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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晋福
宁晋猴

作为宁晋人， 已经在邢台市生活了 10 年，
每次自我介绍， 断不了有人故作神秘地说：“宁
晋人精啊！ ”，同桌的人当然意会，邢台县人、隆
尧人或者南宫人都有可能面带笑容，把话说白：
“宁晋猴”。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宁
晋猴”说出来，不过，关于
“
宁晋猴”的来历，貌似
是皇帝的御
“
说”。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河北河南等地连年灾
荒，朝廷派宁晋人王之栋放粮救灾。 皇上口谕：
“过河放粮。”意思是过了黄河放粮。王之栋心存
私心，过了滹沱河（宁晋在滹沱河南）就把粮放
光了。 皇上追问起来，王之栋称按口谕行事。 皇
上无奈自嘲说道：
“
这宁晋人比猴还精， 真是宁
晋猴。 ”
猴精，这样的说法含有不太明确的贬义，但
是，对这样说法，有的宁晋人欣然接受。“我觉得
宁晋猴也挺好的，说明我们机灵，可爱，善良，聪
明，友爱。 ”一位网友写道。

宁晋人
善于经商 ，有
着悠久的历
史传统 ，这一
传统和其所
处的地理位
置密不可分 。
在古代 ，宁晋
处于大陆泽
的北端 ，是山
东、河北、山
西贸易交通
要道。 这里
水草丰美 ，人
口大量聚集 ，
各种技艺世
代传承。 改
革开放以后 ，
宁晋人积极
创业 ，工业化
技术在民间
自发传播 ，形
成了电缆 、光
伏、服装、食
品 、机械配件
等产业集群 。
本报记者

米京涛

宁晋泊
宁晋泊与宁晋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
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古代， 宁晋以南到任县以北， 是一片汪
洋。 这片汪洋是黄河史上最古老的湖泊，称为大
陆泽，大陆泽由九条河流汇流而成，宁晋位于九
河下稍。 大陆泽后来又分为北泊和南泊，北泊又
称宁晋泊。
查看地图，15 世纪到 19 世纪初，北泊和南
泊连成一片，挡住了东西贸易的道路。 山东取道
河北到山西贸易，要么走北泊以北的宁晋，要么
走南泊以南的任县或者南和。 宁晋是冀南地区
的一个交通要道。
在交通要道上定居下来的人， 往往都与商
业贸易有关。 而且，交通要道也是古代的信息中
枢，这里的人见多识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当年的宁晋泊水草丰
美，景色宜人。 徐正《海河今昔纪要》：宁晋泊最
低处孟家庄一带，在明万历年间还是湖泊，人称
“
小南海”，常年有水。
肥沃的土地，很早就有人居住，宁晋成为了
“
千年古县”。 《尚书·尧典》中称杨纡，春秋时期
（公元前 770 年）建杨氏邑，距今 2785 年；唐天
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称宁晋，寓“安宁晋福”
之意，距今约 1273 年。
邢台历史文化学者刘顺超说：“宁晋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有尧舜禅让、纪昌学射、曹鼐不可
等典故。 ”

凤凰城

产业集群
杨海峰从小跟随父亲作画， 一开始画山
水，县里兴起工笔画后，他开始转行画工笔画。
“
我们的工笔画卖到了韩国、美国和东南亚，大
一点的一幅能卖几万元。 ”他说。
在古代，宁晋书画名人辈出，明代状元曹
鼐擅画山水、竹石，清代书画大家董文灿与郑
板桥齐名，以画兰闻名时有
“南竹北兰”之誉。
书法绘画的技艺，一直代代传承，财富的
效应，让杨海峰的一些同学和亲朋，也加入了
这一行业。 传统的书法绘画，遇到工笔画这一
产业化模式，迅速转化为生产力，2014 年全县
工笔画产值达 2.1 亿元。
各种技艺传承的空间是村落。 相比较山区
村落，这里的村子都很大，大村子上万人，小村
子也有三四千人。
杨海峰所在的村子，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
就已经有上万人，在这样的村子里，有着各种
“
能人”和“
高人”，书法、绘画、中医、武术、吹拉
弹唱，甚至裁缝、染布、补锅、校秤等等，一个村
子就具备了社会所需的各种人才。
数千上万人的村子，总有人能找到赚钱的
生意，于是，四邻八家亲朋好友都会加入其中。
在宁晋，几乎每一个村都有特色的行业，或者
做墩布，或者做香，或者跑运输。 做小了是手工
作坊，做大了是工厂公司，做小了是特色行业，
做大了是产业集群。
现在，宁晋依托各村镇形成了大陆村机械
配件、河渠工笔画、河渠食品、贾家口电线电缆
等多个产业集群，先后被评为中国民营经济最
具潜力县、中国特色产业发展百强县、中国电
线电缆之乡、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等称号。

凤凰下蛋，宁晋出官是个传说。
宁晋城还有一个别名，称作凤凰城。相传在很久
以前，凤凰给县老爷夫人托梦，要在宁晋县城安家落
户，把县城修成凤凰城吧。
在县老爷夫人和风水先生的规划下， 县老爷开
始修城，城修好了，只见南关是凤头，街南口有对圆
口井，那是凤凰的眼睛，南门口到南关是凤凰的脖子
……还在北关修了一座草桥。
城修好后，宁晋县每年便有一个考中做官的。原
来，凤凰仙子每年在草桥下一个蛋，只要下一个蛋，
就会有一个宁晋人做官， 凤凰接连下了 99 个凤凰
蛋，宁晋出了 99 个官。
皇帝看到朝廷全成了宁晋的 官 ， 开 始 担 忧 了 ，
再 这 样 下 去 就 要 改 朝 换 代 了 。 于 是 ， 找 高人指
点，这位高人说：“宁晋富，凤凰好，草桥应该修成大
石桥。 ”
草桥变成了石桥，凤凰下的蛋摔碎了，从此宁晋
再也不出官了。
做了官的人为了光宗耀祖就在城里修坊立碑。
宁晋不再出官，但是，牌坊留了下来。解放前，宁晋城
的牌坊远近闻名，素有“
北京看楼房，宁晋看牌坊”之
称。
据邢台历史文化学者刘顺超考证， 宁晋旧城中
原来只有一纵二横三条街， 在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
的城圈内就有大小牌坊 30 多座。县城外有据可查的
牌坊还有 120 多座。

宁商精神
谷宁波是当地著名的主持人，最近，他录制了一
期新的节目《天南地北宁晋人》。
“
现在，宁晋在外经商的有 20 多万，几乎遍布全
国地级以上城市，真是天南地北都有宁晋人。 ”谷宁
波说。
2013 年 9 月， 宁晋人成立了全省首家县级商
会——
—宁晋总商会，此后，相继设立了北京、天津、上
海、浙江等十几家宁商分会。
宁晋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商贸活跃。
在发展进程中，逐步锻炼、成了一支敢闯市场、善搞
经营、勇于创新、永不满足的宁商队伍。
宁商队伍足迹遍布九州、生意通达四海，终秉承
“不为一家兴、敢为燕赵先”的理念，逐步形成了“勤
奋睿智、崇德诚信、创新包容、互利共赢”的宁商精
神。
现在，全县已经拥有了 14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
22000 多个市场主体。 浓厚的经商氛围、优越的经商
环境，先后吸引了美、德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
商投资，注册登记外资企业 40 多家，具有进出口权
企业 100 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