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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发
展战略，大湾区亦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区内的双创基地近年发展迅
速，有如雨后春笋，为有意创业的香港青年带来庞
大契机。为支持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新创业，香
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已在“青年发展基金”下推
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及“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体验资助计划”，并于 2 月底
举行了“青创同行”起动仪式，标志香港青年在大
湾区大展鸿图的旅程正式启动。
  最近出台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
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打造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
品品牌。香港特区政府一直支持青年创新创业，
期望青年拥抱大湾区的发展，并抓紧这庞大的发
展机遇。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出台
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意在大湾区创业的香港
青年能受惠于粤港两地的优势互补，同时接上庞
大市场和成熟的供应链。

先行先试 抓紧大湾区双创机遇

  为了协助香港青年把握政策优势及发展机

遇，香港特区政府近年逐步推出不同措施，鼓励青
年在大湾区创新创业。2018 年，民政事务局推出
试行计划，在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与三个位于深圳市的双创基地合作，为香港
青年创业团队提供一系列落户优惠和便利措施，
例如基地工位租金减免，及以优惠价租用人才公
寓，大大减低创业成本及风险，有效协助香港青年
融入当地创业生态链，透过创业一展抱负。试行
计划成功协助多个香港青年初创企业落户大湾
区，并持续向青年提供创业支持，提升业务竞争
力，不少受惠企业现时已扩展至广州、佛山及东莞
等多个城市。
  另一方面，民政事务局亦积极联系香港各界
人士，多次率领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及非政
府机构代表前往大湾区双创基地做实地调研考
察，并与广东省相关部门代表以及在当地发展的
香港创业者深入交流。考察小组亲身感受到大湾
区双创发展一日千里，市场庞大，科技迭代跃进，
而双创基地及创业扶持措施日益完善，机遇处处，
香港青年人如能好好把握，必定能够有所作为。
他们更喜见不少落户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已有
长足发展，在生活、事业等各方面在大湾区扎根扩
展，甚至在大湾区及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成就。

继往开来 充当青年创业“引路人”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
台，进一步确立了大湾区的战略发展地位，为有意
创业的青年提供充足和全面的政策支持。基于试
行计划经验及考察成果，民政事务局推出了“粤港
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创业计划），让青年
创业团队最多可获得 60 万港元资助，进一步响应
青年创业初期的资本需要，以及新增资源资助香
港非政府机构为在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
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创业支持及孵化服务，包
括落户创业基地。
  新推出的创业计划让香港非政府机构充当大
湾区创业“引路人”的角色，由他们协助创业者对
接内地城市不同的双创资源，引领香港青年落户
大湾区的双创基地，并在过程中提供一对一的创
业支持和孵化服务，让青年能够适应内地市场，把
业务做大做稳。
  另一方面，民政事务局亦针对仍在探索阶段、
对内地创业环境缺乏认识的青年推出了“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体验资助计划”（体验计划），
透过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基地的短期体验项
目，加强香港青年对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双创
基地，以及内地相关双创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认识，
从而有助他们日后考虑落户相关双创基地创业。
  事实上，创业不能一蹴而就。青年可能有创
业点子，但仍在探索阶段，对整个创业过程缺乏充
分的认识。体验计划正能让这些青年人在投身创
业及投入资金前，率先体会创业过程，透过在大湾
区的双创基地和初创团队进行影子工作或短期实
习，亲身了解内地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认识
一些创业同行者，这将会有助他们更务实地考虑
自己创业计划，日后如决定创业时，能更稳健地迈
出第一步。

粤港携手 筹组大湾区香港青年双创联盟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支持青年
创业正好能配合香港作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
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香港特区政府将会继续

鼓励青年人突破局限，放远眼光，认识国家以及大
湾区的发展，善用大湾区为他们个人和事业长远
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乘势而上，在更大的舞台上发
挥所长。
  展望将来，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广东省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推动成立“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联盟”，并邀请粤港两地相关机构，包括具
有实力及有往绩支持的双创基地、大学、非政府机
构、科研单位、专业团体、创投基金等加入联盟，携
手建立一站式信息、宣传及交流平台，进一步助力
在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协助他们把握大湾区
建设这个最佳切入点，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广告·

  双创基地为青年创业家提供一站式服务，让青年人集中精力，发展业务。图为曾获民政事务局支持的香
港青年创业家，现已成功落户大湾区扩展业务

本报记者孙亮全

　　春暖花开，在太行山南部，太岳山
与中条山交汇环抱处，一个年岁悠长
的“明星县城”内，游人渐密。这个只有
40 万人的小县，近年靠着“风光”和

“往事”，每年吸引游客高达上千万人，
找到一条转型新路。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是个“老地
方”，古称濩（获）泽，西汉置县，至今已
有 2000 多年。当地流传的汤王祈雨、
嫘祖养蚕等神话将其历史隐约前提到
上古时代。阳城还曾是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货源地，素有“中国建筑琉璃之
乡”“华北蚕桑第一县”之称。
　　游客们来到这个“中国古堡民居
第一县”，除了探访沁河两岸留存至今
的明清古堡，在“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
宅”皇城相府、冶铁坩埚铸成铜墙铁壁
的砥洎城、近千年历史的上庄古村等
地漫步时空，也去阳城南部山区 180
万亩山地森林和天然植被中“复得返
自然”，那里有 1100 多种野生动物出
没，生活和生长着北方最大的猕猴群
和红豆杉群。

  里里有汤庙 有专家说

析城山即是昆仑丘

　　在“太空之眼”中，狭长的山西被
山环绕。东侧太行山，西边吕梁山，自
北向南的两大山系撑起山西的脊梁，
人们在两山怀抱中生活。吕梁山外又
有黄河包裹，南侧以中条山和黄河为
界与河南相望。
　　阳城便处在太行山和中条山握
手，与河南隔山相对的地方。这个位于
山西省东南部、“藏在”南太行山上的
县城有许多奇怪的地方，“一少两多”。
　　“‘一少’是平地少，300 万亩的
县域内，几乎找不到一块 500 亩大的
平地。”阳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白继军
说，阳城全部是山地丘陵区，县域国土
森林占了近一半，耕地占比不到六分
之一。
　　“一多”是阳城的神话传说多。在
本地人口中，除了伏羲观星、禹凿石
门、汤王祈雨、嫘祖养蚕等上古神话发
生在此，阳城人还坚称这里是“愚公移
山”的发生地，而非王屋山对面的河南
济源。他们说：“阳城在山北，是愚公生
活的地方，‘指通豫南’才需搬山。”
　　第二“多”是阳城县里汤庙多，几
乎村村有汤庙，或者说里里有汤庙。阳
城县志办原主任王家胜说，最多时县
里有 300 多座汤庙，现在还有 80
多座。
　　汤庙供奉的是商汤。汤是商朝的

创建者，史料记载，他在位 30 年，其
中 17 年为夏朝商国诸侯。
　　相传，商朝建立不久，国内便发生
了一场罕见旱灾，旱情持续长达七年
之久。《管子·轻重篇》说：“汤七年旱，
民有无粮卖子者。”《汉书·食货志》载：

“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
甲骨文及《竹书纪年》等也均有这场大
旱灾的记载。
　　汤亲自到各地巡访民情，途经濩泽
一带，在此祷雨。《吕氏春秋·顺民篇》
说：“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
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
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
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
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
这是一个为民生而舍身的形象。
　　汤王祈雨为何要“祷于桑林”？《淮
南子》高诱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
兴云作雨也。”《山海经·海外东经》说，

“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王家胜说，扶桑在原始人的观念
里是神树，在神话里，扶桑是太阳栖息
的地方。在民间信仰里，高大的桑树是
通天的象征。
　　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大旱，商汤在桑
林中求雨。桑林也被解释为“桑山之
林”，桑山，是高峻的地方，也是与苍天
接近的地方，可以祈求雨水。桑林也罢，
桑山之林也好，都指向一个人与天沟通
的特殊场所，也即是一个祈雨的场所。
　　“特别是析城山的汤庙和宋代碑
文的遗存为汤王祈雨做了佐证，因为
商汤在析城山祈雨成功，汤庙便从析
城山扩散开去。”王家胜说。
　　析城山位于阳城县西南部 30 公
里处，处于中条山东北端与王屋山相
接处的地方，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主
峰为圣王坪，海拔 1889.5 米，主峰四
面如城，中间凹陷如盆，有东、西、南、
北四门分析，故曰析城。
　　“濩泽和桑林都是阳城的古称。”
王家胜说，尧舜夏属冀州之域，战国时
叠属韩、魏，西汉初（公元前 206 年）
置县，属河东郡，唐朝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濩泽为阳城县。
　　“高大的析城山顶部是平台，平台
中又有天池，为商汤雩（雨）祭文化提

供物理空间，阳城的农耕生活和蚕桑
文化是祈雨文化形成的动因。”王家胜
解释说。
　　王家胜说，古时阳城是一片大泽，
有“南有洞庭，北有濩泽”的说法。而当
地缫丝养蚕流传久远，有嫘祖养蚕传
说。抗战前这里的桑树多达 100 万
株，新中国成立前为 78 万株。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阳城闯出“华北蚕桑第
一县”的名头，随后桑蚕业经历没落，
近年开始复苏，现在寺头等乡镇出产
的长白丝仍是出口佳品，
　　而与著名的中条山舜王坪东西相
望的析城山，近年有专家称其可能为
古代昆仑丘。昆仑丘即是古昆仑、昆仑
山，在中国道教文化里，昆仑山被誉为

“万山之祖”，是中国古神话中的神山，
道教奉为神仙所居的仙山。
　　中科院东北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华
仁葵和台湾教授金荣华等学者，在阳
城县实地考证、研究多年。去年他们在
析城山文化年会上称：“今之析城山就
是古之昆仑丘，古之昆仑丘就是今之
析城山。”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中国先秦史学会会
长宫长为和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青
海昆仑文化研究院院长赵宗福等专家
则分别在考古观察、昆仑文化起源和
流变等角度对此进行了推理和论证。

中国古堡民居第一县

　　神话迷雾难以拨开，但阳城历史
的厚重和富庶无可辩驳。不信，走访下

遍布在沁河两岸、依山而建的明清古
堡便知。
　　阳城被称为“中国古堡民居第一
县”。其所属的太行古堡群是中国三大
古堡群之一，是中国北方防御性堡寨
聚落，明清时期的杰出建筑典范。
　　阳城县文旅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晋城古堡资源共 117 处，阳城占 27
处；全市保存较好且具有开发价值的
共 34 处，阳城有 9 处。晋城古民居共
计 1779 处，阳城县有 633 处，占到晋
城市总量的 35.6% ，居全市第一，在
全国已公布县城存量中名列首位。
　　皇城相府、郭峪古城、砥洎城、上
庄古村等都是其中翘楚。
　　作为康熙帝师陈廷敬的故乡，皇
城相府是罕见的一处集明清两代城堡
式官宦住宅建筑群，被专家誉为“中国
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建
筑群面积为 6 万平方米，分内城、外
城 两 部 分 ，有 院 落 1 6 座 、房 屋
640 间。
　　在阳城县城东 13 公里处的润城
镇西北隅，一块巨大的“砥石”伸入沁
河水中，绕砥石周边砌筑着一圈高耸
而坚固的城墙，城墙表面呈蜂窝状，细
看则是一个个冶铁坩埚浇筑垒砌而
成，这就是阳城古城堡中负有“铁壁铜
墙”盛名的砥洎城，当地人称寨上。
　　俯瞰砥洎城，这块巨大的椭圆形
弧面砥石立于沁河之中，三面环水，仅
南面接壤。城内地势略有起伏，保存着
明清时期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贯通的街
坊和密密匝匝、横纵交错的古民居。
　　在形成于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
千年历史的上庄古村内，建有看家堡
楼等防御型建筑，现有保存基本完好
的官宅民居 40 余处，涵盖了居住、宗
教、祭祀、文化、商业等建筑类型。时代
序列也较为完整，有元、明、清、民国、
近现代等五个时代建筑，被古建筑家
称为古村落保护的杰出典范。
　　析城山研究会的石永乐介绍说，
阳城古堡的由来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
期。长平之战中，秦赵对垒，风云四起，
白起屯兵，堡寨林立，但如今只留下了
屯城这个地名。
　　“沁河古堡大规模出现的根源为
泽州富户大贾云集、地方经济发达。”
石永乐说。
　　明朝的“开中制”给了泽州商人崛
起的机会。明朝的兵制实行卫所制，即
军户制度。军户人口的日常消费，加上
武器、粮秣是个很大的数字。“开中制”
就是由商人转运代替国家的后勤保障
部门解决前方的物资配给，为了鼓励
商人去做这件事，朝廷把国家专卖盐
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予商人。

　　作为农耕文明的封建王朝，明
初大规模修建边镇。商人们将粮秣、
武器运到边镇，拿上盐引回来，再将
山西运城盐湖的盐贩运出去，山西
商人迅速发展壮大，泽潞商帮正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泽 是 晋 城 ，潞 指
长治。
　　“加上泽潞地区煤铁资源丰富、
蚕桑产业发达，商业迅速发展。”王
家胜说，山西阳城是和福建龙溪、广
东佛山并称的三大冷兵器制造地之
一，当时陕西所用兵器几乎全为阳
城制造。
　　明末社会危机爆发，农民军数
年间几度进出于沁水、阳城，沁河两
岸富庶的村镇，大多难于幸免。为求
自保，沁河两岸先后修筑起军事与
民用相结合的城堡，形成了独特的
沁河流域堡寨聚落群，为沁河流域
留下了特色鲜明的村落空间形态。
　　“这决定了沁河古堡类型主要
为防御型古堡。”石永乐说，防御优
势非常显著，城墙、街巷、胡同、院
落、标志性建筑等，共同构建了古堡
复杂的交通系统和层级防御体系。
蜂窝城墙、藏兵洞、看家楼等是民间
军事防御工程的杰作。

铁铸的进士

　　富为学奠定了基础。
　　明清两代山西籍进士数量是以
往各朝代山西籍进士总量的两倍之
多，其中十分之一来自晋城，有专家
称：“晋城的进士都是铁铸出来的。”
　　“从地域看，进士集中的地区也
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方教育质量
较高。”王家胜说，明清时期，山西进
士最多的三个县为运城盐湖、运城闻
喜和晋城阳城，盐湖区坐守盐池便
利，闻喜距离盐湖不远，阳城挖煤冶
铁、缫丝贩盐，富庶也自不必说。
　　阳城县提供的数据显示，自隋
朝科举以来，阳城先后出过 120 余
名 进 士 ，其 中 有 4 位 尚 书、两 位
宰相。
　　四位尚书分别是明万历年间吏
部尚书王国光、明天启年间工部尚
书白所知、明崇祯年间吏部尚书张
慎言和清顺治年间刑部尚书白胤
谦；两位宰相分别是清康熙帝师、宰
相、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和清雍正
年间宰相、文华殿大学士田从典。同
时，还有明嘉靖年间山东布政使李
豸、明代“第一清官”杨继宗、乾隆年
间数学家张敦仁，巨商王重新、李思
孝等，他们为当时的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等做出贡献。（下转 15版）

太
行
﹃
明
珠
﹄
的
﹃
风
光
往
事
﹄

  2020
年 7 月 7
日无人机
拍摄的山
西省阳城
县 砥 洎
城。
新华社发
（柴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