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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湖盆推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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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集中过渡带。有着

几千年历史的老陕县城，早已没入水底，但宝轮

寺塔和全国重点文物空相寺，以及安国寺还在水

库岸上，行政中心搬到高处的大营乡，正好建设

了一个新陕县。老潼关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凋敝，

人来人往，市面依然繁荣。

空相寺原名定林寺，又称熊耳山寺，历史上

熊耳山森林密布、山花烂漫，与白马寺、少林寺、

开封相国寺，并称豫中四大古寺。创立北方禅宗

的达摩祖师，便是在定林寺诵经坐化的。

空相寺的钟楼雄伟，一口铁钟声播远方，当

地有语夸张，“和尚敲钟，传到京城”。这京城自

然指长安，但形容声音能够传向长安去，证明这

口铁钟还真不小。

第二次去三门峡市，重点去 2013 年申遗成

功的崤函古道以及庙上村的“地坑窑院”。后者

是陕县特有的民居样式，集中了古代窑洞和地下

建筑的优点，约有 4000 年历史。那是人们优选

的民间居住智慧。陕县的“地坑窑院”，又称“天

井窑院”或“地下四合院”，比较集中的天井村落

有 100 多处，最典型和有创意的是庙上村，有道

是“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车从房顶过，闻声

不见人”。现在很多人搬到地上的楼房里，“地坑

窑院”也就成了旅游观光的亮点。

“地坑窑院”的出现是有条件的，暴雨少，汛

期不会发生水患。地下水位低，不会出现渗水，

一般在平阔的塬上，挖出一亩见方，深 2丈边长 5

丈的院围，四面套窑七八间，黄土漫院，光滑齐

整，上塬有台阶，出门有道路。窑院遮风避寒，冬

暖夏凉，要是用来作仓储，也是一种节省能源的

好方案。事实上，隋唐时代的许多大粮仓就分布

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塬上，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崤函古道更有名了，那里发生过历史上著名

的崤之战，直接通向函谷关。我特意去了杜甫写

作《石壕吏》时去过的硖石乡车壕村，那是崤函古

道最险要的一段。青石路坑坑洼洼，一斑一点都

记录了历史的沧桑。

三门峡的文化古迹还有很多，如仰韶村文化

遗址、庙底沟遗址和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西

坡遗址，以及虢国上阳城和虢国墓等。

第三次去三门峡市，更多转向了三门峡大

坝。古老而年轻的陕县，1959 年划归三门峡市，

现在是三门峡市的一个主市区。三门峡市的夜

景好看，陕州区的夜景好看，三门峡大坝的夜景

也好看。三门峡市在库区南岸，像是湖中的一个

半岛，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傍晚时分从坝头上

看去，灯火通明。

然而在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前，这一段黄河是

何等险要。沙多水急，山石遍河道，船行难于上

青天，因此在临河北岸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古栈

道，迤逦延伸到二三百里之外的小浪底。在人们

的常识里，似乎只知蜀中有栈道，很少说起黄河

古栈道。其实三门峡的古栈道，从东汉时代就出

现了。说大禹治水劈开了三门峡，神话想象的成

分居多，但开辟黄河栈道，却是先人们另一个大

的交通贡献。

按照一般逻辑推测，黄河可行船，何必要栈

道？这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一是彼

时三门峡的河道太凶险，除了人们都知道的人、

神、鬼三门，还有“张公岛”“梳妆台”和“中流砥

柱”。其二是船有上行下行，河水有涨有落，少不

了纤夫来背纤，也少不了牵引行船的栈道。其三

是自古有名的崤函古道也是一个道路系统，既有

水路，也有陆上人工通道。人们看到的栈道遗

迹，清晰地显示了上下两条，上边一条或是正常

商道，下边一条便是挽纤道。

对于三门峡，古今诗人留有大量吟唱，上世

纪三门峡黄河第一坝竣工时，诗人贺敬之所作的

《三门峡·梳妆台》风靡一时，但最早描述三门峡

全景神韵的诗歌出自诗人元好问。他晚年居于

离三门峡不远的临汝镇，因此有了《水调歌头·赋

三门津》，在吟过“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之

后，还吟道“有力障狂澜”，颇令人多思。他定然

不会知道人工水库是什么，但凭着诗人的敏感，

却联想到或有一种超自然力可以克服黄河大拐

弯的险峻。

三门峡大坝于 1958 年截流成功，1960 年建

成，三门峡完全不复当年模样。三门峡大坝的酝

酿，其实早在民国年间就已经开始，只因河情复

杂，牵涉到上下游的流沙和悬河，一直没有定

论。三门峡水库究竟该不该建，建成之后利大还

是弊大？有议论也很正常，大家的出发点都不

错，只不过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大家讨论的焦点

在于：初始设计中规划的主要功能是防洪蓄水兼

发电，还是拦沙、大坝建多高更合理等。要拦沙，

在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控制且上游缺乏相应配套

工程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们都知

道，大禹治水传说或者民间治水的精要是疏，不

是堵，这个道理也应适用于排沙。只是古今生态

状况不同，传说中大禹治水的重点在水不在沙，

事不同理同，疏与堵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路。疏

的智慧是先人总结出来的最高智慧，历朝历代的

治水者们，提出和实行了“蓄水刷黄”“束水攻沙”

等办法，就是彼时治河智慧的一种体现。

后来的情况是，三门峡大坝依然稳固，但运

行一年半后，水库里就淤积了 15亿吨泥沙，库容

量逐年下降，接近积沙极限，连带着渭河出口的

一些段落也出现了“拦门沙”。付出较大代价，并

没有实现堵沙和拦沙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算起

账来当然有些不合算，于是也有人认为是失败的

一例。

就解决沙流和“悬河”问题，只靠拦沙确乎有

些一厢情愿，但说是完全失败，也不尽然。正面

看，有三点影响；负面看，有两点。正面的三点：一

是三门峡工程后来作了多次调整和改进，加强了

排沙功能，虽然有些亡羊补牢，但犹未迟也；二是

它在下游错峰防洪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近50多年

来，下游并未发生大的溃坝事故；三是随着大坝功

能调整后，昔日的移民线降低了，许多划为库区而

禁居禁农的田地开始恢复，出现了新的居民聚

落。现在的三门库区，进出河沙接近平衡，形成了

一种总体上能够控制的缓冲。负面的两点：一是

对渭河地区土地和渭河生态有直接影响；二是超

高的大坝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教训也是财富，三

门峡大坝的水位控制高度，为后来三峡大坝的建

设提供了经验。大坝过高会降低上游流速，加速

泥沙沉积，而在汛前，水库是不能高水位蓄水的。

三峡大坝汛期运行水位控制在 145米，比正常水

位低30米，就是这个道理。后建的大坝设置了永

久性泄洪排沙设施，以减少库内淤积，这些都是来

自三门峡大坝的另一种认知财富。

泄洪水流的错峰调度很重要，系列工程配套

照应也很重要，一旦工程体系趋于完善，河流地

理的应力和排沙压力也会相应分散。从人的主

观能动性上讲，重要的还是在水土保持和排沙入

海上做足文章、做好文章。

从渡口开出的游船上望去，三门峡大坝下的

三孔排沙涵洞正在启动，虽然排沙气势远不及小

浪底大坝那般壮观，但也有一定规模了。向下游

看去，小浪底水库的水面隐隐在望。从三门峡开

始到小浪底，这个古“三门湖盆”前后有三门峡、

窄口和小浪底三大库区，似乎形成了一个梯形流

动结构。作为水利工程的门外汉，我也禁不住地

想，这一段曾经异常险要的黄河河道结构已经改

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不会出现更合理更

积极的结构变化，在黄河上游、中游形成合理的

梯 级 ？ 从 目 前 来 看 ，

“三门湖盆”与黄河一

道，已经渐渐进入一个

新的稳定期，新的积极

变化还会接踵而来。

满族剪纸、布糊画、铁艺灯笼、满族传统木

作技艺……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各级

非遗项目 67项。如何将这些独特的满族民俗

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的新门路呢？

2018年 6月，丰宁被文化和旅游部及当时

的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全国 10 个“非遗+扶

贫”试点县之一和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

持地区。此后，丰宁深挖资源优势，探索出了

一条“非遗+扶贫”的文化扶贫之路，让广大群

众捧起非遗金饭碗，实现家门口就业、指尖上

增收。

摸清“非遗家底”

走进丰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传

承基地，在二楼的展厅里，记者被各类制作精

美的非遗作品吸引，栩栩如生的剪纸、色彩丰

富的布糊画、纹理齐整的铁编灯笼、寓意美好

的斗升木器……每件无声的作品，都有一段满

族民俗文化的历史。

“我们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以丰宁

满族剪纸、布糊画传承保护为重点，对全县非

遗文化产业项目进行全面调查。”该县非遗保

护中心主任杨琳告诉记者，对发现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丰宁建立了非遗资料数据库，完

善档案管理，编制保护名录。在完善国家、省、

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的同时，与扶贫

进行有机融合，积极探索创新“非遗+扶贫”模

式，让贫困户就近就业增收。

摸清非遗“家底”后，丰宁逐步确立了在

县城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在有条件的乡

镇和村建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工作思

路，积极谋划建立县、乡、村三级“非遗+扶

贫”工作体系。

同时，丰宁将“非遗+扶贫”示范工作经费

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设立非遗扶贫引导资金

100万元，加快“非遗+扶贫”示范基地推广，并

争取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 260万元，用于非遗

传承基地工坊和车间的升级改造、学员培训考

察、原材料供应、教材印刷、产品研发、市场开

发等工作。此外，丰宁还将非遗基地、扶贫工

坊和就业车间列入扶贫产业补贴范围。

实现“居家就业”

“非遗传承不能只靠一个家族来承担，需

要有更多的人参与。”丰宁龙腾艺术馆副馆长

郝如香是滕氏布糊画创始人滕腾先生的孙媳

妇，作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她几

年前遇到一个困惑：从事布糊画的都是老手艺

人，很少有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学习这门技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满族民间“补花”技艺

经过滕腾先生研究创新，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吸

收了堆绣、绢人、浮雕、唐卡、刺绣、布贴画、景

泰蓝等工艺的精华，形成了兼具民族性、传统

性和新颖性的民间艺术精品——布糊画。

2018 年，得知县里要建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郝如香积极参与进来。“从我自己的角度

看，考虑更多的是传承。”郝如香说，在县里的

扶持下，她参与办了 3期集中培训班，240名学

员基本上都来自农村，有 30%是当时的贫困

户，“集训完后，我们选了学员相对集中的两个

村继续开展非遗技能培训，每周一次教学。”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布糊画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取得了双赢效果。“学员中已经有不少人

初步掌握了这门技艺，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手艺

精进的学员，可以作为传承人来培养。”郝如香

说，她平时还把设计好的模型和底版交给学员

来糊制，然后再进行回购组装，“一套作品农户

平均可以挣到1200元手工费”。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培训效果，丰宁组织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编写了《丰宁满族剪纸技

法》《中国民间布糊画技法》等系列培训教材，

聘请国家级和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为非遗技能

培训基地的特邀导师和讲师，围绕剪纸、布糊

画、木作、铁艺灯笼等非遗项目开设培训课程，

以产学研模式开展非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

丰宁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300 多期，培训学员 7

万余人次，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过

30%，大部分学员已能独立创作作品。

拓宽市场空间

在丰宁五道营乡五道营村的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里，69岁的丁君方已经成为一个“剪纸

高手”。

前几年，丁君方因患脑梗，使原本并不富

裕的家庭更加艰难，孩子们不在身边，生活要

靠老伴儿陈树成照料。2018 年，丰宁在五道

营村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原来有剪纸技艺

基础的陈树成去参加培训，放心不下老伴儿，

她就带着丁君方一起学习。没想到丁君方竟

然很有天赋，参加了两次培训就能剪出来有模

有样的作品，后来还在当地小学当起了周末辅

导老师，教孩子们学满族剪纸。

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冬阁牵头辅导下，

五道营村对本村贫困人口、留守妇女和弱劳动

能力群体开展传统手工艺培训，目前已培训学

员50余人，带动23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不仅学习不花钱，原材料不要钱，县里还

帮我们卖产品。”丁君方自己都没想到能在年

届七旬之时意外找到一条增收渠道，2020 年

他靠剪纸有了 3000 多元的收入。如今，五道

营村的剪纸作品已经变成了旅游产品，在丰宁

中国马镇、神仙谷等重点景区的非遗展销专区

售卖。

为打造具有丰宁特色的非遗品牌，丰宁鼓

励和支持当地传统工艺产品参与各级各类展

会和品牌营销活动，并与恭王府、北京故宫文

创团队、知名旅游景区景点以及线上线下电商

平台深入对接，拓宽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生产的

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渠道。目前，全县非遗产

品年均销售收入达400余万元。

记者从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建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359

家，组织了“非遗+扶贫”交流对话，并开展非

遗购物节、直播带货等活动，其中，组织首届河

北非遗购物节、大运河非遗大展等活动，参展

项目累计销售收入达5738万元。

家 门 口 的家 门 口 的““ 指 尖 经 济指 尖 经 济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 宋美倩宋美倩

谁来传承？是很多非遗项目

面临的难题。传承，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所在。根植于

民间沃土的很多非遗项目，经历

了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完

善，凝结了无数人的智慧。要掌

握其精髓，需要传承人发自内心

的热爱，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

定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下，

就业机会多、增收门路广，工业化

大生产给手工制作的非遗产品带

来巨大挑战，使得很多年轻人宁

可去外面打拼，也不愿意留在家

里投身非遗项目传承。

如何增收？是农村地区不少

留守老人和妇女面临的难题。要

增收，关键在产业，无论种植、养

殖还是其他工种，想要有可观收

入，必须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

间。很多农村老人具有一定劳动

能力，但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不

少农村妇女因照顾家庭，无法外

出务工，也没有充裕时间在家门

口全职做一份工作。

丰宁将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

在村里，可谓是一举两得：既让非

遗项目有了相当覆盖面的学习

者，可以从基数里择优确定传承

人，也较好地解决了留守老人和

妇女在家灵活就业的问题。非遗

扶贫，一头连着古老文化的延续

传承，另一头连着小康生活的奋

斗目标。

当然，破解非遗传承和群众增收的难题，需要因地

制宜。但是，对于非遗资源富集的地区来说，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确实值得探索推广，尤其是遍布城镇村庄的

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遗，具有带动群众就地就业、

居家就业的独特优势，是助力精准脱贫、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进村庄，把留守老人和妇女的

空闲时间利用起来，对农村家庭来说不仅仅是增收三

五百元的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促进乡风文明和谐、提

高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参加培训学习的人多了，闲谈

是非的人就少了；掌握一技之长的人多了，在家等靠要

的人就少了；农村妇女增收的渠道多了，在非遗项目传

承学习过程中的眼界开阔了，受一些落后思想禁锢的

观念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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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展示的非遗作品。 曹艳玲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