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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贺昌中学高二年级 509班 2017年 10月

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1、本班组织各科教师进行上一阶的段学情分析，针对性强地指出存在的问

题，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措施，促进学生成绩进步、全面发展。

2、组织个别学生参观“吕梁汉画像石

博物馆”，增进对乡土文化的认识，提升

家乡文化自信心。开拓视域，丰富知识储

备（左图）。

3、继续强化课间操和早操管理，强身

健体，全面发展。

4、组织学生观看“每周要闻”，了解时政新闻，培育学生的社会意识，拓宽获

取学习资源的渠道。

5、组织学生观看“辉煌中国”纪录片，感知社会发展与自身的关系，培养国家

情怀，增进民族自信。

6、组织学生观看“十九大”系列报道，激励学生与祖国共进步。

这是一种什么味儿？是一种厚重、醇香、古典的历史味儿，这种味儿碛口黑龙庙的诸神也说不透、卦

山上的古柏也讲不清——待你去品、等你去悟。

这个吕梁，到底是什么味儿？既不是水果那种滋润可口的味儿，也不是树皮那种木讷残渣的味儿；

说她颜色光鲜亮丽吧，不好昧着良心；说她颜色和咖啡一般吧，但她又不具备咖啡那种骨子里的时尚

摩登的味儿；一股烧焦的味儿？感情色彩上又多少有点不够意思了……百思之中，难道是黄土味儿？

黄土是什么味儿？我未曾尝过，当然了，也不准备去尝，但黄土那种滋养万物、包容乾坤、厚重质朴、

坚韧信义的味儿，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对，吕梁——就是这个味儿！

乾坤动,吕梁生。天工镂,地貌成。横压八百余里。峥嵘突兀,叠嶂竞险。北起管涔洪涛,南绝龙门津口,东与太行并驾,

西携黄河奔流。嗟夫!苍颜古风,可夺骚客之笔;人文史话,一贯百代风流。割其腰,因其名,取十三县而置此邑者,越三十七

年矣。丙戌孟春，余衔命而迁。背条山,弃鹾海,忝位是邑。流光如飞,两载顿逝耳。

尝闻吕梁经久困厄。抱骊龙之珠而借光于四方;怀荆山之璧反乞哀于穷途。窃以为咄咄焉。故到职伊始,探山林,谒

父老,阅典籍,询有司。山高路长,何惧风雨阻隔;文计堆案,不免夜阑秉烛。

昔有歌云:“人说山西好风光……右手一指是吕梁。”览邑境,吾惊焉。千峰横空,万壑纵地。云崖雾谷,皆隐藏宝之

门;长阡短陌,广通致富之路。春风一拂,陂绿花开,宛若桃花源中;天寒地冻,河锁雪飞,景应沁园之词。林壑深幽胜太行，

收罗眼底不辞忙。此邑也，春秋为晋国之疆，战国乃赵君所辖。属隶频变，胡汉交融。永宁汾阳,兵家必争。吴城军渡,

古多战事。雄关险隘,旷古烽火;美谈悲忆,不绝史书。

离石形胜,今之治所。汉开郡府，要冲千年。翔凤飞龙,猛虎雄踞;三川汇流,折入大河。道观直出凤腰,庐闾各抱地势。

郭西有池，泉出短岗。小桥卧波，莲开清流。东岩禅钟,声先白马。玄中古刹,净土一门。丹霞飞涌安国寺,北溟六载读

书楼。云梦奇异,掩鬼谷桃花;柏洼胜绝,留傅山仙踪。西湾民居,天工巧造，犹绝代之佳丽，处深闺而人未识。湫水潺潺,

可濯我足；文峪清清,可涤我心；岚漪涓涓,牛羊之饮；蔚汾粼粼,云影天光。徒步风景之间，一似神仙中人。

庞泉一沟，林海万顷；云顶之山，气象千殊。白云弥绿谷,飞瀑漱苍岩。鹿声呦呦,角鸡翩翩。群鸟竞喉,杂花乱放。

方丽日蓝天,忽细雨缤纷；才风起云涌,又彩虹飞空。牦牛与雉兔为伍,鹰隼共狼狐分庭。噫嘻!处北国之境,何来青藏高原

乎?不禁仰云天而思深远，眺阔野而欲驰骋。

碛口古镇,千年风云。盛衰荣哀，百大濒危。太平之岁,商贾云集，战乱之秋,戎马倥偬。水旱码头,最堪凭栏，洪波

涌动,沙风苍凉。涛声依旧,不闻船号棹歌;残仓破铺,何见茶马风霜。青莲之笔，难状其景；子美之襟，岂抒关怀?

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杏花村里,酒之祖坊，发端殷商,百代承传。麯之筋骨，本于精粮之魂魄；酒之神韵，源

出古泉之甘洌；至清至纯，简约而能醇厚；至柔至刚，朴正而若君子。牧童一指,名播九九州；万国博览,荣膺金奖。晋

商闯关山,汾酒走天涯。芳香飘万里,百派景杏花。草长莺飞春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余每游酒都,至半酣乃神旷。遂

举碗而邀杜牧,愿常做杏花村人。

盈邑多瑰宝，羡人独杏花？红枣养颜,占尽铅华风光；核桃健脑,耄耋能辩濠梁。回耧黄米,帝京贡品。野生沙棘，

海内之冠。荞麦花开,散白雪之香；土豆新熟，烹宴宾佳肴。屈产之马,假荀息而虢灭;伞头秧歌,赖传唱而流行。龙形铜

觥,稀世珍宝;汉画像石,幽冥寄托。煤海滚滚，隐于地腹之中；铝铁浩浩，被覆黄垩之下。金钨钾锰，闺中待字；铜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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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弹唱

离石弹唱是一宗历

史悠久的汉族说唱艺

术。起源可上溯至宋代。

流行在山西省离石、柳

林、方山、中阳一带，

相传形成于清代中叶。

在清代修撰的《永宁州

志》中，有关于“审录·唤

妹子”、“放牛·贴对

子”的记载，这就是“弹

唱”较流行的曲目。在

民间有“东秧歌、西道

情，小曲出在离石城”

的传说，这小曲即指的

“弹唱”。《离石县志》

又载:“弹唱这种说唱艺

术,经宋、明、清各代流

传下来，民国年间，县

城周围村庄、北川西属

巴一带甚为流行。

其演唱形式是乐队

坐成一字或八字形，前

面有一男一女（通常为

以男扮女）手持彩扇边

舞边唱。以对唱为主，

兼有独唱和帮唱，中间

还有少量插白。最有代

表性的曲目是〔审录〕，

演唱王金龙与苏三的爱

情故事。内容丰富，演

唱形式活泼，音乐的乡

土风味浓郁。

铅锌，深藏思贾。荆棘岂能没驼铃，锦绣必可焕金瓯。七日休沐，登北武当。红叶染巍峨,松涛吼长空。援手意摘北辰，纵

目心收南海。不禁感慨，于是披襟骋怀,乃歌之曰:承乏斯土兮情满斯山，芸芸黎庶兮悠悠我心，誓效吐握兮吾复何求？

古人云:“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刘渊奋起，汉国建于离石；狄青勇猛，西夏披靡边陲。武曌

心雄,终成女帝伟业。天下廉吏,于成龙堪称第一;世上直臣,孙家淦满朝无双。诗坛应识宋之问，武后曾为夺锦袍。高迹可追，

清风继后。辛亥革命，刘少白掷笔从戎；五四运动，贺昌君振臂投身。烽火岁月，圣土喋血。铁甲十万，战旗猎猎。红军

东征，旌麾指处，阎兵豕突狼奔；游击晋西，神出鬼没，顽敌闻风丧胆。蔡家崖下，蔚汾河畔，谈笑风生毛泽东；晋绥首

府，延安屏藩，统兵杀寇贺元帅。黑茶山巅，四八烈士共天地长存；三交镇前，志丹英灵与日月同辉。胡兰何忠烈,敢藐断

头铡。一部《吕梁英雄传》，多少晋绥子弟血。青峰无语埋忠骨，金戈戎马换新天。

有客自京城来，访余曰：“良庖解牛，游刃有余。居官治邑，公其何为？”对曰：“立产业,构民生之根基；兴教育,

造振邑之英才;开门户,徕天下之要素。铁路飞架，苍龙舞长空；公路廻峰，猛蛟起大渊。建机场，辟云衢于青霄；通航线，

翱银鹏于九天;畅物流，谋货殖于万国。公明廉威牢记,允执厥中不忘。尔后可也。”客紧询之曰：“至要者何也？”答曰：

“选贤任能。贤能任,邑兴可期；庸鄙专,政衰不远。”客扶座而起曰：“今之吕梁，何弊为甚？”曰：“富家一席宴,穷人

十年粮。和谐共富，路途迢迢矣。仆出蓬门,民艰尽悉。虽年届天命，而锐意风雷。为政虽居一邑,兴衰牵于一国。敢不诚

竭驽钝,以七尺微命,效之三百五十五万人民乎?方今吕梁,百业正举，上下同心,共谋发展。三大工程,宏韬伟略，双百双千,广

厦之基。励精图治，争雄三晋不远；开拓奋进，笑傲神州有期。”

文/董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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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纪果庵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北平的味儿》，他笔下的北平城可真喂“够味儿”！北平的味儿，

是无论北风怎样强劲，也刮不到吕梁来的，因为北平在印象里总是在“山的那边”。吕梁也貌似没有

特别迫切想要闻得着这也不知道是应该是刺鼻的、还是应该赏悦的“京味儿”，因为吕梁自古就不是

一个“缺味儿”的地方。吕梁的味儿，是一种黄土和着黄河经过几千年发酵而产生的味儿，这种味儿，

萦绕在北武当的山巅，浸透在庞泉沟的谷底，回荡在历史的烟尘中，弥漫在现世的生活里……浸泡在

这种味儿里的人，也早已被此味儿同化，就像“庄生梦蝶”一般，在这种味儿里生活，以这种味儿为

生活，为这种味儿而生活……

这种味儿，首先是口感上的。吕梁山素以贫瘠著称，但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却神造仙成地飘出

了美味。你去看吧，那漫山遍野的枣树，是另一般“漫红碧透”的景象，在重重山峦中，宛若铺天盖

地的小红灯笼高高挂，挂在树梢上，挂在寒风中，挂在希望的山坡上……在意念中可真有种“冲天香

气逼长安”的架势。与枣红相对的是核桃绿，同样绿的煞气逼人，这是一种代表智慧的味儿。还有一

种味儿是关乎吕梁人性命的味儿，据说兴县一带的中年妇女离开土豆是开不了灶的，你永远无法想象

一个埋在土里的、土里土气的山药蛋，能在吕梁人的桌子上有多少种变化，这种变化之多恐怕孙悟空

也办不到，因为孙悟空的变化是有上限的，最多不过 72，而吕梁土豆的变化，怕是菩提祖师也不能清

楚。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嘴花缭乱的味儿。这还不够，要说最带味儿的，还得数名扬天下的山西老

汾酒，牧童遥指之处，便是酒香的源头。老山西最爱这味儿，这味儿汾州最浓。除此，在太原的公交

车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会听到吕梁野山坡沙棘汁的广告宣传，如果你实在听得不耐烦了，不

妨真正喝一喝野山坡上的琼浆——酸里透着甜，甜后有觉酸，颜色像果粒橙但绝对比其有料、有味儿、

有感觉，保你日后再听见公交车上的广告，来不及心生厌烦，早已就“望梅止渴”般地咽了一口口水，

酸到了内脏，甜到了骨髓。

吕梁的味儿，如果你只留在嘴的层次，那可就瞎白活了——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吕梁山

巍巍矗立、黄河水日夜不歇、白马山福地洞天、苍儿会树绿泉悬……山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这是造物

主的恩泽，春夏秋冬，景色分明，花鸟鱼虫，竞相自由。离石弹唱、临县唢呐、盲人说书、伞头秧歌……

这不是交响乐，却是吕梁的宫商之调。眼观美景，耳听小调，美景伴着小调，小调绕着美景，这可比

诸葛亮“有一日在山前去观山景，又一日在洞后静听鸟音”的境地惬意了许多，因为诸葛亮哪里有吕

梁人在半晌时分窝在山圪梁上晒着太阳赏景听音有味儿？山河的画卷记录沧海桑田，岁月的音符演奏

悲欢离合，这种味儿是“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的味儿。

吕梁还有种味儿是沧桑的，这种味儿透过龙形觥的青铜外衣、跨过薛公岭吴起的足迹、破解了刘

萨诃的佛语、冲透了郭子仪的辉煌、绕过了武则天的霸气、躲过石敬瑭的铁蹄、穿过狄青的悲壮、浸

着刘胡兰贺昌刘志丹的壮烈、印着军渡口蔡家崖黑茶山的肃穆、载着于成龙孙嘉淦功绩、带着张民觉

马蜂的智慧、携着贾樟柯刘继兴的理想……一路斩将过关向我们涌来。翻不完的史书，歌不尽的绝唱。

吕梁市位于山西中部西侧，黄河中游东岸，因吕梁山脉纵贯全境而得名、东连太原、晋中，北邻忻

州，南接临汾，西与陕西省隔河相望。下辖一区(离石)两市(孝义、汾阳)十县(交城、文水、兴县、岚县、

临县、方山、柳林、中阳、交口、石楼)，全市总人口 381万 A，土地面积 21095平方公里。吕梁地形

中部隆起，东西较低，其形状恰似一只鼓鼓的宝葫芦，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和许多神奇的历史故事。

一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发生在约两亿年前古元古代著名的造山运动——吕梁运动，造就了今日吕梁

的伟岸雄姿。石楼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见证了有异于殷商青铜文明的北方方国青铜文明。离石汉代

画像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一代女皇武则天，谱写了男权时代空前绝后的千古绝唱。

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是吕梁山纯朴的乡风熏陶了他高贵的品质。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吕梁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国家级风景区北武当山，

集雄、奇、险、秀于一体，人称“三晋第一名山”。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木郁闭，泉飞瀑呜，

褐马鸡、金钱豹等珍禽异兽出没其间、吕梁山主峰孝文山，海拔 2831米，是山西第二高峰，形如剑锋，

直刺苍穹。背脊山、云顶山、白龙山、黑茶山、柏洼山、上顶山、云梦山、宝峰山，雄姿美景各有千秋。

黄河在这里激情奔越，留下了壮丽的天下黄河第一湾。汾河、岚河、又峪河、孝河、三川河、蔚汾河、

湫水河、屈产河，像一条条缀满珍珠的银色飘带，蜿蜒在吕梁的崇山峻岭和丘陵平原之间。

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90％的面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铝矾土、白云石、石棉、硅石等矿

藏共有 40种 358处。含煤面积达到 l0610平方公里，预测储量达 1538亿吨 o 4号主焦煤是世界稀有煤

种，被誉为“国宝”，探明储量达 62亿吨。铁矿储量 15亿吨，占全省的 30％。仅岚县袁家村铁矿区，

探明储量达 9亿吨，是我国罕见的特大型矿床。山西的铝矾土储量占到全国储量的 41％，是全国第一。

而吕梁的铝矾土探明储量 1—2亿吨，占到全省的 60％以上。吕梁是全国知名的红枣之乡、核桃之乡、

沙棘之乡，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这是一片希望的土地。曾几何时，高山大川严重地阻挡了吕梁发展的步伐。进入新世纪以来，吕梁

市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环境显著改善。青银高速、汾平高速、太佳高速、环城高速、西纵高速

岚县面塑

每年农历二月十

九，山西省吕梁市岚

县旧城内即岚城北街

有一传统的古庙会即

“贡会”。其主要活

动形式就是摆贡，用

面塑这种形式体现出

民间大众追求真、善、

美的一种礼祭活动。

相传它可追溯至

一个久远的神话故

事，当地有一位媳妇

很孝敬公婆，为了给

得病的婆婆治病，她

历尽艰险，最终成了

一名惠泽乡里的神

医，得到乡亲们的尊

敬，为了纪念她的功

绩，乡亲们设立了这

个贡会活动。 故

事流传久远，虽然无

据可靠，但却蕴含了

岚县人民对真善美的

执著追求。

面塑品除制作原

料的处理工艺上考究

外，在捏、剪、割、

揉、夹、压、盘、叠、

镶、嵌、组合、压纹、

纹花、色调配制也极

其讲究。

《三晋史话•吕梁篇》概论部分
509 班 张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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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北段全部通车。209、307两条国道全部改造。七座黄河大桥飞跃天堑，横跨晋陕大峡谷，敞开了通

向大西北的大门。吕梁民用飞机场建成通航。一个公路铁路纵横交错、空中地面支撑互补的立体式交

通网络业已形成。全市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 1000万千瓦，成为全省重要的电源点，电网构架已形成

高等级电路双循环运行格局。文峪河水库、横泉水库、柏叶口水库、引黄入晋、引文入川等水利工程，

解决了吕梁的发展用水问题。吕梁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一座山水园林城市崛起在三晋大地。

二

交城县范家庄遗址表明，早在 12—10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吕梁山下就有了古人类的

足迹。

吕梁境内交城瓦窑，文水上贤，汾阳杏花村、峪道河、北垣底，柳林三交坪上等地，发现多处新

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杏花村、峪道河遗存尤为丰富，反映出新石器时期生活在吕梁境内的先民

已创造了璀璨的石器文化和彩陶丈化，农业与畜牧业开始萌芽。

在出现文字之前，神话与传说承载着传承文明的重任，，在吕梁境内，有大禹治水始于吕梁的传

说。传说在骨脊山、孟门古镇都有大禹治水的遗迹。

殷商时期，吕梁境内有土方、鬼方等方国，与商王朝保持着或友或敌、时友时敌的关系，最终被

商王朝征服。石楼县出土的以龙纹铜觥为代表的大批青铜器和柳林县高红村发现的古城遗址，进一步

证明在殷商时代吕梁境内黄河岸边存在着与中原殷商文明不同的方国文明。

春秋时代，晋公子重耳从受贬蒲子城(今交口县蒲依村)开始，历经十九年的磨难，最终成功地登

上晋国国君的宝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演绎出“退避三舍”、“假虞灭虢”等历史故事。

战国时代，吕梁初为魏地，后属赵地。这里也是秦赵相争的多事之地。这一时期的吕梁发生过“秦

攻魏，赵救之石阿”“秦拔赵二城(蔺、兹氏)”等历史事件。

秦汉时期，吕梁在全国大一统的格局之下，经历了 400多年的和平发展历史。离石马茂庄一带出

土的东汉画像石，以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刻画了建立在两汉繁荣基础上的汉末吕梁风情。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吕梁进入了以民族征战和民族融合为主题的发展时期。居于北地的南匈

奴、羯与鲜卑民族秀容部相继进入吕梁，与居住在本地的汉民族既演奏了一曲曲兵戈铿锵、马蹄声声

的战争交响乐，也演绎了一幕幕相互学习、相互交融的历史故事。南匈奴贵族刘渊从方山县境内的左

国城起事，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之后，吕梁境内争战频仍，社会动荡。山胡长期占据吕梁西

部，黄栌岭等处北齐长城的遗址见证了吕梁境内各种军事力量攻伐守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隋唐盛世是吕梁经济、文化较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有诗人杜审言《经行岚州》、杜牧《清明》等

千古佳句，也有李白醉校郭君碑的传说故事，而汾州人宋之问则对唐代格律诗的定型有重要贡献。一

代女皇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主政达半个世纪之久。她知人善任，这一时期号称“君子

彪炳青史的红色文化。从党的早期斗争，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吕梁大地涌现出了贺昌、刘胡兰

等一批名震四海的仁人志士。山西第一支红色武装——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成立。山西省第一个红

色政权——中阳县苏维埃政府，在黄河古镇三交诞生。吕梁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东征的胜利成为红军

极为重要的一次历史性转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和晋绥解放区的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吕梁人民养兵十万、牺牲一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巍巍吕梁，雄风浩荡；滔滔黄河，亘古不息。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的是吕粱人民生生不息的文化

血脉，是滋养世世代代的精神财富门正如晋陕大峡奋谷激情奔越的黄河之水，冲过湍流险滩，激起万丈

波澜，吕梁历史必将创造更为绚丽的未来!

吕梁在我眼里，莫过于环顾四周皆是山的印象，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当之无愧被称为“大山里的

孩子”。高空俯视下是水土流失所形成的千沟万壑的地表形态，山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围绕着吕梁

这块贫瘠的土地。然而，正是这片贫瘠的土地，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文明。

厚土吕梁，自古以来便人杰地灵。翻开历史篇章，便可看到：武则天，文水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

皇帝。郭子仪，一生戎马，功盖天下，唐朝著名将领，上元二年被封为汾阳郡王，史称“汾阳王”。狄

青，汾阳人，北宋著名将领，世称“面涅将军”。于成龙，永宁州（今离石）人，三升“卓异”，被康

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吕梁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时期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

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涌现出了像贺昌、范旭亭等一批又一批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战士。

这块土地不只是英雄的土壤，而且还产有丰富的物产。走在山间一眼瞭望，乡村农户门口家家种着

核桃树，这种充满智慧、尽显希望的核桃树的绿和像缀满了红宝石一般的枣树的红交相辉映，红绿相间、

相衬，别有一番风味。汾阳的汾酒、柳林的碗团都是吃货们青睐的对象。除此，还有看上去很不起眼的

土豆，别说看上去不起眼，这可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土元宝”，不知养育了多少辈吕梁儿女。

特色的水土孕育了特色的文化艺术。孝义皮影、临县秧歌是其中的代表，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儿时

的“灯油会”，只有在每年的元宵节才会举办，“灯油会”是当地人的一种叫法，用竹竿所围成一个“迷

宫”，每根竹竿上都挂着一盏由彩色纸糊成的小灯，将整个迷宫照亮，人们穿

梭其间，祈祷消灾避难。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勤劳

和激情点缀着这山，而这山则以自己宽博的胸怀容纳着这里的一切，哺育着它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望之处皆是山的吕梁，用它特有的黄土印记着

吕梁人民的脚印。此刻，在幽深的山谷中，传来阵阵唢呐声，这，仿佛是冲锋

的号角……

交城琉璃咯嘣

《中国近代农业史

资料·上布政使丁

陈管见》“即以晋

论，各处之绒毛，

阳城之丝茧，交城

之玻璃，潞城之草

帽辫，我之售于他，

获利甚微……”。

经历代传承生产的

交城琉璃咯嘣，其

产品流传于全国汉

族区域，而以黄河

流域较为突出。一

些*近河流的百姓

还用它来作为“河

灯”，祭祀河神，

是具有浓厚民族色

彩、乡土气息的音

乐性节日玩具和供

器，是典型的民俗

文物。物美价廉的

琉璃咯嘣，它只在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春节期间出

现，流行时间短却

普及面广，制作技

术独特，工艺造型

独特，玩法独特，

得到社会的欣赏，

对青少年儿童具有

强烈的吸引力，具

有粗犷憨厚、稚拙

朴素而又艳丽悦耳

的民族特色。 琉璃

咯嘣制作技艺在筑

炉、吹制、配料多

方面得到体现，在

全省乃至全国皆是

“只此一家，别无

分号”的绝活。

509 班 郭旭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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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满朝”。她改革科举，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打破门阀垄断制

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她注重安定百姓，发展经济，

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徭役，使百姓生活得到改善，人口快速增长。她抵御吐

蕃侵略，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巩固了西北边防。她采取边防军屯田政策，

对开发边疆、巩固国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武则天的诸多改革之举，开

创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的繁荣局面。

宋朝长期处于与辽、夏、金政权的对峙之中，吕梁人民饱受战争之苦。

北宋名将狄青是保家卫国的一代英雄，他因在对西夏的战争和平定广西侬智

高叛乱时立下赫赫战功，从一名普通的士兵被提拔为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

元明清三代，吕梁经济、文化又有较大发展。临县碛口镇成为著名的河运重镇。汾州商帮作为晋

商中的一支劲旅，其足迹遍布京、津、绥、蒙，远达俄罗斯及欧美。汾州府文气炽盛，以考取进士为

例，明清两代就有 67人。晋剧(中路梆子)在汾州这片沃土上发扬光大。算术大师王文素编纂的《算学

宝鉴》一书，是明代集数学大成的巨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珠算书。清代，吕梁名臣辈出孙嘉淦

既以敢言直谏闻名，又兼具文韬武略，曾任直隶、两江总督，刑部、工部、兵部、吏部尚书，协办大

学士等职，史称“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于成龙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康基田则被誉为“禹后治水第一人”。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创立，吕梁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教育

上，“废科举、兴学堂”；生活方式上，剪辫子、放天足、禁洋烟(鸦片)；经济上，一批民族工商业开

始兴起，1915年杏花村“义泉泳”酒坊生产的老白汾酒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章；

交通上，修建了吕梁第一条跨境公路——太原—军渡公路。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中国人民并未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约束与压迫，

吕梁人民与“三座大山”的抗争活动绵延不断。民国初 年，交城县毛皮工人自发组织起“公议社”，

成功组织了毛皮工人的“晾案”斗争；离石县田家沟煤矿、交城县火山煤矿也都先后组织了煤矿工人

的罢工斗 争，极大地维护了工人的权益。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吕梁大地上传播。吕梁出 现了最早的产业工

人组织——汾阳总工会。当时的铭义中学和汾阳医院成为 吕梁境内最先传播民主思想的重要场所。

一批以贺昌、张叔平为代表的有志青 年在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

的洪流，逐步成 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5年成立的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汾阳特支)，是吕梁境内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的区域

性地方组织。1931年，在中共山西特委的领导下，成功策动了“永安兵变”，

并成立了山西省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1936年，红军东征，进

入山西，取得了宣传、扩红、筹款的三大胜利，为抗日根据 地的开辟与建

立撒下了火种。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作为晋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筑起了一道保卫延安、

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贺龙元帅在这里战斗 11个年头。一部《吕梁英雄传》

展示了吕梁人民英勇抗日的精神与功绩。

解放战争期间，吕梁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南征北战。

在这里打响的吕梁战役、汾孝战役、晋中战役，为解放太原扫清了外围障碍。少年女英雄刘胡兰的事

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

员的谈话》。英雄的吕梁人民，为山西全境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吕梁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

悲壮激越的民族融合文化。从商王朝对北方方国的征伐与联合，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从

汉代末期少数民族的大量南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离石胡、吐京胡、汾州胡等山胡啸聚；从匈

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起事之后的征战杀伐，到尔朱氏一族在秀容古城的歌舞升平；从对抗西夏族的侵

扰，到金元时期女真与蒙古贵族的统治，吕梁境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上演着一幕幕北方少数民族与

汉族相互攻掠、相互交流的悲喜剧，最终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融为一体，进一步强健了

汉民族的生命机体。

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吕梁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较早的区域之一，文水县苍耳会有创建于东汉的

东岩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给吕梁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与灾难，而佛教为老百姓带来

了心灵的抚慰，佛教一时兴盛。交城县有创自北魏的玄中寺，在这里，由高僧昙鸾、道绰、善导创立

的净土宗是信徒最多的佛教宗派之一。日本佛教净土宗以玄中寺为祖庭，玄中寺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

流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与纽带。

独具风情的黄河黄土民俗文化。相对封闭的历史地理环境造就了吕梁独特的黄河黄土民俗文化。

由于高山大河的阻隔，一批原生态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至今。在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吕梁市有 12项，名列山西第一。中阳剪纸反映了古代人类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被专家称

为历史的活化石。孝义碗碗腔中的皮腔唱法，是中国戏曲最古老的声腔之一。孝义皮影戏，可称为光

影艺术的鼻祖。文水鈲子，体现了农耕时代对风雨雷电的自然崇拜，粗犷雄浑的打击乐令人荡气回肠，

临具碛口镇，见证了明清时期黄河中上游河运的鼎盛和晋商的辉煌，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被世界文

化遗产基金会列入“世界百大纪念性建筑保护名单”、碛口镇西湾村、李家山村先后被评为全国历史

文化名村。

香溢千年的汾酒文化。汾酒文化是吕梁酒文化的突出代表。汾酒成名，

有据可证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北齐书》载武成帝高湛给他的侄儿写信推

荐汾酒曰：“吾日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这里的“清酒”是蒸

馏酒，区别于采用过滤技术的“浊酒”，其酿酒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杜牧的《清明》诗，伴随着

杏花村的名酒流传到今天。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甲

等金质大奖。今天的杏花村汾酒厂，是全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企业，汾酒、竹叶青香飘四海。与

名酒相伴，酒器、酒礼、酒德构成了吕梁酒文化的丰富内涵。

绚丽多彩的戏曲文化。清中叶，晋剧艺术在这里发扬光大，这里名角辈出，在山西有“无汾不成

戏”之说。清末名伶“猴二宝”曾多次入宫演出，获慈禧太后赏赐。“毛毛旦”、“黄芽韭”、“鸡

毛丑”诸多艺人在晋剧百年史话中留下芳名、吕梁民间小戏种类繁多，孝义木偶戏、皮影戏、碗碗腔，

临县道情、伞头秧歌，汾阳地秧歌等，均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柳林盘子

在吕梁市柳

林县，元宵节活

动独具特色，当

地群众围绕一个

叫 “盘子 ”的特殊

物品，举行一系

列富有当地特色

的 民 俗 文 化 活

动，这一活动被

称为“柳林盘子”，
由于它集建筑、

雕刻、绘画等艺

术于一体，也有

人形象地称之为

“浓缩的庙宇艺

术”。随着时代的

发展，柳林盘子

大都分布在县城

周边十公里左右

的城乡周围，据

统计，目前全县

共有盘子 200 多

个，现存最古老

的盘子在距县城

两公里的穆村镇

沙曲村，据考证，

大概出自清光绪

年间，距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了，随几经战乱

后运动，但盘子

仍然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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