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县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第一次讲话
和经济工作会议讲话； 县委常委会听取了分组
讨论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共宁武县
委十三届九次全体会议决议》。

任宁虎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 全会之后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面
对转型发展和决胜脱贫攻坚的艰巨繁重任务，
全县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四届
八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实际，精准发力，持续用力，
争取最大成效；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强化统筹兼顾、把
握工作大局，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担当作为，善
于把“一班人”的作用发挥好，善于在高处引领、
低处托底，创造性开展工作。

任宁虎强调，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省
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从严强党建、凝心
聚力谋发展、 千方百计惠民生、 以上率下抓落
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为实现全面脱贫、全面
小康， 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大会在《国际歌》歌声中闭幕。
县四套班子领导； 其他副处以上领导干部；

两办副主任、人大、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
构主要负责同志；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纪委常委；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居民
办事处主任；县直各部、委、局、室，各人民团体
和县直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条管单位及省、
市驻宁单位负责人；县扶贫工作队队长，部分贫
困村第一书记；部分农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过县
正处级的离退休老干部代表； 各煤炭集团负责
人；非煤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强）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小时候
多么渴望能住到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中
去，现在真的住到高大宽敞的楼房里，却
异常思念家乡那一孔孔朴素的黄土窑
洞。

我出生的村子，是个极小的小山村，
坐落在黄土山坡上，村民筑土窑洞而居。
窑洞大多选在高大的土丘上挖凿， 因为
山丘走向不同，因此不大的村子里，二三
十户人家也就根据山体走向分布， 散落
成了东、西庄，上、下窑科和小锤五个部
分。

这些山体土层非常厚， 最高的有五
六丈，矮的也有两三丈，通常是下面窑洞
里住人，上面耕种或修整平坦用来打场。
修建窑洞时，几个人，几把镢头，几把铁
锨，一两辆平车，就挖凿出了属于自己的
经济实惠的窑洞。窑洞深大约四五米，宽
二三米左右，窑洞内顶部呈穹窿状。窑洞
筑成后，洞口一半垒起窗台，安装窗户，
一半安装门框； 门和窗的形状也根据屋
子的整体形状设计，下半部分呈长方形，
上半部分呈半圆状； 常常在半圆部分勾
勒出云朵、梅花、五角星或富贵不断头的
“寿”字等等。 窑洞虽然只有一面通风采
光， 但因为周围没有遮挡的东西并且三
面有很厚实的土层，所以光线明亮，冬暖
夏凉。

上世纪 70 年代，窑洞的布置非常简
单。 一进门右手靠窗的部分会盘有一盘
大炕，通常睡四个大人是毫无问题。在炕
上一般会摆放有一个二尺见方的小桌
子，这个小桌子可是待客的重要工具，要
是有客人来， 一进门受到最高级的待遇
就是脱鞋上炕， 然后主人就会端来一杯

热热的红糖水或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放
到这张小方桌上， 主人就斜坐在炕沿边
上陪着客人喝水、用餐，或者聊天。 向里
走炕头部分， 大部分人家在那里起灶安
锅做饭。 窑洞是不需要架设铁皮烟筒排
烟和取暖，灶火和炕紧紧相连，烟火从炕
洞里穿过，沿着窑壁直通屋顶，做饭的同
时会把炕洞烧得暖暖的， 整个屋子里也
会温暖如春。

那时， 窑洞的热炕头就是乡亲们非
常重要的活动场所。隆冬季节，庄稼都已
经收割殆尽，晒放入仓，再没有什么可以
农忙的了， 一群妇女就会盘腿聚在某一
家的热炕头。有的拿着小搓捻麻绳，棕褐
色或灰白色的一绺绺的麻皮在小搓钩上
一缠， 用手把小搓的下端在大腿外侧使
劲一搓，小搓就旋转起来，随着小搓的转
动， 麻皮就拧成了一条条光滑均匀的麻
绳；有的一上一下地纳千层布底，先用针
锥扎一个较粗的小洞， 带着麻绳的针就
毫不费力地穿过， 然后再把麻绳缠绕到
手腕用力向下一拉，麻绳就服服帖帖地、
结结实实地和布底融为一体； 有的拿着
各色的鞋帮沿鞋边， 小小的密密的针脚
勾勒出了或大或小的脚的形状。 有时感

觉针尖钝了， 纳鞋底的或做鞋帮的就会
把针尖在头上来回擦几次， 那针线就又
开始上下翻飞了。

几个妇女熟练地做着女红， 眼睛却
并不盯着手中的活计， 她们的心思全在
彼此的交流中。公婆相处的委屈，孩子的
管教，和丈夫相处的秘密，发现了某个人
的隐私都在这个热炕头流淌出来， 或小
声啜泣，或叹息几声，或笑声飘出屋外，
或者神秘地交头接耳， 一个冬天的热炕
头拉近了妇女们彼此的心灵距离。

男人们呢？辛苦大半年，总算有时间
休闲一下，于是聚拢在一起，围坐在一家
的炕桌旁，面前摊开一盒盒的纸烟，开始
打牌。 输了的，一边红了脸互相埋怨着，
一边一根一根心疼地把纸烟数给赢家；
赢了的则得意地炫耀， 大声夸赞自己的
神机妙算， 然后笑眯眯地把零散的烟塞
到烟盒里。

我家的热炕头则别有另一番风景。
寒冬的星期天， 母亲在地下用搓衣板一
下一下地洗涮我们一家大小的衣裤，或
者展开案板给我们改善生活； 我们兄妹
几个和父亲都聚在炕上。 有时父亲戴着
一副眼镜， 斜靠在被褥上津津有味地捧
着一本《三国演义》，我们几个各人面前
摊开自己的作业，静静地学习；有时大家
作业完成得早， 就会聚在父亲身边听他
讲故事。

如今，我们那朴实、亲切的黄土窑洞
已经一个个废弃，门窗散落；温暖舒适的
热炕头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可是
那一孔孔即将坍塌的窑洞却如同一张张
村落的巨口， 倾诉着一个个遥远而温馨
的记忆，留给我们无尽的怀念。

遥 远 的 窑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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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唐朝。
唐朝末年，在此设置宁武郡。由于此地

常受战乱之苦，人民向往和平，取“宁武”二
字为名， 同时表达人民祈盼宁战息武的美
好愿望。

明成化二年 （公元 1466 年）， 经历了
“土木堡之变”屈辱的大明王朝，为抵御少
数民族的侵犯，在此设置宁武关，并设有守
御千户所，驻军守戍。

清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始设宁武
府和宁武县。 这是宁武作为县级行政建制
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宁武县归属
忻县专区管辖 ，1958 年划归晋北专署 ，
1961 年再次回到忻县专署，即今天的忻州
市，至今。

长城古关地势险要
明景泰元年（公元 1450 年），宁武作为

重要防御重镇开始修建宁武关。
宁武关位于芦芽山和云中山交会的谷

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宁武关东连雁门
关，西接偏头关，地处“三关”中路，具有重
要战略作用。关城采用常山蛇势布局，首尾
呼应，既满足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又契合了
四周的险要地势。

今天的宁武关， 保存最完好的就是位
于人民大街的宁武关鼓楼。

城因关而兴， 正是由于宁武关有着极
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 宁武城才有了后
面的发展和繁荣。

事实上， 不仅宁武关有着举足
轻重的军事地位， 宁武关以南的宁
化， 是宁武境内历史上另一个重要
的军事重镇。

宁化古城坐落在宁武县西南的
化北屯乡宁化村， 自古就是北方少
数民族通往中原的一条要道而被历
代兵家所争。

隋炀帝在此修建汾阳宫， 设楼
烦郡，唐延隋制，宋朝改为宁化军 ，
有宁化宋城之说， 有人称之为全国

最小的宋城。到了明朝，宁化城迎来鼎盛时
期，设巡检司，建守御千户所。

褐马鸡稀少珍贵
褐马鸡是我国独有的珍稀鸟类， 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与国宝大熊猫齐名，也是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濒危物种之一。 褐
马鸡在国际上有“东方宝石”的美誉，1984
年，被定为山西省省鸟。

宁武县的连绵群山中生长着约 533 平
方千米以云杉、华北落叶松、油松为主的原
始次生林，这里是褐马鸡的最佳栖息地。

褐马鸡的珍贵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稀
少。 自古，褐马鸡就受到帝王将相的青睐，
在古代，它是坚韧、勇敢、善斗的象征。

《禽经》中记载：“鹖，毅鸟也。 毅不知
死。”曹植在《鹖赋》中写：“鹖之为禽，猛气，
其斗，终无胜负，期于必死。”说的就是褐马
鸡一旦开始进入战斗，必然是不死不休，可
见它的坚韧与勇猛。

从战国赵武灵王始， 历代帝王都用褐
马鸡的羽毛来装饰武将的头盔， 激励将士
勇往直前。

截止到 2017 年，保护区内褐马鸡数量
由 1700 余只，增长至 2900 余只，且数量保
持稳定。

北路梆子高亢激越
北路梆子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之一，其

代表作有 《宁武关》、《血手印》、《平城赋》
等。

北路梆子虽不是发源于宁武， 却在这

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深受到当地人的喜
爱。

北路梆子高亢激越、酣畅淋漓、稳健粗
犷，同时又结合当地的民歌小调，形成“咳
咳腔”自成一体的唱法，带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

2006 年 5 月 20 日， 北路梆子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 宁武剧团每年下乡演出北路梆子戏
达到 150 多场，走遍了宁武的山山水水。

古村落各具特色
在宁武县管涔山深处， 坐落着一座神

秘的古村落。
村庄背倚峭壁，面临深渊，村中房屋依

崖就势，高低错落。 远远望去，如同悬挂在
崖边的楼阁，这就是令人惊叹的王化沟村，
也被称为悬空村。

由于山腰空间狭窄， 这里的房屋后部
坐落在崖石上，前半部则悬空而建，从山缝
中伸出横竖的几个木桩，把村子整个支起，
看似危险，实则坚固。 无论是空间布局，还
是建筑设计， 都显示着当地居民的聪明智
慧和创造才能。

如今， 王化沟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慕名前来观光的游客逐渐多了起来，
这座古老而宁静的村落也增添了新的生机
和活力。

在宁武县， 古村落的名字大多延续了
过去的军事用名，专家认为，宁武县内的古
村落，可以说是边城宁武的“军事活地图”。

从东寨汾源到宁化古城这 20 千米的
沿汾河川，要经过三营两屯一寨一关。这里
每一个村名都刻上了战争的烙印。

东寨镇的二马营村， 是至今保存较为
完好的古村落。

不同于一般的村落， 二马营村的 4 个
角落分别建有 4 个楼阁， 相传这是根据五
行所建。

村口的魁星阁，古朴庄严，乃是清朝的
建筑。

位于村内的明清建筑广庆寺， 保存完

好，如今每到逢年过节，村民都会在这里举
行民间活动。

2019 年 6 月，二马营村被列入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万年冰洞 世界奇观
宁武县的万年冰洞位于宁武县涔山乡

麻地沟村， 根据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洞穴专
家的现场考察认定， 冰洞形成于第四纪冰
川期，距今约 300 万年，是目前世界上在已
知中纬度高山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
形态最美的古冰洞。

然而，让地质学家不解的是，本地的气
候条件构不成结冰的环境，洞外松林遮蔽，
而洞内的冰洞却四季不化， 越往深处结冰
越厚，越是夏季炎热气候，洞内温度越低。
而这些神秘的现象， 至今仍是一个巨大谜
团。

2018 年，“万年冰洞，世界奇观”高层
论坛在宁武县举办。

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景观， 使宁武
县形成丰富的旅游资源， 吸引了更多的游
客。 2016 年，当地政府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将产业发展从农业、 煤炭为主导转向农旅
结合，发展生态旅游。

同时，各村落也依托芦芽山、管涔山等
丰富的旅游资源， 开发出特色各异的乡村
旅游。

历史上， 宁武城布局酷似一只展翅高
飞的凤凰，城池犹如凤身，城北华盖山护城
墩酷似凤首，东西延伸的两堡俨然凤翅，南
城之迎薰楼，正如高翘的凤尾。雄居城中的
鼓楼，堪称凤凰的心脏。 因此，宁武又被称
为“凤凰城”。

岁月荏苒，凤凰涅槃。 如今，宁武这只
“凤凰”迎来新生，展翅高飞。

近年来， 宁武县一方面挖掘传统的关
塞文化，另一方面开发自然生态旅游，宁武
关、宁化古城、汾河源、万年冰洞、悬空村等
一系列景区犹如凤凰的两翼， 共同托起这
座“凤凰”古城的旅游蓝天。

中国影像方志

宁武：长城古关地势险要 褐马鸡稀少珍贵
北路梆子高亢激越 万年冰洞世界奇观

李文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