘塍、九里，再向西至瑞安市

投资环境，建立完善招商引资网络，组织承办具体项

５．通过改革激发产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到，城市内河是打造文化与景观的核心，最能彰显城

城关东门白岩桥，全长 33.85km。正常水位时河面一

服务、人才市场等多种服务功能。

目路演和推介活动，提供相关投资政策咨询服务。
3.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1）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改革和“ 三位一体”改革进程，深化农用地“ 三权

（1）引导村集体做好村企对接。政府要发挥引导

分置”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创新性推进农村宅基

功能，促进乡贤和农民的有效沟通，寻找双方利益汇

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闲

合点。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实现多种形式的土

置农房。加强人才改革，开展系列行动，鼓励本土工

地流转。

匠、乡贤等人才回乡创新创业，通过（下转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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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祥（1981 — ），男，浙江瑞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塘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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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宽度为50m，最宽处超过200m，最窄处仅13m。不

代，人们对夜间消费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精神方

瑞安市塘河文化资源的特色与优势，对于新形势下

城市的优秀案例，充分挖掘本地优秀传统文化，打造

仅是温瑞平原上的一条生命线，更是凝聚着传统文

面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强烈，可见，文化与月光经济的

发展月光经济有重要意义。

真正具有温州特色的月光经济。如每年举办塘河文

[2]

化、自然景观、城市精神的综合体 。近年来，塘河

融合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有效手段。

发展月光经济，需完全挖掘当地夜间休闲资源、

化节、建设温瑞塘河文化博物馆。

流域各市区致力于开发塘河文化价值，创造塘河文

１．有助于夯实月光经济的产业基础

场所项目，有机融入自身文化特色，创建休闲娱乐项

化品牌，结合月光经济，使塘河文化产业化、市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塘河沿岸的历史印迹也在

目 [4-6]。如温瑞塘河文化发源地忠义街，是瑞安“最

消失，一些传统的街区格局、河街形态被现代潮流给

有历史韵味”的一条文化街，是城市文脉、历史记

淹没。塘河的传统文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而失

忆、文保单位聚集地，也是城市商业中心、人流集散

１．以贯彻落实条例为重点提升融合力度

落，民间治河经验、民俗民风、民间曲艺等贴近老百

中心，一举拿下了全省组织的“开门一件事”最佳实

2010 年 1 月，
《 浙江省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条例》

姓生活的文化底蕴逐渐被遗忘。

践案例。忠义街致力于打造展现清末、民国风貌的步

化，成为体现瑞安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名片。

一、塘河文化的内涵
相传东晋堪舆学家、文学家郭璞，在修建温州
郡城时，巧妙地引“三溪”之水入城内河网，北开一

三、温瑞塘河文与“月光经济”融合发展的
路径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对保护温瑞塘河沿岸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都需要广泛

行街区，有机串联玉海楼、利济医学堂、心兰书社等

水门，流入瓯江，控蓄水量，调节吞吐，
“一街一渠，

的传播和教育，塘河文化也不例外。该如何用我们

文保单位，建设蓝夹缬、木活字印刷等非遗文化以

（1）广泛宣讲《条例》内涵，开展《条例》专题

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瑞

的双手拯救母亲河？该如何让生生不息几千年的塘

及温州鼓词文化、传统工艺文化展销馆等，都是发展

讲座进村居等“十进”活动，为了把青山绿水还给子

安也按郭璞筑城治水之策，筑城挖河。温瑞塘河水系

河文化发扬光大？必须广泛开展塘河文化宣传教育，

“月光经济”可充分结合的优势资源。以“忠义街夜

孙后代，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治水主体作用，把

形成雏形后，在唐、宋、明、清等朝代至民国时期及

让塘河文化深入人心，掀起一个全民动员、全民治河

市”为主题大作月光经济文章，重点应放在产业结构

“政府单兵作战”质变为“全民集体参战”，引导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得到了不断的整治和疏

的热潮。

上，将灯光亮化和辅助设施建设作为手段，以“文创

争做治水践行者，着力谱写全民治水、全民发动、全

2018 年7 月1 日瑞安市成立了温瑞塘河文化发展

灯光+文旅运营”形式，利用文化创意灯光场景、文

民监督的干群合力治水新篇章。

促进会，使塘河文化挖掘、研究从零打碎敲开始走

化旅游运营内容创造，建立“光技术+光艺术+光文

逐步形成的。因此郭璞选城址，既为温瑞塘河流域发

向政府和民间共同发力的联合之路。到目前为止，塘

化+光经济”的思维新体系，创新驱动旅游全域化、

位。完善塘河文化开发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水岸同建

展规划了空间，又把中国传统的建城、居住的观点融

河文化发展促进会已整理、编辑出版了《至美塘河》

城市景区化、消费全时化和文化休闲化，打造“光影

机制，开展保护温瑞塘河历史文化的历史遗迹。遵

浚，成为了大自然和人类共同打造的杰作。
塘河文化，是在参与这个大生态系统的互动中，

的文化遗迹及生态景观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进一步明确温瑞塘河文化开发建设的目标定

入进去，不仅是传统文化和本地生态环境的一种完

《塘河文化》
《七里塘河》等乡土读物；策划播出六期

创新体验产品”。就2020 年，忠义街的夜市接待游客

循“生态优先、景观美化、文化彰显、交通联动、水

美结合，更是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环境哲学理

《至美塘河》电视专题片；2018 年组织召开海安塘河

达 223 万人次，实现旅游休闲收入约 5 000 万元，带

岸同兴”原则，打造塘河文化生态景观带，全力构筑

念 。表现的是传统文化对环境的紧紧依附，是中原

文化研讨会、龙舟民俗考察研讨会等；2019 年召开

动了瑞安市月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的增

文化在温瑞平原的落地。塘河文化成形的标志性事

由国内知名文化和治水专家、学者参加的温瑞塘河

收等。

件包括王羲之控五马出游塘河赏荷花、谢灵运游塘

文化高峰论坛；每年开展“漫步塘河”寻根之旅、温

内外许多城市在建设中着重强调河流文化目标的体

河写下多篇诗赋。而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在塘河之

瑞塘河采风考察等系列活动。2020 年成功举办温州

３．有助于塘河流域各镇街的共同开发与经济
合作

畔形成，则显示出塘河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

市第一届“话说千年塘河”朗诵大赛，充分挖掘塘河

温瑞塘河文化是温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瓯

“桨声灯影”秦淮河，杭州的“印象·西湖”，漓江的

两岸悠久的诗词文化，传唱瑞安方言，取得社会轰动

越文化”的核心主干。温瑞塘河沿岸的历史文化见证

“印象·刘三姐”，陕西安康打出了中国“西北水城”

产名录的历史建筑文化、桥梁文化、名人故居文化、

效应。组织塘河文化专家为主塘河第一期景观带建

了温州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温州社会的

的旗帜，山东滨州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地市级水文化

园林文化、庙塔文化、榕亭文化等物质文化遗产，还

设融入文化元素出谋划策，如拱瑞山华灯齐放，光彩

历史变迁。沿岸有关政府部门要以水脉汇聚温瑞塘

馆等等。要借鉴他山之石，深入挖掘温瑞塘河沿线民

包括因塘河而产生的水运文化、农耕文化、诗词文

耀眼，犹如温瑞塘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瑞安人民

河文化长廊，展示母亲河独特魅力。

居文化、温州人创业史、木活字印刷术、蓝夹缬技艺

化、饮食文化、民风民俗、民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

夜游休憩提供了绝美去处。瑞安辖区塘河段的文化

当前，温瑞塘河流域面临着共同的生态环境保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塘河水运文化的挖掘，加

产，以及塘河流域的学术思想、名人名家、民间故事

十景也在酝酿中，包括东门古埠、拱瑞遗风、东街新

护、文化资源开发和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但不同区

快推进塘河水运文化与月光经济全方位、立体式的

等，所有这一切历史文脉是城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韵、塘西竞渡、塘口怀古等。这些精彩纷呈的塘河文

域尚处于“各有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尴尬局面。

产业链。

的组成部分，是城市的灵魂和根基，形成了一个百花

化资源的研究、保护、开发、宣传和利用一旦充分结

近年来，瑞安市政府在塘河文化资源的考察、研究和

２．以促进消费升级为重点提高融合活力

齐放、包罗万象的立体式文化空间，可总概括为“塘

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产业阵地，这将为提炼瑞

开发、利用方面已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无论是南

改变消费水平和结构，提升温瑞塘河文化与月

河乡愁文化”。

安市月光经济产业结构内涵注入灵魂和思想。

戏、莲花、道情、花鼓、弹词等戏曲文化，划龙舟、

光经济融合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条件

２．有助于文化休闲、旅游等产业发展

抬猪等民俗文化，九里汇等河居文化、忠义街玉海楼

是消费，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正比。提高消费

瑞安作为“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其经济发

等名人文化、肇平垟纪念馆等红色文化等，都为塘河

水平将会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想要加强塘河文

达、文化遗产丰富，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东

两岸区域经济大幅度提升做出努力。因此，把相对分

化与月光经济融合发展的活力，必须努力促进人们

“月光经济”又称“夜市经济”
，是以服务业为主

南小邹鲁”之美誉。瑞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瑞安市

散、各自为战的本区内旅游文化景点整合成一个塘

夜消费活动的升级。从需求侧视角，必须将消费者权

体的城区经济在夜间延伸的一种经济现象，包含夜

常住人口已达 143.79 万人，约有 56 万流动人口，每

河文化大体系，以推动整个塘河流域文化资源的大

益列为首位，加强夜消费合法权益的保护，创新夜生

间文化演艺、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内容，反映了城

年有超过 1 000 万国内外游客到瑞安参观旅游，并且

开发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瑞安既

活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满足人们自主消费需求，不仅

市经济发展、消费水平和聚集辐射的能力。进入新时

居民的文化需求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因此，着力凸显

是华侨之乡，又是南戏故里、鼓词之乡。可借鉴国外

要增加吃穿用等传统夜间消费，更要培养新兴夜间

[3]

可见，塘河文化不仅包括已经列入省市文化遗

二、温瑞塘河文化对助推瑞安市月光经济发
展的现实意义

“一轴四段十景”的美好规划蓝图。
（3）借鉴他山之石，构筑温瑞塘河文化品牌。国
现，取得了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显著成效。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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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宽度为50m，最宽处超过200m，最窄处仅13m。不

代，人们对夜间消费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精神方

瑞安市塘河文化资源的特色与优势，对于新形势下

城市的优秀案例，充分挖掘本地优秀传统文化，打造

仅是温瑞平原上的一条生命线，更是凝聚着传统文

面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强烈，可见，文化与月光经济的

发展月光经济有重要意义。

真正具有温州特色的月光经济。如每年举办塘河文

[2]

化、自然景观、城市精神的综合体 。近年来，塘河

融合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有效手段。

发展月光经济，需完全挖掘当地夜间休闲资源、

化节、建设温瑞塘河文化博物馆。

流域各市区致力于开发塘河文化价值，创造塘河文

１．有助于夯实月光经济的产业基础

场所项目，有机融入自身文化特色，创建休闲娱乐项

化品牌，结合月光经济，使塘河文化产业化、市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塘河沿岸的历史印迹也在

目 [4-6]。如温瑞塘河文化发源地忠义街，是瑞安“最

消失，一些传统的街区格局、河街形态被现代潮流给

有历史韵味”的一条文化街，是城市文脉、历史记

淹没。塘河的传统文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而失

忆、文保单位聚集地，也是城市商业中心、人流集散

１．以贯彻落实条例为重点提升融合力度

落，民间治河经验、民俗民风、民间曲艺等贴近老百

中心，一举拿下了全省组织的“开门一件事”最佳实

2010 年 1 月，
《 浙江省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条例》

姓生活的文化底蕴逐渐被遗忘。

践案例。忠义街致力于打造展现清末、民国风貌的步

化，成为体现瑞安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名片。

一、塘河文化的内涵
相传东晋堪舆学家、文学家郭璞，在修建温州
郡城时，巧妙地引“三溪”之水入城内河网，北开一

三、温瑞塘河文与“月光经济”融合发展的
路径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对保护温瑞塘河沿岸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都需要广泛

行街区，有机串联玉海楼、利济医学堂、心兰书社等

水门，流入瓯江，控蓄水量，调节吞吐，
“一街一渠，

的传播和教育，塘河文化也不例外。该如何用我们

文保单位，建设蓝夹缬、木活字印刷等非遗文化以

（1）广泛宣讲《条例》内涵，开展《条例》专题

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瑞

的双手拯救母亲河？该如何让生生不息几千年的塘

及温州鼓词文化、传统工艺文化展销馆等，都是发展

讲座进村居等“十进”活动，为了把青山绿水还给子

安也按郭璞筑城治水之策，筑城挖河。温瑞塘河水系

河文化发扬光大？必须广泛开展塘河文化宣传教育，

“月光经济”可充分结合的优势资源。以“忠义街夜

孙后代，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治水主体作用，把

形成雏形后，在唐、宋、明、清等朝代至民国时期及

让塘河文化深入人心，掀起一个全民动员、全民治河

市”为主题大作月光经济文章，重点应放在产业结构

“政府单兵作战”质变为“全民集体参战”，引导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得到了不断的整治和疏

的热潮。

上，将灯光亮化和辅助设施建设作为手段，以“文创

争做治水践行者，着力谱写全民治水、全民发动、全

2018 年7 月1 日瑞安市成立了温瑞塘河文化发展

灯光+文旅运营”形式，利用文化创意灯光场景、文

民监督的干群合力治水新篇章。

促进会，使塘河文化挖掘、研究从零打碎敲开始走

化旅游运营内容创造，建立“光技术+光艺术+光文

逐步形成的。因此郭璞选城址，既为温瑞塘河流域发

向政府和民间共同发力的联合之路。到目前为止，塘

化+光经济”的思维新体系，创新驱动旅游全域化、

位。完善塘河文化开发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水岸同建

展规划了空间，又把中国传统的建城、居住的观点融

河文化发展促进会已整理、编辑出版了《至美塘河》

城市景区化、消费全时化和文化休闲化，打造“光影

机制，开展保护温瑞塘河历史文化的历史遗迹。遵

浚，成为了大自然和人类共同打造的杰作。
塘河文化，是在参与这个大生态系统的互动中，

的文化遗迹及生态景观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进一步明确温瑞塘河文化开发建设的目标定

入进去，不仅是传统文化和本地生态环境的一种完

《塘河文化》
《七里塘河》等乡土读物；策划播出六期

创新体验产品”。就2020 年，忠义街的夜市接待游客

循“生态优先、景观美化、文化彰显、交通联动、水

美结合，更是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环境哲学理

《至美塘河》电视专题片；2018 年组织召开海安塘河

达 223 万人次，实现旅游休闲收入约 5 000 万元，带

岸同兴”原则，打造塘河文化生态景观带，全力构筑

念 。表现的是传统文化对环境的紧紧依附，是中原

文化研讨会、龙舟民俗考察研讨会等；2019 年召开

动了瑞安市月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的增

文化在温瑞平原的落地。塘河文化成形的标志性事

由国内知名文化和治水专家、学者参加的温瑞塘河

收等。

件包括王羲之控五马出游塘河赏荷花、谢灵运游塘

文化高峰论坛；每年开展“漫步塘河”寻根之旅、温

内外许多城市在建设中着重强调河流文化目标的体

河写下多篇诗赋。而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在塘河之

瑞塘河采风考察等系列活动。2020 年成功举办温州

３．有助于塘河流域各镇街的共同开发与经济
合作

畔形成，则显示出塘河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

市第一届“话说千年塘河”朗诵大赛，充分挖掘塘河

温瑞塘河文化是温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瓯

“桨声灯影”秦淮河，杭州的“印象·西湖”，漓江的

两岸悠久的诗词文化，传唱瑞安方言，取得社会轰动

越文化”的核心主干。温瑞塘河沿岸的历史文化见证

“印象·刘三姐”，陕西安康打出了中国“西北水城”

产名录的历史建筑文化、桥梁文化、名人故居文化、

效应。组织塘河文化专家为主塘河第一期景观带建

了温州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温州社会的

的旗帜，山东滨州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地市级水文化

园林文化、庙塔文化、榕亭文化等物质文化遗产，还

设融入文化元素出谋划策，如拱瑞山华灯齐放，光彩

历史变迁。沿岸有关政府部门要以水脉汇聚温瑞塘

馆等等。要借鉴他山之石，深入挖掘温瑞塘河沿线民

包括因塘河而产生的水运文化、农耕文化、诗词文

耀眼，犹如温瑞塘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瑞安人民

河文化长廊，展示母亲河独特魅力。

居文化、温州人创业史、木活字印刷术、蓝夹缬技艺

化、饮食文化、民风民俗、民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

夜游休憩提供了绝美去处。瑞安辖区塘河段的文化

当前，温瑞塘河流域面临着共同的生态环境保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塘河水运文化的挖掘，加

产，以及塘河流域的学术思想、名人名家、民间故事

十景也在酝酿中，包括东门古埠、拱瑞遗风、东街新

护、文化资源开发和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但不同区

快推进塘河水运文化与月光经济全方位、立体式的

等，所有这一切历史文脉是城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韵、塘西竞渡、塘口怀古等。这些精彩纷呈的塘河文

域尚处于“各有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尴尬局面。

产业链。

的组成部分，是城市的灵魂和根基，形成了一个百花

化资源的研究、保护、开发、宣传和利用一旦充分结

近年来，瑞安市政府在塘河文化资源的考察、研究和

２．以促进消费升级为重点提高融合活力

齐放、包罗万象的立体式文化空间，可总概括为“塘

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产业阵地，这将为提炼瑞

开发、利用方面已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无论是南

改变消费水平和结构，提升温瑞塘河文化与月

河乡愁文化”。

安市月光经济产业结构内涵注入灵魂和思想。

戏、莲花、道情、花鼓、弹词等戏曲文化，划龙舟、

光经济融合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条件

２．有助于文化休闲、旅游等产业发展

抬猪等民俗文化，九里汇等河居文化、忠义街玉海楼

是消费，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正比。提高消费

瑞安作为“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其经济发

等名人文化、肇平垟纪念馆等红色文化等，都为塘河

水平将会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想要加强塘河文

达、文化遗产丰富，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东

两岸区域经济大幅度提升做出努力。因此，把相对分

化与月光经济融合发展的活力，必须努力促进人们

“月光经济”又称“夜市经济”
，是以服务业为主

南小邹鲁”之美誉。瑞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瑞安市

散、各自为战的本区内旅游文化景点整合成一个塘

夜消费活动的升级。从需求侧视角，必须将消费者权

体的城区经济在夜间延伸的一种经济现象，包含夜

常住人口已达 143.79 万人，约有 56 万流动人口，每

河文化大体系，以推动整个塘河流域文化资源的大

益列为首位，加强夜消费合法权益的保护，创新夜生

间文化演艺、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内容，反映了城

年有超过 1 000 万国内外游客到瑞安参观旅游，并且

开发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瑞安既

活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满足人们自主消费需求，不仅

市经济发展、消费水平和聚集辐射的能力。进入新时

居民的文化需求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因此，着力凸显

是华侨之乡，又是南戏故里、鼓词之乡。可借鉴国外

要增加吃穿用等传统夜间消费，更要培养新兴夜间

[3]

可见，塘河文化不仅包括已经列入省市文化遗

二、温瑞塘河文化对助推瑞安市月光经济发
展的现实意义

“一轴四段十景”的美好规划蓝图。
（3）借鉴他山之石，构筑温瑞塘河文化品牌。国
现，取得了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显著成效。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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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同时优化服务供给。关于夜间经济建设以及相

作水平，依法规范夜间经营和广告宣传等活动，保

收藏、鉴赏、拍卖等活动，来激发人们消费潜力，引

（1）通过大力建立创业创新投资平台、政府银行

关管理的审批事项，政府部门可以统一归到绿色审

障月光经济活动，提升月光经济管理法治化水平。另

导群众对新文化消费业态的兴趣。从供给侧视角，必

合作平台、信用担保平台等，完善温瑞塘河文化与月

批通道，在法律法规准许的范围内，降低夜间经营单

外，可推出设置“夜间局长”
“夜间队长”、加强夜间

须把握市场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光经济建设，形成政府资金保障体系以及政府银行、

位的准入门槛和简化审批程序。政府部门要加大发

环卫管控、发布施工“红黑榜”等举措，招聘月光经

开拓更成熟、多元化的月光消费细分市场，提高月光

保障局合作机制，提高财政资金运行和企业直接融

展月光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构建月光经济发

济“首席执行官”，协助区、镇街、片区三级月光经

经济高质量产品和高质量服务供给 ，推动月光经济

资渠道，完全发挥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利用金融、

展专项资金，为商户进行主题活动奖励租金补助、财

济“掌灯人”开展工作，为打造月光经济保驾护航，

加速向多元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例如，以温瑞

民间和社会等资本支持月光经济发展。

政支持和品牌奖励等，推动月光经济发展。

为发展月光经济出谋划策。

[7]

塘河民俗文化为背景，在重要历史节日、节假日，开

（2）把“创新驱动”战略作为目标，努力主张月

（3）优化夜间服务环境。提升硬件环境建设。实

温瑞塘河对温州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
[3]

展“月光表演”
“月光艺术”
“月光阅读”等具有本土

光经济市场主体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进行

施温瑞塘河沿线畅通工程，增设步行道，打通卡点，

影响 ，塘河文化是温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

特色的节庆活动和文化节庆活动。打造地标性建筑，

科研合作，加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链接断点。完善游步道、驿站等慢行系统，完善游船

千年温瑞塘河文化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魅力的重

如恢复重建塘河边文昌阁、叶适故居和瓯窑博物馆，

化。例如，以温瑞塘河水运文化为主题，拍摄《礼堂

码头、恢复古埠头；完善温瑞塘河沿线城市设计，通

要工作，打好塘河文化这副牌，既要重视点与线的

增添塘河沿岸的文化气息，促进城市文化圈、夜商圈

前面是塘河》等微电影，建设塘河·瓯文明展示馆等，

过沿河景观亮化、重点建筑亮化，与月光经济带建设

结合，更要有机串联温瑞塘河、瑞平塘河、永强塘河

共同发展，建立城市多元化、一体化的夜商特色的生

提高塘河文化的知名度，推动月光经济的发展。

同步实施。积极营造软环境。组建专业的物业服务团

等，实现塘河文化全流域发展，全力推进塘河文化及

队，提高环境、卫生、工商管理和技术监督等方面工

其相关产业的融合，助力月光经济的全面发展。

态圈。

（3）根据产业发展和实际需求，按行业分类实施

３．以“＋互联网”为重点提高融合效率

月光经济人才培养计划，重点选拔文化创意设计类

新时代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在温瑞塘河文化

与旅游领域优秀青年人才。整合温瑞塘河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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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塘河文化是温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

特色的节庆活动和文化节庆活动。打造地标性建筑，

科研合作，加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链接断点。完善游步道、驿站等慢行系统，完善游船

千年温瑞塘河文化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魅力的重

如恢复重建塘河边文昌阁、叶适故居和瓯窑博物馆，

化。例如，以温瑞塘河水运文化为主题，拍摄《礼堂

码头、恢复古埠头；完善温瑞塘河沿线城市设计，通

要工作，打好塘河文化这副牌，既要重视点与线的

增添塘河沿岸的文化气息，促进城市文化圈、夜商圈

前面是塘河》等微电影，建设塘河·瓯文明展示馆等，

过沿河景观亮化、重点建筑亮化，与月光经济带建设

结合，更要有机串联温瑞塘河、瑞平塘河、永强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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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实施。积极营造软环境。组建专业的物业服务团

等，实现塘河文化全流域发展，全力推进塘河文化及

队，提高环境、卫生、工商管理和技术监督等方面工

其相关产业的融合，助力月光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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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瑞安市颁发《 温瑞塘河瑞安段月光经济带发展

联网+”月光消费服务模式，促进消费者互联网夜间

规划》，将瑞安市河段纳入温瑞塘河夜游核心项目建

消费习惯，给月光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设计划，强调打造“夜游七铺塘河”项目，重视温瑞

和坚实基础。

塘河月光经济带建设。

（2）传播温瑞塘河文化。深化“国内传播网红”

（1）区域规划方面，要结合本区域优势，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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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项目，建立1 000余人的海内外传播官队伍、100

发展夜间经济。要重点保护开发博物馆群、梧田老

多人的国内外拍客团、500 余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

街、龟湖街坊等重点区块，全力塑造城市夜游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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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治理模式，在忠义街等历史文化街区提供免费

房子、老码头、老桥梁、老村名、老地方，更应该对

WiFi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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