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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新伟
从唐代大诗人杜牧笔下的山西杏花村，到享

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从汾河之滨的汾酒
老作坊，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汾酒以跨时空
相遇的形式，正与未来开展更多链接，与全世界
开展更多对话，传播汾酒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体现了汾酒人在新时代坚定的文化自信，以
及不忘初心的历史使命。

11月 10日，许是天公作美，一场夜雨过后，

中央电视塔上空蔚蓝而清澈。上午 9:40，“大国
清香·追梦北京”2019行走的汾酒全国文化大巡
展暨北京汾丝节在塔下隆重开幕。

活动现场，随着“火种”从中央电视台顶缓缓
落下，肩负传承的火炬手们奔跑而至。当传承的
圣火在李秋喜董事长手中点燃，温暖的阳光穿透
白云，一时间光芒万丈。

来自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的领导，原国家
博物馆副馆长张威，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秋喜，汾酒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汾
酒股份公司总经理常建伟，汾酒集团董事长助
理、汾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汾酒销售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李俊，汾酒集团文化总监柳静安等
各界领导、嘉宾，以及众多文化学者、主流媒体、
经销商和消费者，以及汾酒爱好者“汾丝”代表共
同参与了本次盛会。

将汾酒古法酿造技艺搬到现场打造实境“酿
造车间”，诗歌朗诵《汾酒赋》、《我心飞翔》和汉服
产品展示，现场聆听并体验清香汾酒品鉴，远方
汾酒爱好者汾丝致信抒发汾酒情怀……让北京
消费者“燃”起来的形式一个接着一个。

传承数千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汾酒
酿制技艺，音乐、视频、诗歌朗诵、酒道表演等地
域特色鲜明的表演形式，极大地激起了北京市民
的参观热情。围观现场出酒、聆听品鉴技巧，又
或是领取一张以“行走的汾酒”为主题的明信片
开始，集齐 5枚“行走的汾酒”印章，换取一件具
有纪念意义汾酒文创产品，清香之美便在互动中
得到有效传达。每一个好奇的眼神，每一段走心
的对话，都是行走的意义。

回首过往，从明朝初年洪洞大槐树移民开
始，奔赴四方的山西人也把酿酒技艺播散在全国

各地。一条万里酒路从杏花村的根脉出发，开枝
散叶，衍生出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白酒王国；聚焦
当下，汾酒继续用行走与城市互动、跟消费者“交
心”、和世界对话，在这种特有的开放包容和积极
奋进中，“大国清香”精神感染着行业内外。

常建伟则表示，2019行走的汾酒全国文化
大巡展北京站的主题是“大国清香，追梦北京”，
希望借此次机会，使汾酒能与北京这座国际化大
都市产生文化、思想、感情和认识上的精彩碰撞，
实现互通互融。

北京作为 2019行走的汾酒全国
文化大巡展的第二站，在往期巡展精
彩活动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创新，采
自杏花村的象征“中国酒魂”6000年
血脉传承的圣火火种以“火上云霄”
的方式从中央电视塔顶部降落，民乐

《光明行》表演，诗歌朗诵《汾酒赋》、
《我心飞翔》，以及武术表演，都将汾
酒文化以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方式体
现地淋漓尽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汾丝节”是 2019行走的汾酒全
国文化大巡展的“升级版”，以丰富多
元的形式感恩汾酒爱好者和消费者，
加强汾酒与“汾丝”之间的联系。本

次活动期间，主持人宣读了一位来自远方“汾丝”
的信，内容表达了粉丝的北漂追梦和对汾酒的情
怀。李俊与受邀来到现场的“汾丝”互赠了礼品，
并为其颁发了“行走的汾酒”传播大使证书。

行走的汾酒全国文化大巡展走向全国、全世
界，将传承千年的汾酒酿造技艺和历史文化传递
给市场和消费者，加深汾酒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
联系。这种以“行走”传递文化力、激发市场力的
创新模式，正对酒行业今后发展产生重要启发和
引领价值。

2019“行走的汾酒”在京扬起酒文化风帆

朝阳市凤凰山旅游景区位于辽宁
省朝阳市区东部，紧邻中心城区。占地
67.84平方公里，集自然景观和文物古
迹、人文景观为一体，现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凤凰山旅游景区生态资源富集。
拥有林地面积 1334公顷，经调查植物
种类多达790种，整个风景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 85%，素有辽西植物宝库之称。
景区内野生动物种类众多，达 330种。
独特的地质构成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凤
凰山重峦叠嶂、峭壁岫罅的自然景观，

“天然大佛”“金驼望月”等自然景观妙
趣天成，惟妙惟肖，是极具特色的生态
观光旅游目的地。历史上的凤凰山曾
是森林茂密、柴草蓊郁、禽兽出没的地
方。据《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载：晋
代时，“此地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兼有
峡谷平原，六畜兴旺”，若逢兵事，“山峦
作屏障，峡谷供给养，此地为福德之地
也”。至辽代，凤凰山乃是一天然猎场，
辽世宗率群臣常猎于山中。唐代的凤
凰山，“原野丛林，水草丰盛，树木阴翳，
狼虎成群”，正如唐剑南节度使、著名边

塞诗人高适所说的“营州少年厌原野，
狐裘蒙洱猎城下”。明末清初的凤凰
山，更是“春天绿树盘岩，夏季万卉齐
发，秋高枫林似火，寒冬松柏长青”。清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 1702年），满蒙猎
手在山上曾猎获一只体大如牛、角杈盈
大的十六杈老鹿，还曾捕射过全身乌
黑，顶生白毛的巨熊。

凤凰山旅游景区有着悠久的佛教
历史。凤凰山，东晋时称龙山，历史悠
久并见诸史籍。据《晋书》及《十六国春
秋辑补》记载：“晋咸康七年（公元 341

年），燕王慕容皝建都龙城，位置在柳城
之北，龙山之西，所谓福德之地也。自
此，朝阳古城便翻开了三燕故都近百年
的历史。作为龙山，其悠久的历史便也
由这时发端并逐步走向辉煌。据《晋
书·载记第九》记载：“晋永和元年，皝亲
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步，祭之以太
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
悦，还宫殿，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
宫，立龙翔佛寺于山上”。龙翔佛寺，是
凤凰山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宇，也是迄
今为止东北地区最早见诸于史籍的佛

教寺院。从此，佛教在这里广为流传，
凤凰山已成为影响很大的一处佛教圣
地。龙翔佛寺的兴建，开始了凤凰山乃
至朝阳佛教文化的历史。75年后，即
公元420年，龙翔佛寺高僧释昙无竭率
25人赴天竺取经，成为我国历史上最
早西行求法僧人之一，早于唐玄奘 207
年。

经历了前燕、后燕、北燕的兴衰，凤
凰山的佛教已经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到
了隋朝时期，凤凰山已是越来越兴盛，
越来越有名气。据《资治通鉴·卷一百
七十九隋记三》记载：“文帝十六年（公
元596年）又诏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
这时的基础建筑已初具规模。到了唐
朝，佛教传播日盛，信徒与游客云集，塔
寺兴起，凤凰山步入了第一个兴盛期后
的平稳发展阶段。

至辽代，凤凰山再度兴旺。上寺之
凌霄塔、中寺之摩云塔、北沟之大宝塔
均是辽时构建，同时还兴建了华严寺、
天庆寺、倒座观音洞及观音堂。诚可谓
大兴土木，盛极一时。此时的凤凰山，
又叫和龙山，名字源于黑白二龙的传
说。

到了清初，乾隆皇帝按《诗经》中的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

朝阳”的诗句，把龙山改名凤凰山，又以
这诗句中的“凤鸣朝阳”之意，把龙城改
名叫了朝阳。

经考古调查，凤凰山区内存在有红
山文化、夏家店等各时期的文化遗址
27处，文物景点 18处。凤凰山旅游景
区有始建于前燕的摩崖佛龛，始建于清
代的卧佛洞和莲子洞，始建于辽代的摩
云塔、大宝塔、凌霄塔，始建于辽代的天
庆寺、华严寺和清代的延寿寺、云接
寺。另外，南天门、钟鼓楼、“降香十八
盘”古道、“倒座观音”等景点也成为游
人驻足的人文景观。

延寿寺，俗称下寺，原名报恩寺。
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华
严寺之徒海昌，接引其师弟海明。同
年，海明为报答海昌引荐之情，募化修
建寺庙定名为报恩寺，清乾隆年间该寺
修缮，更名为延寿寺至今。整个寺院由
六重正殿、三重东西配殿组成，中轴线
上从前至后依次是天王殿、地藏殿、大
雄宝殿、药王殿和关帝殿、观音殿和藏
经楼。延寿寺与其它寺院唯一不同的，
该寺的钟楼和鼓楼分别建在寺院两侧
对称的山腰上。每年的农历七月三十，
是延寿寺的传统庙会，也是凤凰山流传
至今，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庙会。

朝 阳 凤 凰 山

法院公告栏
陈建全、郑玉春：本院受理的（2018）川 1303
民初 3044 号原告胡国鹏与被告章勇、陈建
全、郑玉春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不得
执行被告陈建全、被告郑玉春名下位于南充
市高坪区松林路 58号东方国际 40号楼 2单
元 17层 3号的房屋；二、驳回原告胡国鹏的
其他诉讼请求。本院（2018）川 1303 民初
2144号民事裁定书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
效。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王飞：本院受理汪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皖 1126 民初 279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王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汪磊
借款本金 8 万元及相应利息。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宋红艳：本院受理原告路爱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 1402 民初 817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产业集聚区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怀庆：本院受理的原告裴汝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初408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院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巫平财：本院受理原告王有来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张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0222民初3168号民事判决书副
本、（2019）豫 0222 民初 3171 号民事判决书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毛新来：本院受理原告张广然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22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
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刘友良：本院受理原告李道义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 3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杨端：本院受理许万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户金焕：本院受理陈同同、刘传凤、陈永丰诉
你与马五月、马根连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皖1126
民初 29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武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陈仁松：本院受理武为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皖1126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武店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王建波:本院受理原告杨兴华与被告王政
乔、第三人王建波、四川省瑞丰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1323 民初
4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金溪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
邢峻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来军与你债权转让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402民初849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
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朱乾坤：本院受理原告焦贝贝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 1422 民初 510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陆凤珍：本院受理原告罗传凯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边秀娥申请宣告王书玲公
民死亡一案。经查：王书玲，女，汉族，1972
年9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舞阳县九街镇贾
庄村6号。申请人边秀娥称，下落不明人王
书玲系其女儿，自 1993年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 20 余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书玲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一年,期限届满,本院
依法裁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
滑松朝、刘灿：本院受理滑继光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冀0636民初8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省顺平县人民法院
刘清成：本院受理原告杨成玉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执行权利义务及风险告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楼四楼第十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程凤明、田君吉：本院受理原告孔令宣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辽0381民初3739号民
事判决书、（2019）辽 0381 民初 3739 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上诉于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王梳洋：本院受理原告临颍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 1221 民初 10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
张洪海：本院受理原告李方和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川1503民初1855号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罗龙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
王自成：本院受理原告宋爱格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财
产申报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不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老班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河南德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水池铺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刘国军：本院受理原告邓云梅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1024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畅乐峰:原告张跃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22民初 835
号民事判决书和张跃中的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
更正：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于2019
年 8 月 15 日在检察日报的一则公告中，原

“张松涛:本院受理王金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应为“张松涛:本院受理王友金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特此更正。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