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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院诉说晋商那些事
本报记者 梁 婧

““不入大院不入大院，，枉来山西枉来山西””。。

到大院走一走看一看到大院走一走看一看，，正成为正成为

越来越多游客到山西旅游的必越来越多游客到山西旅游的必

选项选项。。推开每一座深宅大院的推开每一座深宅大院的

大门大门，，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曾经的辉煌虽已远去曾经的辉煌虽已远去，，但山西但山西

大院作为历史的见证大院作为历史的见证，，值得我值得我

们细细品味们细细品味。。

一品建筑艺术一品建筑艺术。。中国古代中国古代

民居的典范民居的典范，，一向有一向有““北在山北在山

西西，，南在安徽南在安徽””之说之说。。安徽民居安徽民居

以朴实清新而闻名以朴实清新而闻名，，山西大院山西大院

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则以深邃富丽著称。。游客走进游客走进

一处大院一处大院，，最直观的震撼就是最直观的震撼就是

大院的建筑艺术大院的建筑艺术。。山西大院虽山西大院虽

然各有各的特色然各有各的特色，，但普遍建筑但普遍建筑

雄伟雄伟、、精雕细刻精雕细刻，，院内的木雕院内的木雕、、

砖雕砖雕、、石雕美观精巧石雕美观精巧，，内涵丰内涵丰

富富 ，，大 都 具 有 较 高 的 艺 术 价大 都 具 有 较 高 的 艺 术 价

值值。。漫步大院漫步大院，，领略传统民居领略传统民居

建筑的精妙建筑的精妙，，感叹前人的奇思感叹前人的奇思

妙想妙想，，这样的旅游体验何尝不这样的旅游体验何尝不

是一件美事是一件美事？？

二品晋商文化二品晋商文化。。山西现存山西现存

的大院多建于明的大院多建于明、、清时期清时期，，尤以尤以

清代为盛清代为盛。。那个时期那个时期，，许多山许多山

西人经商谋生西人经商谋生，，努力将晋商的努力将晋商的

事业推向繁荣事业推向繁荣。。有所成就的晋有所成就的晋

商商，，““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

少少””，，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建造家园建造家园，，于是于是

相继有了这些恢宏的大院相继有了这些恢宏的大院。。山山

西大院大到整体结构西大院大到整体结构、、房舍布局房舍布局，，小到雕梁画栋小到雕梁画栋、、门窗牌门窗牌

坊坊，，都通过不同的细节将传统的道德文化与晋商的个人都通过不同的细节将传统的道德文化与晋商的个人

审美交织融合审美交织融合，，形成独特的晋商文化形成独特的晋商文化。。行走大院之中行走大院之中，，

耐心品读那些楹联匾额耐心品读那些楹联匾额，，就对晋商守信重义就对晋商守信重义、、勤俭节约勤俭节约、、

崇尚儒家的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崇尚儒家的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三品兴衰沉浮三品兴衰沉浮。。山西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故事和山西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故事和

传说传说，，有几家大院就有几部兴衰史有几家大院就有几部兴衰史。。山西大院整体建筑山西大院整体建筑

以高大的围墙与外界隔离以高大的围墙与外界隔离，，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防御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防御

性性。。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修建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修建，，大院逐渐成为与外界隔绝大院逐渐成为与外界隔绝

的城堡的城堡，，再加上当时遭遇纷乱的年代再加上当时遭遇纷乱的年代，，晋商群体衰落不晋商群体衰落不

可避免可避免。。站在大院之内站在大院之内，，环顾早已人去楼空的建筑环顾早已人去楼空的建筑，，不不

禁令人唏嘘禁令人唏嘘。。如果你对晋商文化感兴趣如果你对晋商文化感兴趣，，不妨来山西大不妨来山西大

院看看院看看，，这里曾经演绎过不同的商海浮沉这里曾经演绎过不同的商海浮沉、、悲欢离合悲欢离合。。

洗去铅华洗去铅华，，如今山西大院正因旅游发展而焕发出新如今山西大院正因旅游发展而焕发出新

的活力的活力。。随着国内文化旅游市场需求不断扩大随着国内文化旅游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山西作山西作

为我国文化旅游资源大省为我国文化旅游资源大省，，优势更加凸显优势更加凸显，，文旅市场将文旅市场将

会迎来更加强劲的增长会迎来更加强劲的增长。。

“七圆滴七扁滴”，走进常德

米粉店，一句清脆利落的“德

语”，就足以让你的味蕾觉醒。

湖南省常德市是有名的鱼米

之乡，清澈的沅澧两水，香甜的

洞庭湖大米，孕育出源远流长的

常德米粉。早在东汉时期，常德

就有了食米粉的传统，圆而细长

的米粉，形如龙须，每天早上来

一碗，寓意日子过得如米粉般细水长流。

走在常德的大街小巷，粉店满街都是。大多是小面积

“夫妻店”，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凑在一起，成为伴随许多人成

长的记忆。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名店也不少，每家名店都

有自己的代表作，比如壹德壹的炖粉、刘聋子的牛肉粉、德

老家的三鲜粉……常德人的胃就被这一碗碗米粉养娇了、宠

坏了。

一根根米粉虽小，却也是许多人赖以谋生的依靠。据不

完全统计，常德市目前仅城区米粉店就上千家，米粉从业人

员近10万人，年产值达25亿元。

近年来，随着柳州螺蛳粉、云南米线的“出圈”走红，

常德米粉也迎来了成长的烦恼。虽然盛名在外，也散布湖南

各地，但出了湖南，想吃碗常德米粉并不易，在全国市场上

也没有一个叫得响、立得住的大品牌。反观已成为现象级的

柳州螺蛳粉，短短几年时间，年产值达百亿元，生动诠释了

“小米粉也是大产业”。

常德米粉要“出圈”，难在哪儿？当地企业的说法不一

而足，但不外乎三方面：鲜米粉保质期短，不宜长途运输；

养家糊口的小作坊缺资金、缺人才，难以打开大局面；作为

地域性强的小吃，地方口感和大众口味难调和，标准化生产

不容易。

困难的背后藏着机遇。常德米粉总产能每天达到 250 万

斤，是本地消费需求总量的 5倍，供应不是问题；当前全国

米粉年需求量巨大，常德米粉所占份额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同类小吃打天下已有成功先例，云南过桥米线、兰州拉面门

店都已开遍全国。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作为。瞄准市场空白，有企业捷足

先登，比如霸蛮湖南米粉，已是许多身在北京的湖南人都绕

不开的粉店。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霸蛮门店，一进门

就氤氲在一股浓烈的牛油香气中，拿出手机扫码点一碗黄牛

肉粉，将香辣的酱料、浓郁的汤、大块牛肉码子与滑溜溜的

米粉拌匀，嗦一口，口齿皆香。

成立于 2014年的霸蛮，因为创始人张天一“北大硕士卖

米粉”的经历，迅速打出知名度，7 年间开了百家门店。据

张天一介绍，霸蛮选择了与传统门店不一样的发展路径，线

上线下齐头并进。在线下，霸蛮采用标准化体系，成立中央

厨房，统一原材料配送、统一包装设计、统一门店形象，门

店主要选在年轻人聚集的购物中心；在线上，霸蛮发力销售

半成品，并多次与李佳琦、薇娅等明星主播展开合作，当前

零售收入已占企业销售总额大头，连续 3年占据天猫湖南米

粉品类销量第一。“线上与线下、餐饮与零售、到店与到家

的结合，将成为常德米粉寻求突破的机会。”张天一说。

新品牌后来居上，老字号也不甘落后。今年 6 月，刘聋

子粉馆在北京海淀世纪城开业。刘聋子是常德人尽皆知的老

品牌，已有近百年历史。门店负责人罗竣告诉记者，以前刘

聋子品种不多，为拓展市场、跟上消费新潮流，近些年陆续

推出炖粉火锅、酸菜米粉、爆椒牛肚等各种品类，还推出藕

饺、肉饺、麻辣肉等各式地方小吃，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为

保证米粉的原汁原味，北京店更是选择将米粉从湖南空运到

北京。“开业以来，每天都是满座，今年刘聋子还将在北京

再开一家分店，未来将陆续在京津冀布局，争取早日走向全

国。”罗竣信心满满。

霸蛮的问世、老字号走出家门，让常德看到新的发展机

遇，开始大力鼓励米粉产业发展：成立常德米粉产业发展集

团，对米粉产业进行整合升级、品牌扩张；建立智慧监管平

台，对米粉生产进行全流程追踪，打造绿色健康品牌。常德

市副市长杨成英说，争取到 2025年，常德米粉店达到 2万家

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米粉企业的全力经营，再加上自

身美味的加持，相信用不了多久，常德米粉将跨越地域和空

间限制，纵横五湖四海。

美丽的自然风景与厚重的文化底蕴，赋予山西独特的魅

力。纵横欧亚 9000里的晋商，数百年间创造了独特的山西大

院文化。一座座深邃富丽的晋商大院，见证了山西晋商“史诗

般传奇”的商贾岁月和大院生活。

古建之美

《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等影视作品，让高墙巍巍

的乔家大院成为山西最早让大众熟知的院落。乔家大院位于

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堡村正中，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似一个象

征大吉大利的“囍”字。

盛夏傍晚，乘着凉风迈入乔家，一排排高挂的大红灯笼映

衬着青砖黑瓦。乔家分 6 个大院，内套有 20 个小院、313 间房

屋，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形如城堡。从外看，威

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是我国北方

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

晋商崇尚吉庆，大院整体布局往往会取某一吉庆文字进

行建筑的空间安排。乔家是“囍”，曹家三多堂则是“寿”。大

院的内部建筑多是单面坡屋顶，而不是双面坡，雨水顺着房檐

流入自家院内，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平面布局多为严谨

的四合院式，彰显出四平八稳的姿态，处处显示出以“礼”为本

的建筑特色和庭院深深的森严感和仪式感。

除了在建筑布局上讲究吉庆，大院在内部装饰的砖雕、木

雕、石雕及桌、椅、门、窗、几、凳上，会选取中国传统文化吉祥

如意的图案和故事进行装饰。比如，山西大院的门窗上常有

象征“事事顺、路路通”的“盘长”图形。此外，如意纹、寿字纹、

祥云图案等装饰也都尽显大院建筑工艺之美与晋商的审美

追求。

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时曾在记录中写道：“这种

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以想象到当日

的气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

阁别院之复杂”“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

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由此可见山西大院的气

势和气派。

“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近 1300 处，如同地上文

物古迹是中国最多一样，山西的民居建筑在全国亦首屈一

指。”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张建

忠告诉记者，随着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山西

大院的建筑之美也愈加被游客欣赏，“如今，不少外地游客都

是二刷、三刷甚至多刷，就像故宫和苏州园林一样，山西大院

之美亦值得细品”。

晋商之魂

“在这里，你可以静静享受深宅大院的厚重和静谧。”北京

游客林珊是名银行职员。两年间，她陆续探访 6座山西大院，

“这些院子长满了人文历史、侠义情怀，了解一个就会想了解

更多”。

“山西大院是晋商故事的载体，更是晋商文化的载体。”张

建忠告诉记者，从明初到清朝中后期的 500年间，晋商群体创

造出惊人的财富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晋商文化，立足全省、

影响全国、走向世界。

常家庄园坐落在山西晋中榆次。导游陈晓媛介绍，常家当

年以张家口为中枢，在江南茶叶产区和恰克图之间买茶山、办

茶厂、设商号，商业网络跨大半个中国，设立了50余个商号或

工厂，不但对俄出口茶叶，还进口当地的皮毛、呢绒、牲畜等

商品，形成了“以外贸促内贸，内贸服务外贸”的商业格局。

这也使得常家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

常氏家族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家族坚持了以儒铸

魂、以商兴业、儒商融汇的发展思路。在常家 200 余年经

商、兴学史中，出现 170多位秀才、举人、进士，他们大都

放弃了仕途而投身商界，聚合成晋商家族中顶尖的“精英

集团”。

总结晋商辉煌史不难发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晋商群

体有着共同的“企业文化”，即诚信、开放、创新。不论商

业上获得多大成功，晋商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义利观。在经济

上，晋商通过商贸积累巨大的财富，既有固定的民间贸易网

络，又有与官家的贸易合作；在思维上，晋商极具开拓进取

精神，创新了以“票号”为核心的早期银行体系；在文化传

承上，晋商具有严苛的家规、良好的家风。

“越是了解晋商，越是被他们的创新精神、进取精神、诚信

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所打动。”太原亚派伟业家居设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建瑜是山西各晋商大院的“老”游客，“鉴古知

今，晋商文化我们不仅该知道、该了解，更要传承下去。”

通过与各地频繁的商业贸易，晋商将被地理环境阻隔的

人们联系在一起，为封闭的世界建构起一个相对活跃的交流

体系，为人们认识外部世界、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获取

外界信息作出了巨大贡献。

晋中之变

说到山西大院，就不得不提晋中。这个东倚太行、西临汾

河的古城位于山西中部，是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坐拥平

遥古城，乔家、王家、渠家等大院。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探大院、读晋商，还能真正过一把古

时深宅生活的瘾。”吉林游客冯峰居住的平遥程家老院曾是永

庆魁票号旧址，他告诉记者，穿着租借来的旧时衣裳，置身传

承百年的历史宅院中，似乎可以触摸到当年晋商富甲一方的

盛景和叱咤风云的豪迈，“真是意外之喜”。

近年来，晋中转变旅游产业发展思路，从“有没有、缺不

缺”变成“好不好、精不精”，提出融合发展才有前景的理念。

大型演艺项目《又见平遥》以极具艺术的实景形式向人们讲述

了一个关于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晋商拓路故事，为游客提供

了“白天观景、晚上看戏”的全天候旅游体验。

“隽永的古城晋中一直在变。”晋中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

开发科科长刘国英一脸自豪。2018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实现

“千亿”目标；2019 年，晋中正式被文旅部和财政部命名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年接待游客 1.16亿人次；

2020 年，提出把文旅康养培育成晋中城市形象和民生幸福产

业的亮丽品牌。

“2021 年，我们将持续做强做优千亿元级文旅产业，全

力打造‘游山西·读历史’的最佳体验地；做精一批文旅产

品；用好郑太高铁开通机遇，推出‘游晋中·读晋商’经典线

路，支持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介休绵山等发展景区‘夜经

济’，培育文创领军企业，丰富‘云旅游’‘云演艺’产品供

给。”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常书铭表示，未来，晋中将推动

文旅康养产业在多领域深度融合，打造经济增长极，为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撑，奏响“诗和远方走到一

起”的动人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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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德 米 粉 的“ 霸 蛮 ”
本报记者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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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乔家大院一角乔家大院一角。。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柴柴 婷婷摄摄

图图②② 王家大院游人如织王家大院游人如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马毅敏马毅敏摄摄

图图③③ 王家大院一角王家大院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梁 婧婧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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