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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简介

范县地处河南省东北部、豫鲁两省交界处，南依黄河，北枕

金堤，区位优势独特，是衔接融合环渤海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的前沿阵地。黄河、金堤河横贯县境，沿黄线长达 47 公里。

西汉初置县，因范水穿城而过得名，迄今已有 2200 余年历

史，是范姓、顾姓、秦姓、姚姓的起源地。古代晋楚“城濮之战”、

齐魏“孙庞斗智”、“二十四孝”中的“孝感动天”“子路负米”“芦衣顺

母”“恣蚊饱血”等均发生在这里，现有丹朱遗址、闵子骞墓、范

武子墓等文化古迹。“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此任县令五

载，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千古佳句。范县先后开展板桥文化艺术节

暨荷花节等系列活动，制作电视专题片《清风板桥》、拍摄 46

集电视剧《糊涂县令郑板桥》，板桥古镇建成投用，被命名为“河

南省郑板桥文化之乡”。

范县是革命老区，1927 年就有了党的活动，1932 年建立了

范县最早的党组织——范县特支干事会和范朝濮联立乡师党支

部。抗日战争时期，范县是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驻地，邓小平、

刘伯承、段君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留下光辉足迹，被誉

为华北“小延安”。战争年代，范县人民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参

军参战，英勇杀敌，踊跃支前，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

了巨大贡献。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范县）旧址被列为全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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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物保护单位，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白衣阁）革命旧址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范县 1987 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贫困县，2002 年被确定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2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三山一滩”

脱贫攻坚主战场。2020 年 2 月 26 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范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正式脱贫摘帽。范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

城、国家园林县城、“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国家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

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河南省文明城市、河南省郑

板桥文化之乡、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河南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全省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等荣

誉。

一、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范县 电话区号 0393

外文名称 FanCounty 邮政区码 457500

行政区类别 县 面积 617 平方公里

所属地区 河南省濮阳市 人口 60.3 万人（2021 年）

行政代码 410926 方言 中原官话

下辖乡镇 8 镇 4 乡 1 办（筹） 车牌代码 豫 J

政府驻地 范县板桥路 118 号 气候条件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地理位置 河南省东北部，黄河下游 地区生产总值 232.6 亿元（2021 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7%9C%81/5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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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景点

板桥古镇、毛楼生态旅游区、郑

板桥纪念馆、中原荷花园、冀鲁

豫边区抗日战争革命旧址、丹朱

文化遗址、苏佑墓、闵子墓等

火车站 范县站（货运）

县委书记 赵丽玲 县长 王小鹏

二、历史沿革

上古时期，颛顼部落在范县一带活动。历代《范县志》均记

载范县为“颛顼遗都”。颛顼四传而为陆终，陆终第五子顾伯被赐

己姓，封于顾（今范县一带）。尧帝之子丹朱被封于范，死后即

葬于此。帝舜生于姚墟（濮州），此后长期在濮州、范县一带活

动。

汉代（前 206 年——220 年）置县。因域内有“范水”而得名，

沿袭至今。

三国时期（220 年——265 年）属魏。

晋代（265 年——420 年）属东平国。

南北朝时期（420 年——581 年）属北魏东平郡。北齐县废。

隋（581 年——618 年）开皇十六年（596 年）复置县，属

济北郡。

唐（618 年——907 年）武德二年（619 年）范县改州。五

年（622 年）州废，复置县，属济州。贞观八年（634 年）改属

濮州。

宋（960 年——1279 年）、金（1115 年——1234 年）、元

（1271 年——1368 年）、明（1368 年——1644 年）属濮州。

清（1644 年——1911 年）雍正八年（1730 年）属濮州直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C%83%E5%8E%BF%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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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十三年（1735 年）改属曹州府。

民国（1912 年——1949 年）改府为道，范县属东昌道。

1949 年 8 月，冀鲁豫行署撤销，平原省成立。范县属平原

省濮阳专区。

1952 年，平原省撤销，范县属山东省聊城专区。

1956 年，濮县、观朝县撤销，濮县全部并入范县，观朝县

南部第三、四、五、六区的 7 个乡划归范县，将范县甘草堌堆乡

划归寿张县，全县辖 9 区 103 个乡。县城迁至处于中心的樱桃园

村。

1958 年 3 月，撤区并乡，范县划为 23 个乡，辖 861 个自然

村；9 月，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下设 10 个管理区。11 月，

莘县撤销，除王奉、燕店两个区外，其余并入范县，范县划为

16 个公社，属山东省。

1964 年 4 月，国务院为解决豫鲁两省水事纠纷，将范县及

所辖金堤以南地区划归河南省，范县县城仍在距县界 5 公里外的

山东省莘县樱桃园乡境内，成了省界外的“孤岛”。当时县里流传

着这样的顺口溜“河南范县一大怪、县城建在省界外。”还说：“山

东省里有河南县，河南县里有山东乡，山东乡里有个河南村，河

南村里住着山东人。”从此，河南范县县城在山东莘县樱桃园镇

的“包围”下成为一块独特的“飞地”。

1983 年 12 月，公社建制撤销，县下设乡，原 12 个公社除

濮城公社改为濮城镇外，其余均改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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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2 月，城关镇成立。

1994 年，经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在金堤河以南十字坡

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建设范县新城区。

1997 年 7 月 1 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搬迁至

新城区办公。

2005 年 12 月，机构改革合并，孟楼乡并入龙王庄乡和城关

镇。

2017 年 10 月 11 日，范水办事处党工委、管委会筹备组成

立。

2011 年至 2020 年，龙王庄、高码头、王楼、辛庄、陈庄、

张庄先后撤乡建镇。

三、行政区划

2021 年，范县辖 8 镇 4 乡和 1 办（筹）：城关镇、濮城镇、

王楼镇、辛庄镇、杨集乡、白衣阁乡、陈庄镇、龙王庄镇、颜村

铺乡、陆集乡、张庄镇、高码头镇、范水办（筹）。

四、地理环境

1．位置境域

范县位于黄河下游、河南省东北部、豫鲁两省交界处。东接

台前县，西邻濮阳县，南与山东省鄄城县、郓城县隔黄河相望，

北依金堤和山东省莘县接壤，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30′，北纬

35°50′。县境南北长约 20 公里，东西宽约 42 公里，总面积 617

平方公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85%B3%E9%95%87/137798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F%AE%E5%9F%8E%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A5%BC%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9B%E5%BA%84%E9%95%87/162689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8%E9%9B%86%E4%B9%A1/29883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A1%A3%E9%98%81%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7%8E%8B%E5%BA%84%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C%E6%9D%91%E9%93%BA%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C%E6%9D%91%E9%93%BA%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9%9B%86%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0%81%E5%A4%B4%E9%95%87


- 6 -

2．地形地貌

范县属黄河冲积平原，局部微有起伏，坡地、洼地相间分布，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渐低。平均海拔 49.3 米，最高处辛庄镇彭楼

滩区海拔 54.1 米，最低处高码头镇大曹庄海拔 44.5 米。境内土

壤大体分为沙土、沙壤土、壤土、重壤土和黏土、盐碱地六类，

沙、壤、黏相间分布。

3．气候环境

范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干燥，冬季寒冷少雪。年平均气温

14.0℃，年平均降水量 555.9 毫米。

4．水文环境

范县属黄河流域，河流、沟渠较多，水资源丰富。主要河流

有黄河、金堤河、范水等。

黄河，自辛庄镇彭楼入境，至张庄镇旧城村出境，黄河（范

县段）全长 47 公里。

金堤河，自王楼镇宋海村入境，至高码头镇曹庄村出境，全

长 36.07 公里，是上游滑县、濮阳县及范县主要泄洪河道。

范水（原孟楼河），从白衣阁乡钱樊姜渡槽起，至高码头镇

教场闸汇入金堤河，全长 22.25 公里，是境内最大的排水河道。

范县地下水源充足，引黄灌区地下水埋藏深度为 2—4 米，

含水层厚度在 12 至 18 米之间。水质除黄河背河区 2 公里以内为

咸水区外，其余均为淡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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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资源

1．矿藏资源

境内已探明地下矿藏有石油、天然气、煤炭、卤盐水等，其

中，石油、天然气储量较为丰富。

2．林业资源

全县林地总面积 27.8 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 17.5 万亩，活

立木蓄积量达到 190 万立方，森林覆盖率 32%，城区绿化覆盖率

38.24%，人均公园绿地 9.28 平方米，林业总产值 30.3 亿元。林

地主要集中在沿黄张庄、陆集、辛庄、杨集、陈庄和高码头等乡

镇。

3．水产资源

境内水系纵横，坑塘众多，盛产各种淡水鱼和莲藕。县内种

植优质莲藕逾万亩，是“河南省莲藕标准化种植示范区”；水产养

殖有小龙虾、鲤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泥鳅等。

4．动物资源

境内野生动物有黄鼬、鼠、刺猬、野兔等 10 余种。鸟类有

白鹭、麻雀、喜鹊、水鸭、杜鹃、燕子、啄木鸟等 20 余种。

六、民族

范县有回族、苗族、壮族、满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

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 27 个，系多民族融合地。

七、经济

2021 年，全县生产总值 232.6 亿元，同比增长 7.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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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分别增长 8.2%、4.2%、10.4%；三次产业比为 10.9：

44.9：44.2。

1．第一产业

范县林业、水稻、小麦、玉米等农副产品丰富，系国家有机

产品认证示范区，有“中原米乡”“莲藕之乡”之称。2013 年，“范

县大米”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范县莲藕、范县黄金

鳅等 20 个产品被认定为有机产品。食用菌、温棚瓜菜、水产养

殖、畜牧养殖、特色种植五大产业蓬勃发展。全县“六优”农产品

种植面积 36.7 万亩，百亩以上设施农业园区 59 个。范县荣获河

南省“红旗渠精神杯”二十一连冠。

2．第二产业

范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形成了精细化工、新材料、

玻璃制品、木材加工等多门类的工业格局。丰利石化是河南省唯

一一家地方炼油企业，原油年加工能力达 300 万吨，多次创下“进

博会”跨国采购全省最大合同金额，并成功获批公用型保税仓库。

丰利石化入选“河南省民营企业百强”和“河南省民营制造业百

强”榜单。盛源集团产值达 27 亿元，旗下年产 13 万吨聚碳酸酯

项目采用非光气熔融酯交换法生产技术，产品广泛运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内饰、医疗器械及 3D 打印等领域，被列为中国制造 2025

重点支持项目；盛源科技在“新三板”挂牌，成功创建“河南省质

量标杆”企业；盛通聚源成功创建“河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化工产业。以碳四、丙烯、丙烷等产品为基础，延链补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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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培育了盛源集团、中炜化工、盛华德化工、可利威化工等一

批龙头企业，远东、盛华德等一批精细化工企业迅速崛起，成为

国内重要的氯代异氰尿酸、戊二醛、丙烯醛生产基地。

传统产业。木业产业。以濮阳市木业园区为依托，招引了一

批高端家居制造龙头企业入驻园区，产业集群日益壮大；支持光

明密度板等与中国林科院合作，加快产品研发，不断提升发展层

次。玻璃制造业。围绕“专、特、精”，重点抓好鲁蒙玻璃药用

中硼硅玻璃管及安瓿瓶等建设，力促形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物流全产业发展链条，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新兴产业方面。积极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泰

普胶粘、盛华德化工等 8 家企业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全县建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 家、院士工作站 1 家、博士后科研

基地 1 家。

3．第三产业

范县毛楼生态旅游区、中原荷花园等景点接待游客人数逐年

上升；城区内有大丰国际购物广场、正东商业街、新城国际商业

广场等大型商贸综合体；2021 年 7 月，范县再次获批 2021 年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2021 全年实现电商交易额 14

亿元。

八、社会事业

1．教育事业

范县小学、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 100%。2021 年，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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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教育有 3 所学校，在校生 1.2 万人；初中 20 所，在校生 2.2

万人；小学 110 所，在校生 5.1 万人。

2．文化事业

范县现有艺术表演团体 8 个：范县四平调艺术传播研究中

心、范县罗卷戏剧团、范县枣梆剧团、范县大平调剧团、范县小

梅花豫剧团、范县中原豫剧团、河南影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范县文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型现代戏曲《石磨的婚事》《黄

河人家》分别获得第十四、十五届河南省戏曲大赛文华大奖。《石

磨的婚事》剧本获得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并拍摄成四平调戏曲

电影；快书小品《“睡塌天”脱贫》荣获第三届河南省“群星奖”小

戏小品（曲艺）大赛一等奖；大型古装戏《飞来的银子》获全国

“曹禺杯”戏剧征文一等奖；戏曲小品《杨三九》获全国小戏征文

一等奖；河南省豫剧三团、许昌市豫剧团、范县四平调剧团联合

打造的《驻村第一书记》正式公演。

公共文化场馆 16 个：范县文体馆、濮城文化馆、范县图书

馆、段君毅图书馆、12 个乡镇图书分馆。自 2018 年起，全县 555

个行政村陆续建设了文化广场、简易舞台，配置了娱乐和健身器

材，全县 60%的村庄组建了广场舞队伍。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

3．体育事业

范县是乒乓球之乡。范县乒乓球事业声名鹊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范县体委乒乓球教练郑方德创建范县乒乓球学校，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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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世界冠军刘伟为代表的一批批少年乒乓球运动员，引起时任

国家体委主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徐寅生的重视，给予范县乒

乓球学校专款扶持。随着乒乓球学校事业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

1993 年，乒乓球学校迁至濮阳市。2014 年 5 月，在范县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推动下，乒乓球事业发展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从 2014 年 5 月至今，范县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乒乓球人才。如

尹一夫、张建威、李顺（女）、朱琳（女），获得了国家一级乒

乓球运动员称号。高旭光、张明宇（女）、李言（女）、李爽（女）、

董志坚分别获得了国家二级乒乓球运动员光荣称号。

此外，范县太极拳代表队先后获得全国太极拳公开赛（河南

站）暨河南省第七届太极拳健身大赛 6 个第一名，13 个一等奖，

集体项目一等奖；荣获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赛太极

拳比赛 16 项金奖，2 项银奖，集体项目金奖；夺得河南省“乒动

中原”大众乒乓球公开赛女队冠军；参加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

极拳交流大赛获得 7 个第一名，23 个一等奖；全国太极拳公开

赛中获得 2017 和 2019 年总冠军，4 个一等奖；获得河南省参加

陕西西安举行的全国第十四届全运会太极拳（八法五步）项目的

二等奖（第四名），范县文体局和范县太极拳队员受到濮阳市人

民政府关于“我市参加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和第十一届残疾人运

动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扬通报。

范县业余体校代表队首次以县级名义参加 2021 年“中国体

育彩票杯”河南省青少年拳击竞标赛、“中国体育彩票杯”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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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冠军赛暨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资格赛，获得

1 金 2 银 6 铜的好成绩。

2017—2019 年连续举办了三届“黄河风情”半程马拉松比赛，

形成了文旅体融合的品牌赛事。

4．医疗卫生

2021 年，全县共有医疗机构 589 个，其中：三级综合医院 1

个、二级甲等中医院 1 个、二级妇幼保健院 1 个，一级公立综合

医院 2 个、一级社会办医院 5 个、乡镇卫生院 12 个、村卫生室

522 个。全县共有开放床位 2300 余张，全县各类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3500 余人。

5．交通区位

范县地处中原腹地，台辉高速与德上高速在范县境内交汇，

西与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南与日东高速，北与青兰高速，东

与济广高速相连相通。范县距郑州、济南、石家庄国际机场均 3

小时路程。瓦日重载铁路在范县过境，东至山东日照港口，与京

九铁路相连；西至山西境内，与京广铁路相接。在范县境内设有

万吨级货运编组站及河南丰利石化铁路专用线。

6．环境保护

范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生

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全面落实河长制，持续推进“四水

同治”，统筹推进“五水综改”，金堤河子路堤断面水质达到地表

水五类标准。土壤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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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保障

2021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51.1 万人，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参保 2.5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1.9 万人。享受最低生

活保障 1.8 万人、特困供养 2700 余人。

九、文化旅游资源

现有国家 AAA 级景区 2 个：毛楼生态旅游区、中原荷花园

景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范

县）旧址、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白衣阁）革命旧址；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1 处：丹朱古墓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县级

68 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个，省级廉政教育基地 1 个。先后

成功举办 9 届中国·范县“最美荷花季”乡村游系列活动。

1．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范县）旧址

位于范县新区东 6 公里的颜村铺乡颜村铺村，是抗日战争时

期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驻地，朱德、邓小平、杨勇、杨得

志、黄敬、段君毅、曾思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生活

和指挥战斗，有“边区小延安”之美誉。该旧址 2002 年被公布为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同白衣阁革命旧址被濮阳市公布为两

线一带红色旅游经典线路；2013 年对旧址二期进行了修复（边

区银行、战地医院、兵工厂旧址）；2018 年对旧址二期修复项

目进行了展示利用，同年被河南省党史研究办公室公布为党史研

究基地；2021 年被河南省委宣传部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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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2．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白衣阁）革命旧址

位于范县新区南 3 公里的白衣阁乡白衣阁村。1946 年 10 月，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白衣阁村西一大型农场内，召开团级以上军事

会议，会议由邓小平同志发言，司令员刘伯承分析当时敌我形势

及军事行动任务。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

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该旧址 2004 年

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处纪念碑

位于范县杨集乡南李桥村黄河大堤堤口处。李桥渡口是刘邓

大军强渡黄河的主要渡口之一。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在

东起梁山，西至濮阳，300 余里的黄河沿岸，发起了被国民党号

称天险的渡河战役，李桥渡口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八处渡口之

一。1983 年，李桥渡河处，被范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4．毛岗烈士墓群

毛岗烈士墓群在范县辛庄镇毛岗村西 250 米处，南临黄河，

东南与旅游景点毛楼村接壤。墓葬东西 28 行，南北 8 行，计 224

座坟墓，现存有墓葬 176 座，占地约 10.5 亩，墓地埋葬均为解

放战争初期在鄄南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该烈士墓群 1977 年

被公布为县级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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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县冀鲁豫革命纪念馆

位于范县县城区西南部，板桥路西段，总占地面积 8 公顷。

纪念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庭花园、人工湖、护城河和

前庭广场；第二部分是主体纪念馆，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第

三部分在纪念馆主体后侧，主要包括革命烈士纪念墙、纪念浮雕、

廊亭、石刻、石塚、树塚、文化长廊、娱乐设施等。该纪念馆为

范县和周边地区的革命纪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6．毛楼生态旅游区

国家级 AAA 景区，位于范县辛庄镇毛楼村，面积为 1.5 平

方公里。主要特点是黄河湿地、生态种植养殖，主要景点有黄河

奇观、听涛观澜、滨河赏月、五彩绿植、荷塘观莲、沙滩消夏等

六大自然景观。

7．郑板桥纪念馆

位于毛楼生态旅游区景区内，占地面积 38 亩。纪念馆以明

清建筑风格为主，内设展厅、竹林、亭榭、碑廊、雕塑、假山、

池塘、花草等景观。展厅主要展示了郑板桥生平及艺术成就。2005

年被濮阳市命名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2012 年 被河南省纪

委监察委命名为“河南省廉政教育基地”。

8．中原荷花园景区

国家级 AAA 景区，位于范县陈庄镇万亩莲鳅共作示范基地

核心区，依托黄河以北地区最大的绿色莲藕生产基地，景区占地

面积近千亩，培育有各类观赏荷花 100 余种。“接天莲叶无穷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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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夏日“豫北小江南”中原荷花园景区的真实写

照，夏季周末每日游客可达 2 万人左右。

9．范县民俗博物馆

位于杨集乡刘辛店村。2017 年 3 月获省文物局批复，是濮

阳市成立的首家民俗博物馆，也是豫北地区首家民办民俗博物

馆。建筑总面积 3000 平方米，展厅面积 1900 平方米，附属设施

建设 3000 平方米。博物馆以建设 100 栋老院为展示载体，设立

民俗博物馆展示区（含民俗文化研究室、展品修复鉴定室、展品

仓库、展品室等）、民俗传统产业制作区（含粗布坊、纺纱坊、

泡菜坊等）及文物交易区（含文物展销店、文物销售鉴定所等）

和博物馆办公等四个区域。收集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器物达 2000

余件（套），以家族捐献征集为主，这些别具一格的“老物件”

承载着古朴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家族、本村、本乡、黄河流域的

特色。

10.豫北荷乡民宿

位于范县陈庄镇韩徐庄村。毗邻黄河北岸，紧依 AAA 级景

区“中原荷花园景区”。主要特色“在豫北荷乡、住在荷田里”。荷

元素设计无处不在，大面积的荷田、民宿院内荷主题装饰、荷花

茶、特色饭菜都与荷、莲有关。每个院落都配有厨房、秋千、庭

院餐桌，除“田田”“十里””“映日”三个庭院外，均有观景极好的天

台。无论是烛光晚餐、星空畅聊、惬意下午茶，还是看日出、赏

日落，天台都是极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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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板桥古镇

位于范县十字坡大道南段路东、范水河以北，核心区 280 亩。

古镇以板桥文化为主背景，以范县本土文化和姓氏文化为辅助，

是集合休闲旅游、民俗生活体验、研学教育、情景再现、公益博

览、特色餐饮、宅院酒店等业态的“院落式情景消费街区”、中原

地区“城市人文怀旧游憩中心”。已建成雁塔、县衙、三贤祠、国

学堂、烟雨阁、板桥故居、四姓堂等文化旅游景点，配套建设有

美食街、商业街等特色步行街区。

十、名胜古迹

1．丹朱墓

位于范县辛庄镇丹徐庄村。该古墓系 4000 多年前尧帝之子

丹朱之墓。1964 年前为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范县归

属山东省辖）。1975 年 8 月，河南省博物馆在丹朱墓挖掘出战

国时期的素面陶盆、陶壶，西周时期的陶缸、陶鬲，龙山文化晚

期的陶片、器盖等。1983 年范县人民政府为保护区设立保护碑，

1999 年 12 月申报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 年被河南省公

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闵子骞墓

位于范县张庄镇闵子墓村。墓坐北面南，冢高 1.5 米，周长

8.4 米，占地面积约 20 平方米。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

2000 年被批准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范武子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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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范县高码头镇老范庄村。其墓陵园占地面积 4 公顷，园

内有范武子汉白玉雕像一座，碑群林立。范武子（士会）为范姓

始祖，春秋时期晋国一位显赫人物，因功被周定王封于范地。

4．十字坡遗址

十字坡遗址，位于县城区以北 1 公里。在北宋时期，“十字

坡”为顺河大街，道通东西南北，并有定期的集会，车水马龙，

较为繁华。《水浒传》中的孙二娘就开店于此。1958 年前，这

里原有龟座残碑一通，碑刻“十字坡”三个大字尚可辨认，“大跃

进”时期，此碑被运到临黄堤作为废石垫入堤坝之上。1973 年，

遗址的西侧建起一座南北大桥，名为“十字坡大桥”，是范县的重

要文物保护景点。

十一、范县剧种

1．四平调

四平调是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区的一个地

方稀有剧种，它由苏北花鼓戏演变而成。因四平调的基本板式平

板取之于花鼓的平调，兼有四省之意，故称四平调。其唱腔既不

失北方的高亢，又具南方的婉转，优美平和，通俗易懂、雅俗共

偿。其表演技艺舒展大方。主要传统剧目有《陈三两爬堂》《梅

香》《三告李彦明》《绿牡丹》《珍珠衫》《小包公》《王宝钏》

《杨八姐盗刀》等。

范县四平调剧团成立于 1953 年，在晋、冀、鲁、豫交界地

区极富盛名。1965 年，自编剧目《扒瓜园》在河南现代戏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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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评为优秀剧目，后参加中南局调演，在全国引起轰动；自

1966 年至 1978 年，成为全国保留的唯一的四平调剧团；1983 年，

演出的《杨八姐盗刀》选场在河南青年演员会演中获集体奖；2001

年，演出的《生日泪》在河南省第七届小戏曲大赛中获二等奖。

2003 年，四平调小戏《母亲》参加河南省第八届小戏曲大赛获

金奖。2006 年，四平调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保护单位为范县四平调剧团。崔太先、张绪斌被文化

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2017

年 11 月四平调大型现代戏《石磨的婚事》参加第十四届河南省

戏曲大赛获“河南文华大奖”。同年 11 月 23 日，四平调剧团在梅

兰芳大剧院演出，深受首都人民欢迎。2018 年 1 月，四平调剧

团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局授予第七届全国“服务农

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9 年四平调现代

戏《石磨的婚事》获河南省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2021 年四平

调大型现代戏《黄河人家》参加第十五届河南省戏曲大赛再获“河

南文华大奖”编剧、导演、音乐等十一项大奖。

2．罗卷戏

又称大笛戏、大笛子罗罗、罗子戏，是传统戏曲的鼻祖和活

化石，它源于唐，成于宋，盛于元，是流行于豫北、鲁西交界地

区的古老剧种。罗卷戏唱腔粗犷奔放、曲式行腔变化多样，音乐

豪迈雄浑，以声势浩大取胜。

罗卷戏拥有八大声腔体系，300 多个唱腔曲牌，300 余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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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舞台表演粗狂朴实，多以民间大洪拳和梅花拳为基架，润以

舞台艺术色彩，动作、脸谱服装极其朴素，罗卷戏的音乐伴奏以

大笛为主，配以笙管、横笛、箫，丝弦等各种乐器，使用尖子号，

四大扇，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主要演出剧目有《青牛混宫》《火

龙驹》《樊梨花征西》《水淹罗成》《黑水关》《凤凰山》等近

百出。

2007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

更名为罗卷戏。200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8 年刘长科被文化部命名为罗卷戏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2018 年 8 月赴江苏省昆山市代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参

加在昆山全国稀有剧种展演，传统剧目《探桥》获得国家、省市

有关领导、专家的赞扬。

十二、特色名吃

1．范县濮城五香羊头

濮城羊头采用半年以上的小肥山羊为基料，以祖传配料老

方，用 15 种中药材煨制而成。羊头具有独特风味，香气浓郁，

肉烂脱骨，味道鲜美，咸淡适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是旅游、

家庆、宴会之佳品。

2．范县大包子

范县大包子以皮薄、馅香、味美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厚爱。北

魏时期，孝文帝在一次考察民情时品尝了大包子，感觉其味美可

口，赞誉其为“天下第一大包子”。北宋时期，水泊梁山好汉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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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在范县以开小店为生，熬稀饭、做包子，

迎接来往的英雄豪杰。因二人侠肝义胆、杀富济贫，深受当地百

姓爱戴，他们所做的包子也就随着他们的名气传播开来。范县大

包子好吃的秘诀在于包子馅料的调配上，先是把发酵的白面馍掰

碎，再用大小茴香、花椒熬成的水泡着，在太阳下晒一个月，制

成甜面酱，然后用猪油炒酱，五花猪肉丁用酱炒制，粉条焯好剁

碎用酱拌匀，加入葱末、姜末、盐、香油搅拌均匀，刚出笼的包

子香气扑鼻，在下风口，100 米开外就能闻到包子的香味。

3．范县濮城滑脊汤

滑脊汤是范县濮城镇的特色小吃。它味道美，再加上原料普

通，做法简单，深受群众欢迎。相传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病了，

整日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有一位濮城厨子，得知消息来到京城，

为太后献上一道他精心制作的佳肴，一道肥而不腻，滑嫩可口的

滑脊汤。太后刚刚将肉放在口中品味，肉就滑进了肚里，一连吃

了好几块，肉的香味久久留在口中，吃完后，太后称赞不已，并

称这道菜为“滑汤”，从此，太后胃口大开，身体渐渐康复。如今，

在濮城，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喜欢煮上

一道滑脊汤。

4．范县高码头肉旋子

手工切剁的鲜嫩羊肉，配上祖传的秘制调料，用柔韧的薄面

皮包裹、拧压擀制成旋扁形肉饼，层次多如旋状，故名“肉旋子”。

高码头肉旋子已传承 4 代，近 200 年的历史。烤制肉旋子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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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特别，下面铺的是圆形灰瓦片，比较吸油；上面盖的是瓦盆，

易于吸蒸汽。肉旋子吃起来香酥可口，堪与肉盒、壮馍媲美。

5．范县濮城杂拌

濮城杂拌是范县特色小吃之一，以健康、营养荤素搭配合理，

地方风味纯正为特点。濮城杂拌，看起来油润滑爽，吃起来软烂

醇香，芳香扑鼻。轻轻地用筷子夹起，伸长舌头卷住，稍微轻轻

一吸，那油光滑亮的芡粉肉团滑入口中，转瞬之间便又像一个神

奇的精灵一般又滑入了胃里，沿途仿佛一股热烘烘的暖流涌进胸

膛，烫得人浑身舒服至极。吃快了，甚至烫得人眼泪直滚，但心

里却依旧暖洋洋，热烘烘，润酥酥的，颊齿留香，余味无穷。

6．范县古城灌汤包

古城灌汤包主要是猪精肉、山东大葱、芝麻香油、中药大料

等为肉馅原料，以烫面为主，灌汤包特色顺嘴流油，油而不腻，

口感劲道，味道鲜美。据传，郑板桥任范县县令五年，十分爱吃

古城灌汤包，后来，郑板桥由范县调任潍县知县，还想“罢官后，

当移家于范。”古城灌汤包就是在这里成为范县名吃，地方一绝，

历经沧桑，有了今天的范县古城灌汤包。

7．范县黄河生态小龙虾

黄河生态小龙虾是范县扶贫五大产业之一。主要特点为个体

大、长，头胸甲、腹甲及鳌足、步足呈褐色，体表光洁，无附着

物，腹部洁净，肠管清晰可见，蒸煮后甲壳呈鲜红色。因为大量

的黄河泥沙沉淀到水塘底，小龙虾经常在泥沙上爬行，时间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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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白了，所以这里的小龙虾也叫“白腹美”，营养丰富，吃起来味

道鲜美。2020 年范县成功举办首届小龙虾大赛，先后通过烹饪

比赛、虾王争霸等多种形式，提升“范县小龙虾”的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目前，全县小龙虾养殖面积近 1 万亩，年产量达 2000

吨，已经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十三、范县名人

1．历史名人

范武子

（前 660 年—前 583 年），原为祁姓，士氏，名会，字季，

因封于随，称随会；后封于范，又称范会，谥号武子。范武子出

生在山西临汾。因晋国的皇权争斗，公子重耳年轻时一度在国外

流亡，随晋公子重耳流亡的“五士”中的司空季子，就是士会。

王观

（?—260 年），字伟台，东郡廪丘（今范县）人。自幼孤

贫励志，博学多才，后被曹操召为丞相文学掾，又任为高唐、阳

泉等地令，政绩显著。黄初元年，曹丕称帝，王观任尚书郎、廷

尉监。又先后出任南阳和涿郡太守。

吴隐之

（?—413 年），字处默。范县中牛桥村人。晋代著名廉吏。

他父母早亡，家境贫寒，与胞兄吴坦元相依为命。吴以孝名被征

召为官，历任晋陵太守、中书侍郎、著作郎、广州刺史等职，官

至度支尚书。吴隐之为官清正廉洁，任广州刺史时，一改岭南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C%83%E6%AD%A6%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8%A7%82/74678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9A%90%E4%B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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赃枉法之风，深受百姓爱戴。

唐章敬皇后吴氏

（?—730 年），范县中牛桥人，幼名璞如，生于濮州名门

世家，唐肃宗皇后，唐代宗生母。其父吴令珪因罪罢官，璞如没

入掖庭。开元十三年（725 年），唐玄宗幸其子李亨的王府，看

到府中服侍的宫女甚少，遂令高力士从掖庭中挑选一些宫女赐给

李享。吴氏“容止端丽”，被赐于 15 岁的李亨。吴氏生子李豫。

范中彦

生卒年月不详，字季美，号濂儒，范县范庄人。万历壬子年

（1612 年）中举，四十四年（1616 年）进士，官户部主事。翌

年升为员外郎。清顺治八年（1651 年）官至右辖。父丧，守孝

期间，修建庙宇，建造桥梁，布施学田，创立学院，开设义学，

多有善举，士民赞颂。后统辖山西，为民请赈，深受山西百姓爱

戴，为其立生祠。

郑板桥

（1693 年—1766 年），名燮，字克柔，板桥为其号，是清

朝中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扬州八怪”之一，

1742—1746 年任范县县令，他离开范县数年后仍不忘范县人民，

曾作诗一首：“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

思切，但望人安与年丰。”表达了他对范县人民的怀念之情。

2．当代名人

段君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A0%E6%95%AC%E7%9A%87%E5%90%8E/77530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AC%E5%B7%9E%E5%85%AB%E6%80%AA/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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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 3 月—2004 年 3 月），范县白衣阁人，中共中央

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委原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党组

书记，先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市财

经接管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兼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2004 年 3 月 8 日在北京逝世。

陈勇进

1922 年生，河南范县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

鲁豫日报》记者、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军记者。1948 年后，历任

《人民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云南分社、安徽分社、福建分社

社长，《安徽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记者。著有《前线

目击记》《在白山黑水间》《金色的事业》等。

李文祥

1925 年 5 月生，河南范县人，1947 年参军入伍，1949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济南、淮海、渡江、平潭岛等战役，

荣获“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荣获全

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2017 年 2 月去世。

李方玉

1945 年生，河南范县人，又名李牛、牛翁，号竹屋主人。

1969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1974 年深造于中国美院国

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术

馆专业画家，山东当代花鸟画院常务院长，山东省书画研究院副

院长，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艺委委员，中华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C%83%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86%9B%E6%94%BF%E5%A7%94%E5%91%98%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8B%87%E8%BF%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0%E9%B2%81%E8%B1%AB%E6%97%A5%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0%E9%B2%81%E8%B1%AB%E6%97%A5%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96%B9%E7%8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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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席，新加坡新神州艺术院高级名誉院士，曼谷中国画院名

誉顾问，日本东京中国书画院高级院士。

黄守宏

1964 年 6 月生，范县颜村铺乡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博士。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经管系及研究生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93 年后历任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处长、

副司长、巡视员、司长。2008 年 4 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

兼机关党委书记。2009 年 10 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

任、机关党委书记。2016 年 7 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

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

十四、范县名片

中华范姓、顾姓、姚姓、秦姓起源地

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园林县城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

全国 100 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C%E8%B0%B7%E4%B8%AD%E5%9B%BD%E7%94%BB%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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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绿化模范县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县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中国乒乓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

人民网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先进县

河南省文明城市

河南省郑板桥文化之乡

河南省书法之乡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河南省“红旗渠精神杯”二十一连冠

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

全省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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