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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北依巍巍中条，南
眺常平关帝家庙的平常街开街试运
营。在这里，文脉气韵与创新活力并
存，平常街的沉浸式仿古街区与互动
性演艺节目实现了对关公文化的生动
讲述，呈现出运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
崭新风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美好蓝
图。

这条街，说道关公文化

飞檐翘角，市肆林立。平常街致力
于打造沉浸式的文化创意仿古步行
街，并注重精细化建设和管理，在细节
中体现关公文化特色和韵味。这归根
于平常街充分运用了历史文化遗址常
平家庙的唯一性，将适宜的文化元素
以多样化形态嵌入到每一幢建筑、每
一处场景中，使承载着的关公文化在
融入融合中得到传承与弘扬。从过街
廊桥到青石地板，处处承载历史；从市
井烟火的仿古长街到贯穿全街的演艺
节目，平常街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成为
群体文化记忆的有力载体。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常
街，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演出是位于
1 号舞台的《青龙转世》……”记者踏
入平常街，便听到街区广播为游客预
告节目。演出的舞台平常街共有 5 座，
贯穿于平常街主街，它们用极具互动
性与观赏性的演出带领游人开启了一
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舞台上演职
人员身穿戏服重现历史故事，在仿古
建筑群的映衬下，精准实现了对游客
的“吸”睛，换来一片叫好的声音。

平常街充分利用情景剧深挖关公
文化内涵、展示关公精神，又通过创意
演出将历史故事、传说戏文转变为大
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叙事风格，让
历史照进现实，让游人触碰文化。在情
景剧《勇杀恶霸》的表演现场，剧情推
进至少年关羽无奈拜别父母、阔别家
乡一幕时，演职人员悄悄“混”入游客

中。“看得正津津有味，耳边突然传来
讲述台词的声音，才发现是穿着古装
戏服的演员正在表演，这节目效果肯
定更上一层楼了！”在二楼看完情景剧
的张女士仍意犹未尽，“之前只觉得精
致的建筑细节让人惊喜，没想到在绘
有关公故事的彩绘木雕中还充当了典
故的亲历者。”一场演出的结束，阻挡
不住市民、游客继续探索关公故事的
向往之心，大部队跟随着广播指引又
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演出舞台。

精细化的街区展示离不开游人对
文化内容的共鸣与认同，也同样离不
开多元化、差异化的表现方式。如果说
沉浸式情景剧对关公文化的生动叙述
老少咸宜，那极具互动性的街区巡演
则聚焦在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
上。“二爷！二爷！”稚嫩的童声激动地
呼喊着正在游街的“关公”，在《虎豹骑
士游街》现场，不少小朋友与高大威猛
的“关二爷”打招呼、合影，更有胆大者
轻抚关公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与略带
机甲特色的“虎豹骑士”不同，穿绿衣
红脸的 Q 版“关小爷”踏着活泼欢快
的步伐引来不少年轻人、儿童与其拥
抱、合影。对关公的卡通化处理让不少
年轻人找到了契合心思的文化阵地。

这条街，上演科技互动

现代舞台造型以及数字技术、数
字交互、观演互动等现代科技创新手
段应用，进一步丰富了旅游演艺的表
现形式，增强了旅游演出的艺术性和
感染力。旅游演艺让传统文化从静态
展陈变为互动体验，观演者得以更加
直观地感受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魅力。

下午 6 时，月华初上，璀璨的灯光
秀在星空下为平常街披上了流光溢彩
的“加持”。声、影、光现代科技手段的
融合，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文化廊
桥，展现出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别样
光彩。“不同颜色的直射灯展现出的激

光秀将平常街勾画得璀璨夺目，从远
处看，地标建筑极为醒目，从近处看，
灯光秀展示出了偏重于细节的场景变
化。光源打在建筑物和景观上，像北极
光一样衬托出平常街不一样的美感。”
平常街企划部负责人阴思岐介绍道。
光影延伸了平常街的历史轴线，赋仿
古步行街以时代光彩，最终呈现出关
公文化的繁荣盛景。

夜晚的平常街，人造烟雾缭绕不
绝，直射灯打出圆形、方形、六角形图
案，走进这里，宛若走入跨越千年的时
空隧道，静态的文化展示转变为更加
多元、包容的活化利用。传统与现代、
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不断为平常
街提供新表达，更新讲好关公故事的
方式，“夜游”模式也为关帝家庙的旅
游宣传与发展带来新机遇，为古朴的
街区增添鲜活力。本次灯光秀利用“声
光电影”的有机结合，用现代技术打造
出科技沉浸感、空间视觉化、特效融合
的文化街景，创意使用斑斓色彩丰富
了街区视觉效果，实现了对文化氛围
的营造和意境的传递，配以情景剧，与
演员紧密配合，让街区场景“活”起来，
让关公文化“活”起来。

除此之外，平常街还利用现代科
技设备和多媒体平台展示宣传“流光
溢彩平常街”的惊艳气韵。运用好现代
多媒体技术，对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将平常街打造成可
以提供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内涵丰
富文化内容的街区离不开对现代科技
的运用。无人机盘旋在平常街上方，网
络达人用手机直播平常街的幻彩灯光
秀。通过网络，平常街发掘出与现代生
活方式相适应的内容和模式，让市民、
游客产生认同感和吸引力，满足他们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夜晚又多了一
个可以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在感受古
朴的文化气息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到
城市发展的蓬勃生命力！”市民徐先
生赞叹道，“高高挂起的红色灯笼和

‘关公红’围栏相映衬，照在古朴大
气的建筑上，给人一种温暖和煦的感
觉！”

这条街，尽展河东风物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平常街文
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掘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再通过现代转化手
段，将更多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文化
要素转化为深受当下旅游者喜爱的产
品和服务。平常街集餐饮住宿、休闲度
假、文化创意等于一体，通过整体布局
加强了环境氛围等特色场域建设，并
围绕关公文化开发文创旅游、美食、主
题民宿等文化消费业态，在丰富和提
高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

平常街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吸引更多外地人投资创业，为当地
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创造了可以“留
下来”的广阔发展空间。“平常便利店”
是平常街唯一挂牌的“盐湖区消费扶
贫专馆”。走进便利店，商品琳琅满目、
有序排放，两间房的分布格局工整简
洁……这是来自太原的谷女士在平常
街的创业初尝试。“起初是被平常街独
特的文化魅力所吸引，认为平常街作
为运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所承担的
文化娱乐职责会吸引更多游人前来打
卡。其次是运城市委、市政府对平常街
招商引资的大力扶持，更进一步坚定
了自己来这里开店的想法。”这样的商
业契机不仅丰富了平常街的消费业
态，同时还为当地居民就业创造了条
件，“店里雇佣的员工就是解州镇居
民，他们住得近，更熟悉这里的风土人
情，工作起来也更得心应手，既望见了
乡愁，又实现了就业。”谷女士说。

“现做的绿豆饼……”“运城有礼”
店面前，工作人员正向游客推销特色
产品，各种绿豆饼已被抢购过半。“‘运
城有礼’融合了运城 13 个县（市、区）
几乎全部的土特产，包括特色糕点、特
色饮品等，其中有不少还是运城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店长马瑞说，“我就是
解州镇的居民，选在平常街开店就是
想把家乡的风味展示给全国游客。比
如新绛县晋安府的柿子醋，原先是只
能在新绛购买，现在只需要来到平常
街，就可以把这些特产‘一网打尽’！”
平常街的文化消费业态成为维系乡愁
记忆的特色手段，使消费变得有意义，
增强当地居民、游客的文化自信。

平常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
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为实现乡村振兴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盐湖区
来平常街也方便，坐 21 路公交车直
达能行，驾车走 826 县道也可以，而
且这周边还建了停车场，不仅是开店
方便，来游玩也方便！”马瑞说。这
一路上绿树成荫、青山伴行，所见之
处皆是风景，常平村的卫生环境也得
到极大改善。近年来，运城市委、市
政府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平常街也在维护绿色生态的
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交往和文
化传播，将关公故事、关公精神以有
形、可用、可欣赏的形式存续下去。

平常街里的文化新碰撞
■见习记者 牛嘉荣 本报记者 游映霞

本报讯 11 月 21 日，香港
青少年鼓手与新绛县西街实验
南校小鼓手们在“云端”相聚，
他们以鼓为媒、以鼓会友，交流
切磋鼓乐技艺，共叙晋港同胞
情谊，增强了香港同胞与内地
人民血脉相连、携手追梦的文
化意识，使血脉同根、文化同
源、民族同心成为共同认知。

绛州鼓乐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经典曲目有《秦王点

兵》《杨门女将》《牛斗虎》《滚核
桃》等。绛州鼓乐作为增强民
族文化认同的桥梁和纽带，从
2007 年开始，每年暑假香港的
青少年鼓手们都会到新绛县进
行鼓乐研习交流，通过鼓乐与
新绛县结下了不解情缘。

疫情期间，两地的文化交
流仍然持续开展中，香港鼓乐
团、香港赤练鼓乐团与新绛县
绛州鼓乐艺术团、西街实验南

校的青少年鼓手们在“云端”以
手中的鼓槌，精彩演绎了《花敲
鼓舞》《姥姥门前唱大戏》《牛斗
虎》《黄河鼓韵》《黄河船夫》等
经典曲目。虽然是线上交流，
但是演奏仍然宏厚博大，气势
磅礴恢宏，声韵铿锵，时而婉
约、时而奔放，演奏张弛有度，
充分展示了绛州鼓乐的艺术精
华和文化精粹。

（李 涛 卫世新）

香港新绛青少年鼓手“云端”切磋鼓乐

本报讯（记者 南 辽）11
月 23 日，“奔跑吧·少年”2021
年运城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
开赛。

此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和教
育局主办，市新康学校、东康一

中和运城国际学校承办。比赛
为期 6 天，来自 13 个县（市、区）
的 57 支小运动员队伍参加比
赛。

比赛现场，紧张激烈，精彩
纷呈，运动员们灵活运用各类

战术，充分展示出广大青少年
积极昂扬、充满活力、团结互助
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有助于
提高我市小学生足球运动技术
水平，培养和选拔更多的优秀
体育后备人才。

“奔跑吧·少年”2021年我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开赛

一 百 二 十 年 前 的 1901 年
（光绪二十七年）9 月，以清政府
与十一国签署的不平等的《辛
丑条约》为标志，饱经沧桑的中
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

在帝国主义列强胁迫下，
这 份 丧 权 辱 国 的《辛 丑 条 约》
中，各项条款都是以义和团反
帝事件为由，对中国进行政治
奴役、军事限制、经济赔偿、资
源掠夺、关税把控。同时通过清
皇帝上谕，对中国部分县实施
制裁，位于山西南部的河津县
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为什么条约附件中
公开点名要对一个小小的河津
县实施制裁呢？

（一）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
用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
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
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
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大
量派遣传教士，到十九世纪末，
传教士人数已达到 3300 多人。

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
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
诉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
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
攘夺中国利权。这些行为给中
国带来的苦难不亚于侵略者的
枪炮，加剧了中国日益严重的
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对此极其
痛恨，不断进行反抗。

从 1861 年 贵 州 驱 逐 外 国
传教士开始，到 1870 年天津教
案 发 生 ，再 从 中 法 战 争 后 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全国
各地民众对传教活动先后掀起
了大规模的抵制和武装反抗，
反教会斗争持续发展。而义和
团运动，更是甲午战争以来广
大人民群众反压迫、反侵略、反
瓜分斗争的总爆发，是当时反教会斗争的
总汇合。

（二）

晋南的河津县，由于地处汾河与黄河
交汇的三角地带，与陕西隔河相望，土地
肥沃，民风淳朴，历史文化悠久，因而也就
成了英俄等国眼中理想的传教之地。

早在 1895 年就有英国传教士来到河
津，在县城及汾南汾北修建教堂，发展教
徒，并向东往稷山县、绛州、侯马方向渗透
扩展。

英国传教士在河津县，以传教为名，
践踏中国的传统礼教，贬低当地的民族风
俗，灌输西方宗教思想文化，愚弄奴化民
众，挑动教民与群众冲突，干涉地方管理
事务，欺压当地民众，引起了民众的强烈
不满，不时有村民与洋人和教徒发生冲
突。

1898 年年初，山东、河南义和团下层
首领带部分团民，分别从山东菏泽、河南
南阳，来到河津设坛习拳，扩大队伍，组织
团民与教会对抗。在全省各地义和团运动
影响下，河津县义和团设立的坛口越来越
多，团民人数越来越多，义和团组织不断
发展壮大。

河津县的义和团首领张守忠，是河津
县西关村人，从小就喜欢习拳弄棒，在当
地小有名气。他长大后有膂力，精拳术，中
武举，讲义气，被民众拥戴为河津义和团
的首领。

张守忠在与山东、河南过来的义和团
团民拳艺切磋、思想交流以及全省反帝风
潮的影响下，更坚定了带领河津义和团与
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信心。

他通过设坛习拳动员和组织的团民，
经常与河津教堂传教士的非法活动进行
对抗，对教会的洋人和教徒是一个很大震
慑。

1900 年 8 月间，在义和团反帝斗争席
卷山西大地的形势下，多年一直在河津教
堂传教的英国籍传教士宓学诚躲在教堂
里，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他联络在绛州（今新绛县）教
会的蓉牧师，商定西渡黄河到陕西避难。
为了掩人耳目，不被义和团跟踪发现，他
们约定从河津和绛州分头行动，迂回到河
津县北山坡下的西硙村会合，次日再渡河
入陕。

当晚，宓学诚夫妇、蓉牧师夫妇和两
名修女以及厨师葛天顺等 8 人到达西硙
口村，住进了村边的一家旅店。

然而，令宓学诚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他们所住的这家旅店，正是河津义和
团反教灭洋活动中布设的一个县境秘密
卡点。

经营这家旅店的店主叫范居江，河津
县西硙村人，例贡生，幼聪颖好学，博读经
史，兼习武事，急公好义，称著乡里。他多
次听到和看到这些外国传教士，在河津等
地打着传教的旗号，挑拨民众关系，制造
社会矛盾，进行不法活动，因此对其恨之
入骨，很早就加入了张守忠组织和领导的
河津义和团。

西硙口，位于河津县与乡宁县交界地
带，是进出河津县和乡宁县的必经之路，
也是进出吕梁山的咽喉要道。范居江在西
硙口开设旅店，一方面负责接待从乡宁县
方向进入河津的义和团民，一方面监视外
国传教士进出河津的行踪。

当晚，范居江把宓学诚等人在旅店安
置好，并答应明天一早送他们秘密渡过黄
河进入陕西韩城县境内。随后，范立即派
人把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在县城的首领

张守忠。
次日凌晨，范居江将宓学

诚等八人送至黄河东岸大石
嘴处（今河津市阳村乡苍头村
附近），早在高粱地埋伏等候
的张守忠带领拳民十多人，突
然跳出，将八人全部杀死，扔
到波涛汹涌的黄河中。

传 教 士 在 河 津 县 境 内 神
秘失踪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英
国在北京的公使馆，引起了英
方对山西晋南河津县的极度
仇视。

（三）

1900 年 8 月 15 日，在八国
联军进攻京城外围时，慈禧太
后和光绪帝离开紫禁城，辗转
逃往西安。8 月 24 日慈禧太后
在西逃路上发布上谕，任命李
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为与列强
议和的代表，要他们尽快与帝
国主义列强和谈。

随后，慈禧太后发布了围
剿义和团的上谕，严令各地巡
抚官府和清军，对义和团“严
行查办，务净根株”。从此，清
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
同镇压义和团。当八国联军在
京津周边四处扩大侵略时，清
军一方面大肆屠杀义和团团
民，一方面步步退让，把大片
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义和
团组织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
的联合绞杀。

1900 年 12 月 24 日 ，参 加
武 装 侵 略 的 八 个 国 家 和 比 利
时、西班牙、荷兰等国，共同向
清 政 府 提 出“ 议 和 大 纲 十 二
条”（即后来所签订的《辛丑条
约》草案），声称这些条件“无
可更改，只能全部接受”。

几 天 后 ，遵 照 列 强“ 惩 办
祸首”意愿，清政府连续上谕，
首 先 对 主 张 抵 抗 联 军 的 皇 室
十多名官员分别给予革职、赐

令自尽、应斩立决、定斩监候、发配极边永
远监禁等处罚。其次，以义和团在各省焚
烧教堂、伤害教士致酿事端为罪名，对地
方 150 多名军政官员分别给予了革职查
办、发配极边、出斩立决等处罚。山西巡抚
毓贤被革职后发配去新疆途中，因被八国
联军指控在山西支持义和团杀害众多洋
人定为寻衅列强的祸首，而在兰州被拦截
就地正法。

在山西，清巡抚下令将河津义和团首
领张守忠、范居江和卫清合、吕成才、任克
德等 5 人，以杀害传教士的罪名缉捕归
案。不久，张守忠在狱中吞金自杀。范居江
则认为：河津义和团杀害传教士，是朝廷
向洋人宣战后进行的，既已受朝廷支持，
当不至出尔反尔，故拒绝认罪，听任解送。
清军便将他们 4 人押到太原，当年秋季斩
首。

（四）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是中国的辛
丑年。9 月 7 日，在帝国主义列强胁迫下，
李鸿章和奕劻代表清政府与英、俄、德、
法、美、意、日、西、荷、比、奥等 11 国公使，
签订了正式条约，史称《辛丑条约》。

条约共十二款，十九个附件。
为了彻底扑灭各地民众心中的反帝

怒火，震慑各地官吏，甘愿俯首顺从列强
的意志，在《辛丑条约》第二款第二条特别
载明：要对各国人民被虐待杀害的城镇，
予以制裁，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其中
山西 22 城、直隶 13 城、东北 6 城、河南 2
城、湖南 1 城、陕西 1 城、浙江 1 城，共 46
城。

按照列强国家开出的城镇名单，清光
绪帝上谕，对这些城镇予以停考五年的制
裁，河津县位于其中。上谕原文以附件八
的形式成为《辛丑条约》中的一部分。

附件八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奉上

谕：本日奕劻、李鸿章具奏，各国议定，滋

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试各五年一折，据称顺

天、太原地方乡试，仍应停止；其单开山西

省之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

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

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

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

化城、绥远城；河南省之南阳府、光州；浙

江省之衢州府；直隶省之北京、顺天府、保

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

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滦平

县；东三省之盛京、甲子厂、连山、徐庆街、

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之宁羌州；湖南省

之衡州府等地方，均应停止文武考试五

年。著各该省督抚、学政，遵照办理，出示

晓谕。钦此。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
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
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
平等条约。该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
中国的又一奴役性条约。它的签订进一步
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
夺，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

中国人民通过这一次失败的教训，进
一步看清了清政府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
的忠实走狗，不打倒它，中华民族永无振
兴之日。全国民众曾提出的“扶清灭洋”口
号，通过觉醒，已经彻底转变为反抗清政
府封建专制统治的实际行动。

随着全国人民反清斗争的日益高涨，
终于在十年后的 1911 年，延续两千多年
的封建专制统治，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
命彻底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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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 华）11 月 19 日，稷山县非遗保护工
作会议暨授牌仪式在稷山县文化馆举行。

活动回顾总结 2021 年稷山县非遗保护工作，对 2022 年
稷山县非遗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活动中，宣布了稷山县非
遗代表性项目、稷山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名单，并进行
授牌。此次共有“兴华锣鼓”“枣醋酿造技艺”等 10 个项目
入选第八批稷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稷
山县 29人入选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稷山县文旅局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稷山县将
紧紧围绕强保护、重提升、树品牌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四个
方面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效机制，开展传承培训工作，探
寻行之有效的传承模式，营造全民学习、保护和传承“非遗”
的环境与氛围。进一步加强名录建设，强化传承机制，提升
非遗保护水平。加强文化培植，拓展文创产品，打造非遗文
化品牌，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深化和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围绕“稷山四宝”积极创新创作，让非遗文创产品成为展
示稷山县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外形象的交流纽带。

稷山县为第八批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授牌

平常街开街试运营当天，人流穿梭在具有晋南特色的古建筑街景中。 常 奇 摄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的 2021 年山西省省级旅游
休闲街区公示，7家单位入选，其中包括岚山根·运城印象。

这 7 家单位分别是忻州古城文旅休闲生活街区、太原
古县城十字街、司徒小镇六尺巷、应县木塔景区文旅休闲
街、山西天美杉杉奥特莱斯旅游休闲街区、襄汾丁陶风情
街、岚山根·运城印象。

岚山根·运城印象是我市重点文旅项目，是融合商业、
旅游、文化元素，创新实践精心打造的一处文、旅、农相融
合，食、购、玩、住一站式的特色旅游体验地，已建成的作坊
街、小吃街、文化街等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品尝美食的旅游
休闲区，这里的深度特色旅游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岚山根·运城印象入选
2021年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