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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支画笔，或一把烙铁，或一缕
金丝，足以让小小的葫芦上变幻出万千
世界。

无论是用画笔“绘”出的花开富贵，
还是用烙铁“烫”出的秀美河山，亦或是
用仿金丝“掐”出来的优雅仕女图，不惑
之年的郭鸿没有止步于单一的继承，而
是于题材、技法和艺术精神上有新的继
承形式——将国画、烙画、漆画、掐丝等
技艺融会贯通到葫芦中，从而使得葫芦
呈现出多元的艺术形式。

初春时节，走进襄汾县“子羽葫芦”
工作室，一个个披着精美外衣的葫芦倚
墙而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技艺
传承人郭鸿正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掐
弄着手中的金丝。

掐丝葫芦，采用传统的景泰蓝工
艺，是景泰蓝掐丝工艺和葫芦工艺充
分结合的成果，给观者耳目一新的感
觉。除了景泰蓝掐丝工艺的葫芦，还有
采用烙、烫、刻工艺的葫芦，它们虽然
制作工艺不同，所呈现的艺术效果不
同，但在艺术品鉴赏和收藏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这个作品由空心字和动物造型组
成，金丝是比较娇气的东西，一不小心
就会掐出痕迹，所以做的时候得把握
好力度。”郭鸿左手扶着葫芦，右手旋转
着金丝，不一会儿一个行楷“福”字便活
灵活现了。

由于样式各异，制作过程短则一
两日，长则需要一两周。眼下最炙手可
热的，是一款如花生大小的耳坠。“一
次，我外出学习时看到有手艺人用非
遗元素创作的小首饰，就想着是不是

也可以用小葫芦来进行加工。于是就
试着做了一款掐丝葫芦与玛瑙、翡翠
结合的耳坠，没想到刚晒到朋友圈就
被买走了。”用创新“淘得”第一桶金的
郭鸿一发不可收拾，又先后开发了葫
芦挂件系列、葫芦茶具系列等。奇妙的
构思、丰富的釉色变化、多样的工艺融
合，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及强烈的时代感。

“门里出身，自会三分。”这句话用在
郭鸿身上再贴切不过了。郭鸿说，她的葫
芦制作技艺是从曾祖父那一辈传下来
的。“曾祖父祖居原汾城县城隍庙附近，
世代以开木器作坊为生，由于深得家族
真传、技艺高超、雕梁画栋在当地颇有名
气，后日军侵华作坊被烧，迫于生计到晋
商刘笃敬南高刘家做木器画工。刘家喜
欢屋中摆放各式葫芦器具，并在花园内
种植各式葫芦品种，自用摆放馈赠亲朋，
曾祖父葫芦重彩烙制深受刘宅喜爱。祖
父郭富贵从小受曾祖父指点画技，一生
多才多艺，能写善画。作品古拙秀丽、自
成一派。绘有仿宋人物花鸟壁画，木板雕
刻龙凤喜字，葫芦绘画，神龛布艺彩绘。”

郭鸿说。受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郭鸿从
小就特别喜欢画画。

许是对国画的偏爱，郭鸿对古朴雅
致的泛着淡淡象牙光泽的葫芦更是情
有独钟，认为“这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纸
张！”为此，她在刻苦钻研国画技法的同
时又继承创新葫芦画制作技艺，通过不
懈努力，现今她已成为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和省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

郭鸿的作品多以吉祥的图案为主，
由中国工笔画的手法完成，人物肖像和
水墨山水均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为了
丰富制作，郭鸿还将烙画艺术、掐丝珐
琅融入到葫芦制作工艺中。

“葫芦讲究依形造景，细长的葫芦
适合雕刻人物，短粗的适合画动物。”郭
鸿说。简而言之，葫芦画强调“意在笔先、
落笔成形”，如果没有严谨的构思，和对
灵感的酝酿，做出来的作品不会有灵
性，亦无法给观者以美感，因此，这是一
项悟性和定性都需要的技艺。

葫芦寓意福禄，安宅吉祥，子羽葫
芦画制作技艺 2019年入选临汾市第
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8
月子羽葫芦挂件系列作品荣获首届山
西省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传统
工艺+非遗创意设计类优秀奖、同年12
月获山西省第四届文博会银奖，同时
该工作室被临汾市工美协会评为2019
年度工艺美术行业优秀工作室。2020
年子羽葫芦饰品系列获临汾市优选公
用区域品牌称号。

第二届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成功举办；
乡宁云丘山荣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临汾市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临汾市图书馆正式开馆运行；

“翼城浑身板”晋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
2020年，我市文化旅游工作喜事连连。一年来，我市坚持按

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围绕市委“一三四
三”工作思路，坚持科学谋划，精准施策，以5A级景区创建为龙
头抓景区提档升级，以品牌招商为载体抓产业转型发展，以大型
会展为路径抓文旅宣传推广，以文化惠民为重点抓文化强市建
设，推进文旅融合和全域旅游发展，在打造文化强市的生动实践
中留下一串串铿锵足音。

惠民工程稳步推进
2020年4月30日，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同程旅行举办了

“2020临汾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推出临汾景区门票、酒店礼包
大派送等多重优惠。自此，受疫情影响沉寂数月的临汾文旅业开
始复苏。

疫情缓解后，市文旅局适时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共演出
1808场；培育乡村群众文艺队伍620支；培养乡土文化能人艺人
293名；挖掘乡村文化带头人639名。与此同时，举办了“两节”系
列文化活动、元旦迎春戏曲晚会、临汾市第十五届广场戏曲文化
消夏月等品牌文化活动。

在以提高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为核心，深入开展群众性
文旅活动的同时，我市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等各项工作也呈现健康、良好的发
展态势。

放眼全市，非遗传承绽放异彩。2020年底，我市“翼城浑身
板”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名录。同时，我市积极申请国家、
省、市非遗保护专项资金378万元，加强对非遗传承人队伍建
设，对优秀非遗传承人进行表彰奖励。并通过临汾市文旅惠民消
费季暨“回家”服务品牌创建活动非遗项目展示、第二届大河文
明论坛非遗项目展示、国庆期间“非遗进景区巡演”活动三场，促
进文旅深度融合。

立足以人为本，文化服务有了新拓展。目前，全市公共文化
服务场所覆盖率进一步扩大，已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县乡
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全市公共文化设施有市博物馆、
市群众艺术馆、市图书馆；所辖17个县（市、区）都有图书馆和文
化馆，其中有博物馆16个（包括2个非国有博物馆）、美术馆5
个、乡镇标准化综合文化站151个，村级文化活动室2955个。通
过持续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我市公共文化服务网格体系不断
完善，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得到更大满足。

提质升档阔步向前
2020年，我市文旅产业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不等不靠，苦练内功，各

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过去一年，云丘山景区、壶口瀑布景区、广胜寺景区、
春秋晋国城景区、荀子文化园等景区对标A级景区创建，对停车场、景区环境、标识标牌、旅游
导览系统等硬件设施进行了提质升档。截至2020年12月中旬，旅游厕所已申报立项82座，完
工74座，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排名全省第一；全市26家A级景区核心区域已实现WIFI全
覆盖……

在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我市文旅行业“软环境”也在升级换代。在全省首创了“回家·
悦生活”品牌标准化创建活动，发布“回家·悦生活”《服务品牌质量要求》《服务品牌酒店的划
分与评定》《服务品牌民宿的划分与评定》三个地方标准，面向全市文旅行业和窗口服务单位，
推出“用心、暖心、热心、精心”服务体系，让广大来临游客充分感受到“精神回家、心灵回家、服
务到家”“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旅游整体形象日益深入人心，文化旅游业
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进一步深化和巩固。

与此同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乡村旅游示范村和“三个
人家”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年中，成功创建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曲沃县里村镇朝阳村2家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成功创建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曲沃县北董乡南林交村2家山西省4A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成功创建尧都区枕头乡枕头村、浮山县张庄乡小郭村等15家山西省3A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共评定27家“三个人家”，其中“黄河人家”18家，“太行人家”9家。

宣传推介亮点频仍
放眼全市，一个个旅游景点宛如一颗颗明珠，在平阳大地上熠熠生辉。
文化旅游是城市的“软名片”，如何让这张名片叫得响，把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

势？如何让受疫情影响的风景名胜走向大众，临汾在思考、也在行动。
2020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省智慧旅游云平台融合建设，深入景区、酒店、旅行社、文创

及特产地督促指导工作，并于同年4月全面完成旅游产品和服务“上云”工作。其中，静态数据
上云单位135家、文旅行政单位18家、景区25家、2星级以上酒店46家、旅行社46家。动态数
据具备上云条件的6家景区全部完成上云工作。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市大力发挥文化引领的积极作用，向全市发出了文
旅融合发展最强音：做好传统宣传，抓好网络宣传，用好微信圈，做大“朋友圈”；形成一批打卡
地、打造一批全网红、建成一批旅游新IP……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云峰亲自带队赴苏州进行临汾文旅专场推介；
市委宣传部长李朝旗及部分县长做客“同程旅行”小程序直播间、中科院考古所专家携

手喜马拉雅知名主播，合力打造“临汾”直播专场，吸引超400万名网友同频互动，将临汾文旅
资源进行了全方位宣传推介。

以文旅惠民消费为核心，循环发放消费券2216万余元，引导游客进景区、住酒店，享实
惠；在中央、省、市电视台黄金强档开展主流宣传；在太原南站出站口灯箱和太原市移动电视
城市资讯频道400余台楼宇电视进行广告投放；拍摄纪录片《丁村—华夏开启的地方》，并在
央视《美丽中华行》栏目和香港卫视播出。

此外，我市充分发挥“大河论坛”激活和带动全市乃至全省旅游复苏向好的作用，邀请驻
外使节，沿黄省市嘉宾，单霁翔、蒙曼等文化名人来临做客，进一步做大“朋友圈”，推动文化旅
游比翼齐飞。

同年8月，随着“游山西·读历史”活动的启动，我市推出一系列专题旅游线路向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允诺着一场诗与远方的完美邂逅。

文旅融合，“融”出临汾文旅发展新天地。我市将在推进文化强市的嘹亮号角中，乘势而
上，全面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奋力书写文旅融合新篇章。

“妈妈，你快看，这头小牛真可爱
啊，这是拿什么做的呢？”3月1日，在临
汾博物馆一层临展厅，观众小乐乐目不
转睛地盯着玻璃橱窗里的作品询问着
一旁的妈妈。

“这是皮影工艺品！”妈妈乔丽铭
说，周末逛博物馆已经成了她和孩子雷
打不动的惯例。

此次临展的主题为《牛岁福临门
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由
中国文物报社、市委宣传部主办，临汾
市文化和旅游局、临汾博物馆、临汾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展览围绕生肖牛展开，形式多样。
其中由中国文物报社联袂40余家文博
机构，众筹于多地同步奉展的“牛”，以
图片+文字的形式展开。内容包括：《生
肖故事——生肖文化的源与流》《五牛
迎春——历史文化中的牛》（春牛耕春、
神牛通灵、吉牛纳福、牧牛意趣、铜牛镇
水）《牛年牛俗——民俗中的牛》。除此
之外，还有由我市精心遴选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通过刺绣、剪纸、平阳木版年
画、麦草画、葫芦画、面塑等形式展出。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边走边看,并
不时拿出手机与作品拍照合影几乎成

了每位参观者的标准动作。
“我们小时候每年过年贴的年画就

是这样的！”“这绣工真好，真细致啊！”76
岁的段希萍与82岁的亲家段杏蒲对摆
在橱柜里的非遗作品连连称赞。“看到
了很多以前的东西，特别好，内心感到
特别震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
展览，真的特别好……”缓步前行，两位
老人总会对作品仔细端详，并将有趣的
故事讲给同行的晚辈听。

如果说，“玻璃橱窗”里展出的内容
丰富多彩，橱窗外的“图片展板”同样吸
睛。“十二生肖亦称十二辰、十二时、十

二属相或十二支像,由鼠、牛、虎、兔、蛇、
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这
十二种动物组成。十二生肖与干支纪年
中的十二地支相对应，每个生肖对应一
个年份，以十二年为一轮回……”不少
参观人员边诵读着上面的文字，边拿起
手机拍照。也有不少市民表示，周末来
这里逛逛，满满的“文艺范儿”。

已经退休的张福明老人自从博物
馆开馆以来，每年过年期间都会来市博
物馆转一转，“也散步了，也学到新东西
了，何乐而不为呢？”张福明说，“现在人
们不但重视物质享受，也非常重视精神
食粮。此次非遗展览与年俗结合起来，
拉近了我们与非遗的距离，拉近了艺术
与我们的距离。”

“听说展览将持续至今年5月8日，
我已经在朋友圈发了‘公告’，感兴趣的
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哦！”从尧都区刘
村特意赶来的参观者张文丽兴奋地说。

本报讯 3月1日，记者从国家5A级
旅游景区云丘山景区获悉，为庆祝即将
到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该景区将在
3月 8日当天推出所有女士免“首道”门
票的优惠政策。

此外，为响应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游山西 读历史”》专题活动

的通知，云丘山景区自 2021年 3月 1日
起至12月31日，对上海市、浙江省、江苏
省籍（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游客执行免

“首道”门票优惠政策。
该景区承诺，将让各位游客在骑行、

自驾、登高等活动中，不管是吃、住、行，
还是游、购、娱都能感受到景区热诚、优
质的服务。 （本报记者）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守亮） 2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永和县税务局开展“猜
灯谜 庆元宵 展税务风采”元宵节活动。

活动共收集灯谜100余条，内容涵盖
了党风廉政文化、生活常识、法律知识、
体育、娱乐等方面的知识，形式上除了字
谜，还有词语谜、地名谜、专业名词谜等，
既具娱乐性，又具知识性。

除了猜灯谜活动外，现场还进行了

威风锣鼓表演、踢毽子、跳绳和象棋友谊
赛。大家认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了税务
干部敢打、敢拼、不怕苦、不怕累的税务
精神。

活动当中，税务干部还利用闲暇时
间向前来参加活动的群众发放税收宣传
资料，向他们宣传社保和个人所得税等
税法的相关知识，得到了群众和纳税人
的一致好评。

“以前总认为广场舞是
中老年人的专属，参与其中
才发觉并不是自己想象的
那样，欢快的舞步令人身心
愉悦……”3月2日，在我市
射击运动基地，一场广场舞
培训活动正在精彩进行。

“90后”学员杜光宇一边舞
动着快乐的步伐，一边兴奋
地述说着自己的学舞体验。

“我是尧都区南街办
事处推荐的体育爱好者，
我们的班级名称为‘乡村
振兴 健身同行’临汾市基
层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班，这次培训的内容有社
会指导员基础理论知识、
广场舞习练方式及套路、
健身气功（八段锦、六字
诀）习练方式及套路。今天
上午我们学习的是广场舞
套路，通过专业学习，让我
对广场舞有了一个全新的
认识，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说罢，杜光
宇即兴展示起了“云手”动
作，完美诠释着年轻人对
广场舞的热爱。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
指不以收取报酬为目的，
向公众提供传授健身技
能、组织健身活动、宣传科
学健身知识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并获得技术
等级称号的人员。是发展体育事业、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增进公民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为
进一步加强我市体育健身指导员队伍建设，提
升社会体育指导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能力，市
体育局特举办了此次培训活动。为了让不同年
龄段、不同基础的人群在短时间内爱上广场舞、
学会健身气功，市体育局特邀请有着丰富教学
经验的专家进行指导，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广场舞一级裁判李曼便是其中一员。

“一二三四，拍手，大家一起来。转身、左右
看，从‘八点’看到几点呀？对啦，‘两点’……”
李曼有着厚积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整个培训中，她采取幽默有趣、完整带练、
重点示范、全体训练、个别纠正等方式进行指
导,使学员们很快就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动
作要领。“随着近年来大家对广场舞的喜爱，广
场舞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且越来越科学，
也越来越规范，就拿我今天教的这套广场舞来
说，不仅可以通过左边和右边完全对称的动作
达到左右肢均衡锻炼的效果，还可以让人们在
锻炼的同时真正享受到科学消耗卡路里、科学
健身带给大家的快乐。”李曼说。

来自霍州的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魏阳就
深有体会。“平时我们参加的一些活动都是以
理论为主，这次的活动则是以实践为主，老师
通过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让我们在轻松愉快
中收获了很多，我将加强学习，完善自身，为我
市全民健身事业的健康发展增色添彩。”

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王红云介绍，此次
培训为期7天分三批次进行，共有171名学员
参与，内容涉及广场舞、健身气功等。她表示，
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对我市乡镇一级体育健
身站进行全覆盖，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市农村健
身深入发展，构建农村全民健身新格局，提高
农村人口素养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为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体育力量。本报记者

走！去 临 汾 博 物 馆 看“ 牛 展 ”
本报记者 亢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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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丘山景区：“三八节”女士免“首道”门票

永和县税务局：猜灯谜 庆元宵 展税务风采

印记20202020

2020年，蒲县县委、县政府着眼百
姓需求作为文旅工作的出发点，着力党
员干部的辛苦指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以广度的资源共享促进深度
的文化惠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百
姓的文化获得感，用生动实践谱写了文
旅融合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篇章，用不懈
努力展开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时
代新画卷。

文旅“软实力”展现“硬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蒲县文旅迅

速成立“抗疫微信宣传队”“抗疫微信朗
诵会”；举办“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主
题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开通网上文化课
堂；利用网络，深入开展“全民阅读”，让
全县人民居家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带
来的实惠，更加坚定了全县人民战胜疫
情的信心。

建立防控措施台账，明确疫情防控
要点，在假日期间开展文旅市场疫情防
控及景区安全有序开放的督导监管。通
过建立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专项检查信
息反馈机制，安排专人每天将检查情况
进行汇总统计，对县城内文化娱乐场所、
涉旅酒店、旅行社和4A景区进行清单式
排查、无缝式整改，把旅游景区“控流量、
防聚集、重防护”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

保假日旅游市场平稳安全有序。
谋划“一盘棋”展示“大作为”
抢抓机遇、认真谋划，充分发挥文

旅优势，积聚力量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
“13156”目标，打造新坐标、发展新高度，
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确定1个目标：实施文旅强县战略，
打造文化旅游高地。实施3大工程：总分
馆制建设工程、西戎故居基础设施提升
工程、《全域旅游规划》编制工程。打造1
条线路，即“一日旅游”精品线路，开通周
末喜相逢快乐中巴。提升“5个品牌”：持
续开展好以“乡里乡亲”为主题的“文旅
融合”“文站契合”“文社配合”“文校联
合”“文企结合”五为一体群众文化活动。
扩大1个“绿水青山”影响力：发挥国家
级4A景区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鹿
山、昕水河湿地公园、山中全国文明示范
村的资源优势，打造旅游精品线路。挖掘

“6大文化”内涵：立足蒲县实际，重点打
造以道、佛、儒三教融合的“东岳文化”；
以蒲剧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县朝山会”为代
表的“非遗文化”；以段云书艺馆、西戎故
居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五鹿山自然
保护区为代表的“生态文化”；以剪纸、柳
编、麦烙画为代表的“民俗文化”。

聚焦“新媒体”展开“新画卷”
“无直播、不传播”，2020年蒲县文

旅局以创新理念吹响“向新媒体进军”的
冲锋号，在“新媒体+文旅”工作上取得了
良好成效。

在抗击疫情方面，分别举办了乡
镇文艺宣传本土作品大比拼和抗疫文
创产品征集活动，用新媒体唱响了主
旋律；在文旅宣传方面，围绕“在云端遇
见宝藏蒲县”“好景好物推介”“蒲县优
品”“县长带您游蒲县”做文章，组织策
划参与了一系列“助农直播”，在《中国
推介》进行了蒲县文旅资源全方位推
介，用新媒体做好文旅宣传；在文化体
验方面，全年所有的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全部进行抖音直播，并以此为引领，
策划举办了“非遗”“群星奖”晚会、“三
万悦生活·向幸福出发”现场直播等大
型节目，现代戏《春暖蒲子山》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优秀剧目、临汾市“五个一”工
程奖，并于当年11月参加了由中宣部、
文旅部、中国文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题
材优秀剧目展演；蒲县人民文化馆荣
获全国等八届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
进集体；《蒲县扶贫之歌》获得临汾市

“五个一”工程奖等。 本报记者

郭鸿正在进行掐丝工艺郭鸿正在进行掐丝工艺

3月3日，“我们的城市”摄影展在市区鼓楼广场开展，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图书馆里觅书香

博物馆里“游”历史
春回大地，市民走出家门放飞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