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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精神的世界”

2021 年 7 月 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十三四世纪的泉州，随着海洋商贸的繁盛，外
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
犹太教等，以及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在这片自由
的土地上扎根、成长。至今泉州留存着丰富的宗教
文物，堪称“世界宗教博物馆”，正是这份珍贵文化
遗产的形象见证。

“南有泉州，北有蔚县。”
李新威介绍说，蔚县古建筑，尤其是庙、宫、观、

寺、院、庵、祠、塔数量之多，位于河北省各县之首。
据《蔚州志》记载，到清末光绪年间，仅县城古寺庙
就有近百余座。

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为文化交融的“三岔
口”地区的蔚县，同样接纳着来自中原与北地、东方
与西方的诸种宗教文化和宗教艺术。

李新威表示，蔚县古寺庙最突出的特点是类型
丰富。由于地处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在蔚
县，当地人供奉各种教、神之庙，有佛教、道教、居家
保护神、福运神、护法神等。

“需要什么慰藉，就拜哪方面的神仙。这一方
面体现出古时蔚县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同时也体
现出古人的信仰和崇拜并不完全受限，他们也有非
常实用主义的一面。”李新威说。

与那些大城市官方寺庙居多不同，蔚州古寺庙
多为民间作法，建筑形式灵活多变，兼具实用性、功
能性和观赏性。古寺庙中，楹联、诗词、碑刻俯拾皆
是，不少寺庙中还保存有大量壁画、砖雕、木雕等。

2021 年 7 月 13 日，工作人员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蔚县释迦寺进行保护性修缮。此次
修缮包括释迦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卧佛殿。

单檐歇山布瓦顶的大雄宝殿线条古拙，与人们
常见的重檐古建筑风格迥异。释迦寺建筑的屋顶
相当平缓，檐头和4个翼角都翘起，从侧面看更为
明显，此殿的出檐为 1.5 米，外围檐下是硕大的斗
拱，比例和造型都处理得非常巧妙，使中殿更加庄
重肃穆。

我国已故著名的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先生1985
年来释迦寺考察后认为释迦寺大雄宝殿具有元代
的建筑特点。

事实上，走遍河北的古镇名城，一个最突出的
特点就是寺庙、观院、祠塔等建筑众多。

“这是人类聚落逐渐成熟，古人逐渐从物质世
界走向精神世界的体现。”省民协主席郑一民说，

“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宗教建筑
和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同时也凝结成城市文
明，反过来再次推动城市的发展。”

在正定，唐至清末，随着城池建设，在城内不断
修建寺庙、道观、佛塔等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名胜
古迹建筑群体，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
坊”而著称。其中，临济寺又为佛教临济宗祖庭。

在赵县柏林禅寺，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
在此驻锡四十年，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
林禅寺和赵州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
祖庭。

相比大城市中拥有系统、完整的宗教氛围，在
村镇这类地域单位里，古人追寻精神生活的方式往
往也更接地气，这种追求最终成为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

2020年3月2日，元宵节。
当绵河边上隆重的祭河神仪式完成后，井陉县

天长镇庄旺村的村民们在蒙蒙夜色中将百盏河灯
一一点燃，放入河中。

成片的河灯顺水而下，灯光与水波交相辉映，
让沿河两岸围观的村民和游客在热闹喜庆中体会
着井陉传承千年的民间文化魅力。

祭河神、放河灯是当地习俗，河灯样式繁多，每
一个河灯都代表了制作者的灵感和创意，融合了纸
扎、木艺、糊裱、彩绘、剪纸等各种技艺，以求河神保
佑全体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井陉天长镇的灯在水里，蔚县上苏庄的灯则在
街上。

提到上苏庄村，人们会打趣说：“那里的狗叫上
两声都有戏味。”

上苏庄人爱唱戏，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拜灯山”起源于上苏庄村应该有很大关系。

这是中国北方最具古老、神秘文化色彩的民俗
活动之一，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

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上苏庄都要举
行拜灯山活动。活动内容有摆灯盏、搓灯捻、热油、
引火神、点灯盏、拜灯山、民俗社火、唱大戏等。

将数百个灯盏在灯山楼内的层层木架上摆出
花边和吉祥字样，再把浸泡麻油的灯捻逐一插入摆
好的灯盏内点燃。然后，一幅幅“五谷丰登”“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的字画映入眼帘。社火队伍一路
敲锣打鼓，在灯官的引领下众人叩首拜祭，祈求新
的一年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每年元宵节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涌向上

苏庄，古老的灯山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所谓历史文化，是指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创造、

积淀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它们以有形文化遗产和
无形文化遗产两种形式，共同汇融成我们民族独特
的品性和道德理念。”郑一民说，而这些凝聚着世代
先人智慧和思想的文化基因，又往往蕴藏在那些历
史悠久的古城、古村镇中。

传承“非物质遗产”

2021年6月5日，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河北“非遗购物节”暨第九届廊坊特色文化博

览会正在这里举行。
在玉田泥塑展位前，几位游人津津有味地给手

中的泥塑敷彩。
国家级非遗项目玉田泥塑传承人王振锋边指导

边介绍玉田泥塑的特点，带领游人感受非遗之美。
整个博览会现场，6000 多种非遗项目的老字

号美食、传统刺绣、陶瓷用品、土布纺织品等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集中亮相。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
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
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河北是非遗大省，目前有6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63个项目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990个项目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孕育成长的沃
土，大都发端于古镇名城之中。

元宵佳节，华灯初上。夜色中的蔚县暖泉古镇
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树花广场上早已座无虚席，一场精美绝伦的
“打树花”表演即将开始。

后台，超大鼓风机正在高速运转，火苗从炼铁炉
里蹿出来，匠人师傅们仍旧不停地往炉膛里添煤加
铁，完全熔化成金色的铁水从炉嘴里不停地往外流。

“打树花的铁水经过40多分钟的高温冶炼而
成。”“打树花”省级非遗传人王德告诉记者，每一场
打树花大约要用掉1000多斤铁和500多斤煤。

为了防止烫伤，反穿羊皮袄，头戴草帽的王德
走到一盆凉水前，用一把笤帚蘸上凉水扑打全身。
准备停当，只见他把手中的木勺伸向铁水，舀起一
勺，抡圆胳膊，奋力向高墙抛洒。

刹那间，铁水炸出无数朵金黄璀璨的花朵，在
空中划出巨大的圆弧，顺着城墙四散开来。一勺又
一勺，王德甩得越来越高，越打越快，仿佛置身于

“花雨”之中，树花点亮整个夜空。
打树花，是当地百姓为了庆贺丰收、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进行的民间社火，至今已有300余
年的历史。

如今“打树花”有了专利，表演技艺不断创新，
让这门古老艺术在古老城镇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1年9月6日，邯郸串城街。
从造型上看，横跨沁河而建的石拱桥学步桥并

无独特之处。倒是桥西路口处，一个年轻小伙子随
一对步履优雅的足迹爬行的石雕更加引人注目。
它描绘的，正是“邯郸学步”这一成语典故。

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申有顺
特意带着记者从学步桥上走过。在他看来，“邯郸成
语”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长廊里的一道奇观。

“仅《史记》里记载的邯郸成语典故就多达百余
条，《中国成语大辞典》共收录成语18000多条，其
中属于邯郸的成语竟占了1580多条。”邯郸学步、
女娲补天、叶公好龙、滥竽充数、掩耳盗铃、梅开二
度、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完璧归赵、毛遂自荐、负荆
请罪、纸上谈兵……申有顺如数家珍，“中国再无第
二个地方像邯郸这样盛产成语。”

申有顺认为，邯郸3000多年城址未移，城名未
变，其历史遗存之丰富、层次之鲜明、脉络之完整、
影响之深刻，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也不多见。而
成语典故，正是邯郸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邯郸成语类型包罗万象，有反映执政理念的，
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寓意深刻、揭示人生哲
理的，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以典存史反映重
大事件的：如“完璧归赵”；有给人警示、鞭挞社会不
良现象的，如“利令智昏”……

这是古城邯郸，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
“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深刻影响了我们

民族的思维、表达和审美方式。汉语离不开成语，
成语绕不过邯郸。”申有顺说，这些成语典故影响中
国两千多年，早已经深深烙进整个中华文化的基因
里，成为我们基本的表述方式和历史哲思。

留住“我们的乡愁”

2020年10月19日，怀来鸡鸣驿。
站在鸡鸣驿古城墙上俯瞰，这里依然保持着旧

时的布局和气象。
“三横两纵”的街道布局，形成了城内横、竖明

显的空间分割，串联着重要的建筑群，前后呼应。
北城墙中部筑玉皇阁楼，南城墙中部筑魁星阁楼，
两座阁楼遥相呼应。整座城紧随驿路的方向向西
北倾斜，城内一条东西方向的马道穿城而过，体现
着它的驿站特征。

置身马道，游人不禁心动神驰，当年每日马铃
声声，飞尘滚滚，驿卒快骑疾驰，风风火火，昼夜不
停，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鸡鸣山下，有一条千年古道。这条东西方向
的大道，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上谷干道”，此后历
代王朝都把它作为东经居庸去燕(现北京周边)、冀
(河北一带)，西到大同、新疆，南通飞狐(河北蔚县
南)、紫荆关(位于河北涞水县，长城关隘之一)，北达
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的必经之路。

这条古道上曾有很多著名的城镇和驿站，鸡鸣
驿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
征，在此设置“站赤”(驿站)。明永乐年间，此地发
展成为京师北路的第一大驿站，因位于鸡鸣山下，
故名鸡鸣驿，承担着军驿、民驿两种功能。

明清期间，鸡鸣驿城屡有修葺，是北京通往西
北地区的重要中转站。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
汰驿站，开办邮政”，鸡鸣驿结束了其驿站的历史，
驿城变为村落。

古镇名城留下了中国人的文化乡愁，而古村落
则留下了古镇名城的乡愁。

2020年10月23日，邢台。
邢台市文史专家刘顺超的书斋里堆满了各色

书籍。翻开由他编辑的《邢台古村落文化》一书，满
满都是邢台人的“乡愁”。

“邢台有村庄五千多个，它们绝大多数是历史
的沉淀，保存几百年的原始形态相对完整。”在刘顺
超看来，从更长的历史视角中看，村、镇与城市其实
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刘顺超在研究了邢
台本地大量古村落后发现，村落在形成时，与当地
的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从环境聚
落形态上分析，村庄可以分为山口型、古堡型、集市
型、庙居型、散布型等。

邢台县的皇寺镇、西黄村镇，隆尧县的山口镇，
沙河市的渡口村等就是典型的山口型的村镇。

“从交通上看，古代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人们
在出行时多步行，或以牛、马、车轿为代步工具，翻
山越岭，山口为必经之路。为此山口之径也就成为
人聚居的地方，以此形成的聚落为山口类型的村
落。”刘顺超说，在历史长河中，这类山口型的村落，
往往因交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壮大，成为镇或者
城，同时也不断会有古城镇因某些原因重新衰落、
退化、降格。

与城市相比，古村落有时能表现出强烈的顽固
性，所以村庄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十分突出，那些因各
种原因发展停滞下来的村落，成为历史的活化石。

2021年6月10日，邢台市路罗镇英谈村，太行
深山中。

“山高谷深石桥多，地处陡峭窑洞多，依山而建
石楼多，背山面水山泉多。”初夏时节，年逾古稀的
老人路召洋领着记者通过东寨门进村，古朴的山巷
和灵秀的山色交相辉映，石城墙、石城门、石房子等
建筑随处可见。

我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之一的英谈村，
有“江北第一古石寨”之称，这是一个由红色石头建
起来的古村，在夏日恣睢的绿色里，犹如晕开的淡
红云霞。

沿着石板路一步步前行，仿佛穿越了时光隧
道，看得见历史的烟尘，听得见历史的回声。

刘顺超甚至把英谈比作太行山里的“香格
里拉”。

在刘顺超看来，英谈村为后人留下的“乡愁”，
首先是通过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其中代代相传
的民间建筑学体现的。

民居，是英谈的精华所在，得天独厚的红色石
材，渲染着古寨的风韵。或以房为墙，或以墙为房，
房上有院，院上有房，墙随地形而建，房随山坡起伏
蜿蜒，参差错落，层层叠叠，远远看去，一丛一丛的，
透着生机。

英谈留存下来的民间文化同样韵味悠长。其
中包括具有宗族色彩的路家四堂文化，具有民族精
神的太行山红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传说文化。

英谈村有“一姓三支四堂”之说，105户人家绝
大多数姓路。路姓有三支，三支分设为德和堂、中
和堂、汝霖堂、贵和堂，并存有完整的家谱。

“一个地方之所以与一个人发生关系，至少有
一定程度的联结，具体到故乡就是血缘、亲缘。”刘
顺超说，当我们在日益巨大的城市中回望故乡，“这
种以血缘、亲缘凝聚起来的古村落，就如同琥珀一
般珍贵凝固了时光，凝结了我们最后的乡愁。”

（感谢河北省文物局、蔚州博物馆、承德避暑山
庄研究所、沧州市博物馆、河北省古建筑研究所、河
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
力协助）

古镇名城的“孕育传承”

◀◀蔚县打树花蔚县打树花。。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赵永辉摄

▲▲天长古镇民俗表演天长古镇民俗表演。。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田田 明摄明摄

（上接第十版）
柴沟堡的熏肉，高碑店的豆腐丝，大名府的香

油；昌黎的赵家馆，保定马家老鸡，邯郸的一篓油水
饺……老字号，是城市里延续千百年的市井烟火。

解决了安全问题和口腹之欲，城镇里的人们，
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蔚县村村有‘三建’：庙宇、戏楼、官井沿。”李
新威一句话，勾起了记者的兴趣。

作为一种特殊的聚落环境，蔚县古堡在形制和
功能上与一般的村落略有不同。古堡把军事、防
御、生活、生产、宗教、娱乐等功能结合于一体，不仅
形成了庄堡、寺庙、戏楼等古建筑群，还缔造了独特
而包容的古村堡文化——一种更加类似古代城镇
文化的特殊文化类型。

2020年10月19日，蔚县宋家庄村。
村堡门内城下，一座独特的戏楼坐北朝南

立于通街大道上。从远处遥望，依稀一座空心
楼阁，别具情趣。戏楼中间为空心通道，宽2.2
米左右，平时通车行人，遇有演出，盖上木板、

前后置木闸板即可以封闭，上能文唱武打，下能通
车行人，正对的整条街道就是观众席……

“穿心戏楼”创意奇妙无比，堪称蔚县戏楼“一
绝”。

李新威说，在蔚县，有庄就有堡、有堡就有庙、
有庙就有戏楼。

蔚县古戏楼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它是蔚县古
建筑中的宝贵而独特的遗产。

戏楼有戏台、乐楼、歌台之称，是专供戏剧演出
的古建筑，多数兴建于明清时期。蔚县的古戏楼特
色多样，在河北省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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