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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站在山丘顶上，46岁的洪江市托
口古镇居民冯德荣，满怀惆怅地眺望着一直生
他养他的托口古镇。

有着千年历史的托口古镇，一直静卧在湘
黔边陲的角落里。 已经动工的托口大型水电
站，就在托口镇的下游。 根据电站的建设进程，
2012年10月将蓄水发电， 建成后的水电站，将
使这座静谧的千年古镇，如铁达尼号般成为水
底永远的风景。

“托口古镇，名为镇，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
的传统村落，从最初的几栋民居，慢慢聚集成
一个成片、合居的村落，不管是从后来的行政
划分，还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都一直
以传统村落的方式存在并演变着，是非常值得
保护的传统村落的典型，可惜它没能赶上这次
传统村落的调查和保护行动。 ”湖南省世界遗
产和风景名胜区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源对托口
古镇的消失，万分惋惜。

根据国家4部委 《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
的通知》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
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
落。

而此前，我省只有对国家级和省级名村的
保护措施，传统村落并未列入保护范围。 也许
通过这次调查和保护工作，很多传统村落将得
以保存，不再像托口古镇一样成为记忆。

“一件迟到的大好事”

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但由于保护体
系不完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村落正在消失或遭到破
坏。

身为湖南省世界遗产和风景名胜区专家
委员会委员，刘源一直热心古村、古镇的规划
和开发。 他在长期的走访和调研中发现，传统
村落的消失和破坏，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为地
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让路、“新农村”建设、过度
开发旅游、村民纷纷搬迁或无序建新居等。

“除了像托口古镇这样直接消失的村落
外，还有些传统村落，虽然名称仍然存在，但其
村风、村貌和传统建筑都已经消失。 从真正意
义上来讲，这些村落也已经消失了，因为其文
化和传统已经不复存在。 ”刘源告诉记者，传统
村落至少包括3个方面：一是村风，村落遗留下
来的民族风俗；其次是村貌，包括整个村落的
环境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底蕴；还有就是
村建，包括村落的古建筑等。

此次， 在我省对传统村落调查过程中，那
些历史建筑、传统民居、文物古迹等集中连片
分布，总量达到30栋（处）以上，具有传统特色
和典型代表意义， 村落整体布局保存良好，能
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的村落；拥
有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族或地
域特色鲜明，传承形式良好，至今仍以活态延
续的村落，将是调查的重点。

我省是历史文化资源大省， 但在今年5月
份之前，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仍处于起步状
态。

据记者了解，怀化市麻阳县，目前依旧保
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 代表性民居、经
典建筑、 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
由2005年的38个，减少到如今的30个左右。

“目前，我们对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已经有相对规范的保护政策和措施，对于传
统村落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也已经在积极开
展。 ”省住建厅城乡规划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省已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8个，湖南省历
史文化名村38个 （含已升为国家级的7个），全
省有多少个符合条件的村落可以划为传统村
落之列，省住建厅正在开展摸底工作。

省住建厅副厅长袁湘江表示，传统村落和
传统村落文化消失，会造成传统文化记忆的丧

失，增加子孙后代了解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难
度，从而失去对历史的回顾，丧失未来发展的
根基。

此次我省将要对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
域特点的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大力推进传统村
落的调查和保护工作， 保护和传承好物质遗
产、非物质遗产以及传统文化。

“这是一场保护和延续中华活文化的大
计。 ”此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传统村落调查
和保护行动，在刘源看来，“这是一件迟到的大
好事，但为时不晚。 ”

保护青砖灰瓦的凝固历史
刻不容缓

对于托口古镇来说，这场传统村落的调查
和保护大计，显然来得晚了点。

“如果早10年，也许就保住了。 ”50岁的张
进湘，现在从托口古镇搬进了新家，面对古镇
铁定消失的事实， 他经常会坐在宽敞的房子
里，抽上一根廉价纸烟，眼神空洞地盯着大门，
思绪回到父亲给他讲述的曾经的古镇。

他的父亲，凭着过硬的捕鱼本领和较好的
水性，曾在托口古镇最大的杨公庙码头上享有
名气。 那个时候的托口，有15座码头，贵州下来
的木材、托口压榨的桐油，都是从这些码头上
船，然后出洞庭、下长江，漂洋过海。 到1926年，
托口古镇已是九街十八巷的繁华闹市，被誉为
内陆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 但如今，曾经
被誉为“活化石”的古镇，不得不面临消失的命
运。 “现在,我还能给子孙讲述古镇里曾经发生
的故事。 ”张进湘说，这些故事，也许在孙子这
一代就讲不下去了，千年古镇的文化基因面临
断根。

“古村落和古民居建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一笔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省住建
厅城乡规划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古村落是
一幅幅在青山绿水间展现的美丽画卷， 是一篇
篇用青砖灰瓦写就的诗意文章， 更是一段段凝
固的不朽历史， 成为诠释过去农耕时代特定生
活方式及其文化习俗的空间文本， 厚载着我们
民族先人的嘱托和期望，具有特别珍贵的价值。

“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完整村落的民居建筑
不太多了，这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实际上
它代表了我们湖南的地方特色， 在建筑史、艺
术史上也有非凡的价值。 ”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认为，对这
些珍贵的有形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全力保护。

而在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柳肃教
授看来，大部分的古村落，在建筑上都有其独
到的特点，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对研究建
筑史具有重大的实物价值， 如果不加以保护，
任其消失就太可惜了。

“传统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是历
史文化的传承，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
历史信息、意境深远的文化景观，而具有史考
的实证价值、史鉴的研究价值、史貌的审美价
值。 如果传统村落消失，失去的不仅是可见的

形态，更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密码和深藏于我们
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 ”刘源认为，“为了历史
的传承，为了保住子孙的文化根基，传统村落
的保护刻不容缓。 ”

督查员进村落 保护文件将出台

刘源在长期的走访和调研中发现，大量新
发现的古城镇、古村落一旦被发现，即被用来
招揽游客， 未经系统规划就开始发展旅游，使
不少古建筑出现不可修复的破坏。

同时，大力度的开发宣传，带来蜂拥而至
的游客和红火的旅游经济， 也带来各种毁损。
比如在古城镇旁修一条商业街，或搭一个四不
像的巨型水泥码头；在古城景区内，豁然立起
一个现代楼盘，怎么看怎么别扭。

“古村镇也好，传统村落也好，在保护过程
中，缺少相关的保护条例。 ”刘源告诉记者，很
多时候，大家在保护的过程中，都找不到具体
的依据。 他期待通过这场专项调查和保护行
动， 能使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
性。

朱汉民则告诉记者， 湖南是传统文化大
省，儒家文化的根基就在村落，但目前有很多
传统村落，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古建筑被
拆掉了，变得不中不西，失去了原来的文化蕴
涵。 因此他建议，有些传统村落必须列为政府
的保护范围，对有条件的地方，要整体保护，要
连片地保护，在具体保护过程中，首先要做规
划，列入保护范围，同时保证资金的来源，也可
以在保护的同时进行开发，但是开发的前提必
须在文化专家、建筑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指导下
完成，而不能任由商业开发公司为着公司的利
益进行破坏性开发。

“一旦确定为历史文化名村或传统村落
后，各级财政会有相应的保护资金，但县级人
民政府是保护主体。 ”省住建厅城乡规划处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始，我省将尝试
设立50人左右的古村、古镇和传统村落规划督
查员，并将专门针对古村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出台相关文件。

传统村落 不能消失的根
� � � �今年5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等4部委发起的传统村落调查
和保护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作为传统村落较多的湖南，也启动了对
传统村落的调查和保护工作。

传统村落，承载着历史的基因，是我们许多人儿时的家园。 长大了，我
们走出村落，仍把灵魂安置在那里，把也许是人生最值得的记忆，留在村
头古树的雀巢里、嬉戏的池塘边、禾场热闹的折子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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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靖县夯沙乡夯沙村遗留下来的排水系统。 通讯员 摄

本报记者 胡宇芬 左丹

5月29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湖南省医疗纠
纷预防与处置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办法》），在省卫生厅的主持下举行了听证会。

《办法》共七章四十九条，包括总则、预防、
处置、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和法律责任等。 如何
不让看病扯出 “麻纱”？ 如何对待看病扯出的
“麻纱”？ 来自省内医卫界、法律界、患者等多个
层面的24位听证代表踊跃发言，就《办法》的各
个条款提出意见和建议。

省卫生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王湘生表示，在
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修改
完善《办法》，报省政府法制办批准后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力争年内尽快出台。

纠纷频发呼唤刷新规章

医患关系是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之一。 近年
来，我省医疗纠纷频发，个别医疗纠纷还引发
了扰乱医疗秩序、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有的
甚至出现了以纠缠、冲击医院为手段，以获取
无理赔偿、过高赔偿为目的的“医闹”现象。 据
统计，2011年我省333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共
发生医疗纠纷3984起。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既有医方的原
因，如医务人员服务技能、态度的问题和医疗
机构管理水平的问题；也有患方的原因。 另外，
医疗纠纷处置机制不完善也推波助澜。 由于以
往预防和处置医疗纠纷依照的规范性文件缺
少刚性，约束力不强，特别是2010年7月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调解法》陆续实施，对医疗损害赔偿、
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医疗纠纷处理
做了一些新的规定。 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制
订相应的政府规章，建立严密的医疗纠纷预防
与报告制度，创新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明确政
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规范处置程序和处置办
法，快速有效地化解医疗纠纷，维护正常的医
疗秩序，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自2011年5月以来，省综治办先后
3次组织省卫生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等有关
部门，深入长沙、株洲等地开展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置的立法调研。 省卫生厅起草了《办法》初
稿，在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省综治办
组织卫生、司法、公安等相关部门再次修改。 4
月19日， 省卫生厅召开厅务会进行讨论和修
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人民调解全面担当重任

在现有的法规框架下， 医疗纠纷一旦发
生，可谓旧伤未去新伤又来。

双方协商解决，常常被踢皮球；去法院打
官司，耗时长，成本高；去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行
政调解，做医疗事故鉴定，卫生部门与医院的
“父子”关系又让人担心。 一方面，封堵医院、殴
打医生， 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得不到保障，另
一方面，患者家破人亡，满肚子苦水无处诉说。

怎么办？ 《办法》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在原

有3条途径的基础上， 增加了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的途径。 它独立于卫生系统，聘
请相关医学、法律方面专家为其调解处理医疗
纠纷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服务，是在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的与医患平行
的第三方。 因此，由其处理医疗纠纷，公信度
高，公正公平，且处理纠纷成本低、时间短，可
以极大方便患方。 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刘
刚魁告诉记者，从我省岳阳、郴州、株洲等地的实
践看， 人民调解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效果很好，
特别是对患者弱势方来说，不会被踢皮球、投诉
无门了。 所以《办法》规定要在全省全面铺开。

《办法》的第四章为调解 ，共14条 ，对医调

委的组建、人员组成、工作保障、职责等作出了
规定。 如医调委工作所需经费、调解员工作补
贴等纳入人民调解工作体系保障体系，由本级
财政统筹安排解决。 医调委对当事人提出的医
疗纠纷调解申请， 符合条件的应当在3个工作
日内予以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书面通知
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
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调解等。

听证会上，代表们对调解部分的规定充分
认同。 意见集中的主要是医调委的人员组成条
款。 该条款规定，医调委由委员3至9人组成，设
主任一人，必要时可设副主任若干人。医调委应
当建立由相关医学、药学、心理、保险和法律等相

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库，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
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刘洋、彭冰、彭训和等代表
认为人员应该在网上公示， 并明确是集体决策
还是主任决策，同时增加兼职人员。

医疗责任保险化解医疗风险

如果说人民调解是化解医患矛盾的好方法，
医疗责任保险就是化解医疗机构风险的好方法。

医疗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包括手术在内
的各种医疗服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超出人力
所能控制的风险。 当下的医疗纠纷加剧了医疗
行业的风险， 不可避免地让医护人员心生畏

惧，而这显然不利于医疗行业的发展，同样也
不利于患者。 某种程度上，医疗纠纷问题其实
将医疗风险的化解提上了更紧迫的日程。

化解风险最直截了当的手段正是保险。 在
国外，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早已普遍施行，也就
是说，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交纳保费后，在保险
期内， 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
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我省
曾有少数医院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但总体进
展缓慢。

《办法》第五章对医疗责任保险作出了规
定。 如医疗责任保险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推
动、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推行；在坚持“保险自
愿”的原则基础上，组织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
疗责任保险，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参加；保险费
用由医疗机构按年度统一缴纳，按规定计入医
疗机构成本，但不得因参加医疗责任保险而提
高医疗收费标准或变相增加患者负担。

听证会上，杜忻沅、邓新辉、王建华等代表
建议将医疗责任保险视同交强险，强制要求参
加。 对于保费的来源，有代表提出政府、医疗机
构和医护人员按6∶3∶1的比例分别负担。

预防为主规范医患双方行为

有了 “麻纱 ”再解决 ，不如加强预防不扯
“麻纱”。

《办法》强调了积极预防和苗头预防的积
极意义，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方提出了
具体要求。 首先是强化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的责任，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完善医疗工作全程
质量监控、考核评价、责任追究、风险评估、医
患沟通制度，严格执业规范、制定医疗纠纷防
范和处置预案。 《办法》也要求患者及其亲属如
实陈述病情， 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诊疗活动、按
规定支付医疗费用、依法表达意见和诉求等。

听证会上， 在医务人员行为规范条款中，
有代表提出增加“不得开大处方，过度治疗”，
“告知患者情况时建议录音录像保管”。 在公安
机关的职责条款中，有代表建议“不要在医疗
机构内设立警务室”。

《办法》对医疗纠纷的处置做了规定：首先
是要求医疗机构按照规定报告，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并按照
预案处置纠纷；其次是对卫生、公安、民政部门
在医疗纠纷发生后的处理职责做了明确 ；最
后，明确了对医疗纠纷的4种处理途径。

听证会上，代表们对处置一章的意见和建
议集中在2个方面。 一是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
的，死者近亲属对死因有异议的，如何处理尸
体？ 代表们建议在按照国家规定的前提下，要
考虑给予患者家属情绪缓冲期，也要及时告知
家属处理结果。 二是《办法》规定，医疗纠纷赔
付金额2万元（含2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
不得自行协商处理，应当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或司法诉讼途径解决；索赔金额在10万元（含
10万）以上的，应当先行共同委托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明确责任。部分代表建议删除该条款，因为
涉及限制私权；也有部分代表建议保留该条款，
按医院等级确定自行协商金额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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