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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游红木小镇：浸透厚重历史与江南风雅
红木为基 文化为魂 生态为底 产业为本

·专版

都说东游西游不如龙游，上天赋予这座位于浙、闽、赣、

皖四省交界之处的浙西小县城无与伦比的诗画风光， 这里

山水隽秀、人文荟萃，龙游石窟闻名天下。 近年来，一?集家

具制造、旅游休闲、文化创意、商业服务、生态居住“五位一

体” 的现代生态文明小镇， 在浙江衢州龙游版图中脱颖而

出， 与毗邻的龙游石窟交相辉映， 成为又一张靓丽的网红

“金名片”。

它的名字叫龙游红木小镇。

小镇按照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标准设计建造，总规划面

积 3.5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积），规划建筑面积 260万平方

米，计划投资 71.9亿元，它以红木产业制造为主要支撑，

以文旅融合为发展理念，拉动区域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形

成一?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特定区域，实现山水相依、

村镇相融、产业联动。

截至 2019 年底， 小镇累计完成有效固定资产投资

33.4亿元，当年实现总产出 26.5亿元，旅游体量扩大 3

倍，5年累计接待总人数达 800余万人次， 成功创建 4A级

旅游景区，开发 17?旅游产品、多?系列 200余种特色旅

游伴手礼。

龙游红木小镇已连续五年被浙江省政府评定为优秀特

色小镇，系全省唯一。

缘动：木上花开
中式家居之都的
“龙游密码”

走进龙游红木小镇， 顾名思义，

红木是这里最重要的建筑材料 ，庙
宇、楼阁、长廊、桥梁、桌椅、板凳，甚
至装饰品……目之所及，全部由红木
制成；再加上一流工匠的雕琢，流畅
完美的线条、精致简练的雕刻、科学
精准的榫卯，造就了这?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梦幻之城”。

然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芜，交通闭塞。

“当时做家具生意的时候根本没
有想到今天可以打造一?红木小镇，

小镇是一步步因缘形成的。 ”龙游红
木小镇投资建设方、年年红家具（国
际）集团公司董事长金樟溪以创意园
为例介绍道，“工匠在厂里设计，用的
人在五星级宾馆里，两?信息压根不
对称。 信息不对称，和客户之间就会
有矛盾，为了让设计人员更好地了解
客户需求， 当时就想做一?展厅；随
着客户的要求越来越细分，我们在文
化园区专门开辟了一?模块做创意，

客户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参与到设
计当中，创意园就是一?人才平台。 ”

正是凭借这种勤奋朴实、脚踏实
地的态度，小镇才得以从一家红木工
厂起步，成为工业旅游的典范。

进入小镇，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垂直绿化标杆式生态厂房。 总建筑面

积 127 万平方米的吉恒家具制造基
地， 连同约 1公里外的孝福家具有限
公司共同形成了产业群，已建成金典、

富典、吉恒等 300多条家具生产线。

近年来， 企业发挥自身产业优
势， 以高档家居产业集聚为导向，打
造以吉恒产业制造基地为载体的高
端原木家居全产业链平台，推进红木
行业向工业 4.0 转型升级。 同时积极
开发探索互联网新零售模式，实现从
单一制造领域向制造、 材料交易、设
计研发、木建筑输出、文化创意全产
业链延伸。

这里集聚国家级产业大师 3 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 人，省级非遗传
承人 6 人， 高级工艺师和设计师 300

余名。

木雕师傅王飞阳正在展示的是
他刚刚琢磨出来的影雕技艺：通过在
微米间使出不同的刻刀力度，进行花
卉雕刻，完成的作品表面几乎是平面
状，?却呈现出了非常立体的效果。

王飞阳今年 51?，从事木雕工作
已有 35年。2008年，他离开东阳老家，

来到龙游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
在不久之后，龙游开始建设红木小镇。

亭台楼阁，雕梁画栋，不计其数的小景
小点， 让他的梦想插上翅膀———手起
刀落间，做好江南古建筑。

手与刀，刀与木料，相互间产生
了完美的契合……老手艺人埋首琢
磨，行云流水地展示着活化石般的红
木制造工艺。 脊背曲瓦、翘角飞檐、雕
梁画栋，历史的凝重，江南的风雅，都
在他们的手中化作红木建筑的鸿篇
巨制或是精致构件。

最高峰的时候，这座“中式家居
之都” 内聚集了全国五属 8 类 33 种
红木中 70%的高端红木，形成了可年
产 20万套家具的制造基地。

对数据层面的“红红火火”，金樟
溪一直保持冷静的思考，时刻都在为
“生存所逼”的危机寻找出路———“一
?单纯的家具企业， 也许 5 年、10 年

维持生存没问题,?以后呢？ ”

更何况，如今我国红木原料
几乎全部由海外进口， 高端红
木市场中屡现千金难寻好木料
的现象。 金樟溪深感突破行业
发展瓶颈势在必行。

所以，金樟溪从微观、中观、

宏观三?层面作了更久远的谋
划： 微观层面是如何在内部延
伸产业链， 达到资源利用最大
化； 中观层面是如何在二产增
加产业链向一产和三产延伸；

宏观层面是企业如何在发展过
程中保护资源、保护环境，进而

反哺社会。

而这，不正是一?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融合”，山水相依、村镇相融、

产业联动的特色小镇应该有的样子
吗？

心动：文旅融合
钱塘诗路文化绣带
的“耀眼明珠”

龙游拥有 2230多年的建县历史，

历史遗存和人文底蕴深厚。同时，龙游
位于钱塘江源头，未被过度开发，保留

了珍贵的生态资源。因此，文化旅游业
是建设特色小镇主抓的核心。

而推进龙游红木小镇文旅融合的
关键抓手，依然要落在“红木”上。

龙游，城如其名，水域丰富，衢江
和灵山江穿越而过， 是富庶的江南鱼
米之乡。 龙游红木小镇， 亦是依山傍
水，巍峨的拦水大坝，截断衢江云雨，

使这里烟波浩渺水域辽阔， 成为水天
一色的风水宝地。

有水，自然有桥。

身在画中，心随江流。 当人们来到
钱塘江源头的衢江之滨， 登上游船进
入小镇入口后不久， 这场如诗如画的
体验瞬间迎来了“震惊”时刻———头顶
上方， 世界唯一一座红木桥如一弯新
月横跨湖的两岸，桥体投入了 3000余
方红木，采用传统榫卯结构打造，规模
宏大、气势雄伟、工艺精湛，未来可以
通行小型汽车。

下船行走， 沿江长廊上的一缘桥
同样令人惊艳。 长廊全长 1600米，采
用优质红木， 以榫卯结构结合民间工
艺大师的传统手工艺精雕细琢而成，

曲折的长廊、 精美的雕饰及丰富的彩
画，处处彰显文化的气息，完美呈现江
南传统古建之美。 而一缘桥的构造充
分展示了古建艺人们的精美设计和高
超工艺，精巧的构件，左右相连，前后
相接，上下相叠。脊背曲瓦，翘角飞檐，

雕梁画栋，苏式彩绘与水辉映，与宾相
融，充满了诗情画意。

除此之外，志诚楼、紫檀宫、太姆
殿……方圆之内，寸隅之间，小镇的所
有建筑几乎全部由红木制成， 一流工
匠的琢磨、精致简练的雕刻、科学精准
的榫卯， 处处彰显着自然的馈赠与红
木文化的延续， 有些木料甚至已是世
间难寻第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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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吨， 建有全国体量最大的红木建
筑群。本是器物之用的红木，通过自然
的灵性与工匠的心血， 交相琢磨出美
轮美奂的艺术珍品。

正所谓，万金虽重，仍不足一木之
珍贵。

中华传统文化， 则是文旅融合的
另一把钥匙。

龙游红木小镇以文化为魂。 充分
发挥独有的红木文化优势， 将工业与

旅游结合，通过对红木文化的展示、品
鉴，融入传统文化体验、参与等，增强
参观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

万姓宗祠依明清建筑风格建造，投
入各类大小红木 400余根，正门以砖雕
艺术呈现二十四孝图为始， 从古至今，

从上至下，孝文化贯穿整?祠堂。 其中
的木雕、砖雕、石雕工艺在美学、人文、

生态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及艺术
价值，借鉴其创意和手法,以传统的符

号信息诠释民族的文化内涵。

先祖殿陈列的百位姓氏始祖和人
文始祖铜像，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不
仅能够寻找到自己祖根， 缅怀先祖，同
时， 通过中国几大古老姓氏的逆向推
演，追溯共同始祖，更能产生“百姓同
宗、万氏同祖，天下一家亲”的认识感
受，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感和团结互爱。

白天，走在小镇里，能与古老的时
光、传统的文化对话；到了晚上，华灯
初上，整片古风建筑群灯火璀璨、流光
溢彩。一园一池皆妥帖，一廊一阁无倾
倚。小镇是古与今的激情碰撞，是传统
与现代的巧妙衔接。 游客不知不觉间
就会被引入秘境， 自然与人文融于一
体，成就了美之至境。

去年“十一”黄金周，龙游红木小
镇游客达 18万人次。 它已成为辐射周
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引爆点，实现
了“一?小镇推动一?产业、带动一?
商圈、影响一?区域”。

行动：政企携手
浙江特色小镇建设
的“重要窗口”

龙游红木小镇位于湖镇镇，它本
身并非行政区划的“乡镇”，而是以红
木打造的“文化产业景区”。

这样的区划定位，让政企间的合
作变得无比重要。

去年 5月， 龙游红木小镇迎来了
一批特殊的“客人”，龙游县人力社保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龙游传媒集团
等 19 ?部门的上千名党员身着红马
甲， 为小镇验收命名迎检助力冲刺，

让党旗在龙游红木小镇高高飘扬。

自 2015 年龙游红木小镇列入浙
江省首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以
来， 龙游将小镇建设列为 “一号工
程”， 由县主要领导带头落实挂帅包
干、挂图作战、全程谋划，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工作推进专班， 围绕项目推
进、业态植入、产业招商、验收命名、

文旅开园等工作，为小镇建设提供精

准服务。

为解决前期小镇开发建设投入
高、周期长，纯市场化运作难度较大等
难题，龙游县委、县政府千方百计保证
小镇建设，统筹资金导入，优化交通路
网，先后投入 25亿元财政资金用于小
镇外围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以龙游红
木小镇为核心的旅游交通网络体系，

并成立 10 亿元的龙游红木小镇发展
创业投资基金、2.23 亿元的红木小镇
产业基金，全力服务小镇建设，实现民

营独资向民营控股转变。

一榫一卯一木匠，一工一匠一精
神；一桌一椅一传承，一几一案一文
化。 “弘扬工匠精神，传承红木文化”

是龙游红木小镇创建过程中始终秉
持的理念。 这些年，龙游红木小镇积
极发挥龙头主体作用，增强输出核心
能力，聚合高端要素，提升发展动力，

加快创新目标的实现。 龙游县委、县
政府则高点谋划，以“店小二”精神，

入企常驻服务， 搭建好服务平台，以
企业的需求和发展为核心，构建产业
生态圈。 双方发挥“政企双强”优势，

深耕红木产业，深挖特色元素，深化
业态植入，明确分工、有效合作，为特
色小镇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

可以说，小镇的一木一瓦见证了
一段政企同心的佳话。

近年来，龙游县不断加大旅游投
入，以钱塘江诗路文化带、衢州诗画
风光带建设为导引，挖掘资源禀赋最
好的“两江”，着力打造践行“两山”理
论的示范性窗口。

作为龙游县诗画风光带上“两江
化一龙”布局的龙头，龙游红木小镇
去年的开园标志着龙游美丽经济幸
福产业发展的龙头已然抬起，也意味
着龙游文旅融合发展即将起飞。 龙游
希望以此为契机，在长三角一体化大
背景下，将龙游红木小镇、龙游石窟、

六春湖、民居苑、溪口老街等景点串
联成线,打造一批文旅融合精品，让龙
游文旅变得更有实力、 更有品味、更
有高度，谱写好文旅融合改革试点新
篇章，打造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重
要窗口”。

龙游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龙游以特色小镇 2.0 创建为目标，

从产业提质、有效投资、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风貌特质等方面入手，加快
提升小镇产业竞争力、创新力和辐射
带动力，真正将龙游红木小镇打造成
拥有“最精致的红木雕刻、最经典的
红木工艺、最多样的红木家具、最宝
贵的红木珍品、 最独特的红木文化”

的高质量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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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征南 徐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