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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寨：
石家庄鹿泉抱犊寨风景旅游区

抱犊寨，旧名抱犊山，古名萆山，位于河北

省石家庄鹿泉区，距首都北京 288公里，是一处

集历史人文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名山古寨。系

国家4A级旅游区。

它东临华北平原，西接太行群峰，海拔 580
米，一峰突起，峥嵘雄秀，四周皆是悬崖绝壁，远

望犹如巨佛仰卧，眉目毕肖，其山顶平旷坦夷，

有良田沃土 660亩，土层深达 66米，异境别开，

草木繁茂，恍如世外桃源。有“天下奇寨”、“抱

犊福地”之誉。

为方便游人上山，抱犊寨修建有客运索道，

全长 1800多米，为国内唯一设有中转站，没有

中间塔、全封闭往返式客运索道，最高悬空 271
米，成为抱犊寨的一大景观。

历史沿革

抱犊寨景区修建有目前全国最大山顶门

坊-- 南天门，全国第一座山顶地下石雕五百罗

汉堂，以及环寨长城、天门洞、牛郎织女家、金阙

宫、千龙壁、天堂街、仙人洞、连心亭、万联苑、鹿

隐源等诸多景点。其中南天门不仅以雄伟著

称，而且结合了中国北方古代皇家建筑富丽堂

皇的特点和江南古代建筑飞扬灵动的特点，相

得益彰，独具特色，是抱犊寨的标志性建筑；罗

汉堂系充分利用寨顶土层厚的特点修建的规模

宏大的地下佛教殿堂。其中的五百罗汉像，全

部用鹿泉的青石由曲阳的工匠精雕细琢而成。

每尊罗汉均有真人大小，重约一吨。五百罗汉

阵容庞大，布局紧密合理，气势恢宏；万佛洞，又

称天门洞、东天门。早在北宋时期，便被奉为奇

观，是达官显宦游憩避暑的胜地。在洞的两面

石壁上，开凿有北魏、宋、金时期的佛教造像以

及众多摩崖题字，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7年景区斥巨资重新打造了万佛洞。重

修后的万佛洞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石雕万佛洞，

此洞洞长 110米，高约 3米，横向最宽处约 7米，

最窄 3.8 米。洞口处为两尊高 3.6 米的哼哈二

将，洞中佛像采用浮雕的形式，以山体自然青石

雕刻，包括释迦摩尼、弥勒佛、观音共计 10088
尊。万佛洞采用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使得洞

内金光熠熠，神秘幽邃；千龙壁长 38 米，高 13
米，厚 1.2米，全部由传统琉璃构件组成，共有大

小各式龙的雕塑 999条，故称千龙壁。其中壁

的正面主龙有九条，壁的东、西两端各有一直径

1.5米的华表式蟠龙柱；壁的背面是用琉璃构件

组成的“抱犊福地”四个大字，由原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题写。

作为广大市民休闲健身的首选场所，抱犊

寨景区斥资重修了步行登山路，全部用青石铺

设而成，全长 3300米，共有台阶 3068级。并于

2010年在登山路两侧修建了大型瀑布水景，使

游客在登山途中可以欣赏到瀑布飞流直下，经

平台、过小溪的立体景观。2013年 4月，依托韩

信背水一战的历史背景，又新建了反映韩信生

平事迹的韩信文化园。

抱犊寨古时称为萆山，即汉将韩信伐赵之

战中，令军卒“人持一旗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

军”的地方。抱犊之名，是在北魏葛荣起义时，

当地人为避战乱，抱犊上山，因此才有了抱犊之

名。山的四面都是峭壁,山路很险,而山顶上又

有 600 多亩耕地,所以民间又有"抱犊 (小牛)上
山,养大耕田"的说法。“抱犊”与“寨”相连，是在

金末元初时，金将武仙在山顶屯兵建寨，抗击蒙

古军队，这样此山便有了“寨”的名称。

文化传说

抱犊寨内有一景点名为“天井”，关于这个

天井，民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相传在很

久以前，这里终日雾锁云绕,这口天井的周围更

是长满了奇花异草,一泓泉水由抱犊寨顶涌出,
并一直流入这口天井中,不但在天井上形成了

壮观的飞瀑,而且天井无论怎样也流不满 .在天

井瀑布后边的幽洞中,住着一只美丽的神鹿 .她
是玉帝派在这里看守天井的，流入天井的水实

际上是天上的甘露。虽然天井四周有着美丽的

景色和各种奇珍异卉、瑶草灵芝，但寂寞难耐的

她还是无比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因而常常驻

足崖边，远望山下的田野乡村、男耕女织。就这

样一直到了秦末汉初，楚汉相争搅得人间到处

是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神鹿看在眼里，更急在

心里。终于有一天，她看到大将军韩信统兵前

来伐赵，知道天下太平的日子快要到了，心中既

充满了欣喜又充满着期待。然而欣喜之余，她

发现韩信的大军因水荒而处在了绝境之中，情

势非常危急。韩信派出去找水的人一个个无功

而返，一位叫胡申的将军则由于未能找到水源

而自缢身亡。有感于人间的苦难以及胡申将军

的忠义，神鹿毅然决定把天井的甘露带到人间，

助韩信一臂之力，解万民于倒悬。于是她当晚

便施法将天井的水引到了山下大路旁，并在天

将傍明时引韩信来到今天的白鹿泉所在地，并

用鹿蹄跑地，当韩信搭箭来射时，神鹿早己闪身

回到了抱犊山上。而鹿蹄跑处，便涌出了甘泉，

就是至今还在流淌的白鹿泉。从那时起，天井

水便越来越少，因为都流到了白鹿泉那里。由

于白鹿泉水是天井的甘露，因而出奇的甘冽甜

美。元朝时皇帝还曾专门派使者到此汲水，用

以煎药烹茶。关于这个美丽的传说，古人在题

咏白鹿泉的诗中也多有提及。如清代雍正年间

的获鹿县令韩国瓒的《游白鹿泉》诗就是这样写

的：“群雄逐鹿秦关外，国士将兵功何大。龙成

五彩汉业兴，白鹿献瑞从天赉。跑石石畔涌甘

泉，溪流曲曲如山带。背水功成指顾间，帝曰人

杰岂常例。至今饮马人何存，空余清流万事

赖。”再如清代诗人刘名馨在《游白鹿泉亭》中也

曾写道：“军中渴饮将奈何，白鹿献瑞休疑怖。

鹿从石跑涌甘泉，泉涌应有山灵护。鹿泉因之

始得名，清涟瀑瀑成霖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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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史猛：本院受理原告安儒勇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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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2200元整及利息，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楼
德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安增胜、杨洪强：本院受理原告冯珂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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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偿还
原告借款 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
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德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张捷、童玉钗：本院受理原告周雪艳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4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唐国利：本院受理原告刘安祥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 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西安学鲁商贸有限公司、张建鲁：本院受理
原告杨凌雨露节水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你
们劳务合同纠纷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陕0102民初655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许岩岩：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金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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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春光：本院受理原告崔小燕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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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张付珍：本院受理原告谭玉良、杨文会诉你
生命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1)黔 2328 民初
8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王鸣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曾宗根与被告王鸣
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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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鸣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宗根支付劳
务报酬 36000 元；二、驳回原告曾宗根的其
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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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王恩宇、马春香、海城市景地基业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原告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柳支行诉你王恩宇，马春香，海城市景地基
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
0381民初 62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柳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遇到法定假日顺延）向
本院西柳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9份，上诉
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李国光、韩菲菲、辽宁宗骏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柳支行诉你李国光，韩菲菲，辽宁宗骏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辽0381民初62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柳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遇到法定假日顺延）
向本院西柳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9份，上
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秦晓春：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4653
号原告安子龙与被告秦晓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
15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
利息，从 2017年 12月 19日起计至清偿借款
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
月 27日 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吴春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4652
号原告安岳县鲁花椒干杂店与被告吴春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决或调
解由被告给付货款 13400 元及资金占用利
息（利息从 2019 年 3 月 22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吴毅：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440
号原告陈晓芳与被告吴毅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婚生女由原
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至成
年。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王英：王青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626民
初 4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 40，000元及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 元由被告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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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汪朝个：本院受理王兴秀与汪朝个同居关系
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你，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 2328 民初 186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王兴秀的诉讼请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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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衡水中青东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李希纯与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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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五审判
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
张健康：本院受理原告赵明池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 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汪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陈华：本院受理原告李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812民初6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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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曹今芳：本院受理原告吴杰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812民初4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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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淮安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魏敬人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12民初 4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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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
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徐进、高燕：本院受理曹红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范红梅：本院受理刘建巧诉你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