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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环水织宜居域 天中六衢兵家争
震古烁今的汝州寨堡文化
□尚自昌 文图

寨旧基上重修的。

寨堡文化是汝州千年古州、千年古县的组成部分，承载着几千年乡土文明的遐愁，是全域旅游
城市重要的乡愁文化。汝州地域保留有不同时期的寨堡，特别是北部大峪镇所辖地近百个山头均
为山寨遗址，其中有 10 多个保存较为完好，被誉为中原数量最多的古山寨群。

同治鼓励民间寨

古寨今犹在

汉魏坞堡今犹在
王莽天凤年间，北方大饥，
社会动荡不安，位于苑洛古道
的汝河谷地的广大地域受害自
然最重，大户为了自家的财产
和生命安全，选择地势险要的
地段筑寨自保，形成了集城寨、
壕沟、哨所、暗道、烽火台等军
事设施于一体的坞堡营壁。东
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曾下令
摧毁坞堡，但民间为了防患于
未然而禁之不绝。西晋八王之
乱后这些坞堡营壁发挥的作用
更加明显，地方政府为了安全
不得不搬至坞堡办公。
《魏书》：
“汝北郡孝昌三年
置。治阳仁城。天平二年罢，
武定元年复。移治梁雀坞。五
年陷，阙年复。治杨志坞。”这
里说的是北魏孝明帝在公元
527 年于汝州设置汝北郡，治
在今庙下镇官庄北的阳仁城，
领梁、南汝原、治城、石台、东汝
南五县，隶属治在都城洛阳的
司州。公元 534 年分东魏和西
魏，汝州地域属东魏。东魏天
平二年（535）因战乱人口大减
取消了汝北郡的建制。
经过 10 年的发展汝州人
口增多，于 543 年恢复了汝北
郡，很快战乱又起，汝北郡不得
不把治所移至梁雀坞和杨志坞
这些安全的地方坞堡以求自
安。
经考证，梁雀坞就是今米
庙镇北的于庙和潘庄两个行政
村一带，今有东西二麻城，麻王
寨、擂鼓台、接鼓台、练兵台和
麻城西寨等遗址。麻城附近有
大量的汉代墓葬，出土有汉代
的建筑部件，残存的城墙上有
汉代的特有的砖质五边形的护
件。麻王寨占地不足 4000 平
方米，四面深涧，只有南部有一
个很窄的出口，河水环寨南流，
酷似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寨
下的地道四通八达，有多个出
口分布在寨周悬崖的隐秘处，

还有逃生的出口通往几里外的
地方；暗道内有直道深至泉饮
用，配有生活间和厨房，可谓是
堡主安全的地下指挥所。麻王
寨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马庙湖风景区的谢湾寨面
积与麻王寨大小相当，远看也
似一个孤岛，只是东临的西耳
河断崖是河水冲刷而成，东临
的沟壑为人工开凿。这个古寨
设计独特，大体分三部分。窑
院、荒岛、地下窑群。窑院为北
方普通的天井式窑院，院门即
为寨门。院内有木梯通往北部
长满野草荆棘的荒岛，岛顶有
一隐蔽的地洞，通过几道秘门
与地下的窑群相通。岛下有
50 米左右的南北通道，与窑口
在东崖半腰处的 10 多个窑洞
相连。地下相连的窑群内有公
共水井，有逃生的暗道通往几
里外。如果遇强敌进攻，天井
院失守，可保地下窑群中的亲
眷的安全。这个寨经考证酷似
汉代遗留下的坞堡营壁，之所
以称寨应为清后期在旧址的基
础上改建所为。

宋金战乱筑寨忙
汝州被金统治 100 年左右
年，前期为金和南宋相互争夺
的前沿，后期又为金与蒙古争
夺的一个主战场。汝州地域有
能力的家族迁到了南方成为侨
民，无能力中等户抱团取暖，带
领只能出力的散户相地筑寨自
保。环州的山梁上遍布山寨，
以备战乱逃生。
《金史》记，1132 年，守护
汝州的大将完颜实害怕蒙古兵
扰，把军队驻在西南 70 里的岘
山一带的山寨上。汝州防御使
张楷只好把州事托付给完颜实
投奔他处，汝州实为无人管理
的城市，多次被蒙古兵虏掠。
为应对蒙古乱兵对州民的侵
扰，汝人姬汝作只好带领家兵
出寨与蒙军对战，被金哀宗任

命为汝州防御使。汝作受命后
招募乡勇，坚守城池，与四周山
寨的寨主互应，屡败蒙军，再被
哀宗任命为汝州总帅。从中可
知，汝州的山寨在金末之多、对
州民保护之重。

合村筑寨民联保

大清立国后下令将明末的
村寨全部毁掉，但合小村并成
的大村提升了村民自保的力
量，
《寨兵分练法》的自保功能
在乱世必争的劫地汝州一带深
入人心。
光绪年间，外有八国联军
侵略，内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
义，国家无力保护平民的安全，
下旨允许地方筑寨自保。六神
无主的汝人得令后男女老少齐
上阵，很快在旧有寨基上修复
并优化了老寨，增加了较为现
代化的火炮。
纸坊赵落村有内寨和外寨
之分，外寨修于同治年间。今
天仍传唱着村寨对村民佑护的
歌谣：捻军来了哪里跑，赵落
堡：城壕深、寨墙高，铁栅门、木
吊桥，三百大铁铳、五百鸡娃
炮，扑拉机、过山鸟（均为可装
一升火药的铁炮），捻军不敢近
赵落。
汝州南 25 公里的蟒川镇
半扎村，因同治年间用石头筑
就的万泉寨的守护，使这个地
处穷乡僻壤的狭地，发展成为
襄洛古商道上的重镇，出现多
个富甲一方的大户，一跃成为
汝州地域的名镇和现代工商业
的摇篮地。
寨堡的守护让村民心里多
了份踏实，增加了自信和自豪，
为了感恩许多村干脆把村名冠
以寨字，留下了许多带寨字的
通用地名，比如汝河南的王寨、
尚寨、季寨、路寨，温泉镇的张
寨、朱寨、杨寨、陈寨等，有的村
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村名一个
是寨名，如省级传统村落纸坊
武巡村修筑的寨叫崇德寨，杜
氏家谱将崇德寨的草图收入家
谱首页并引以为豪。

经典当流传
汝州地域的寨堡原是村民
为自保而创造的建筑经典。平
原地带的寨多为土寨，面积较
大，且有四门出入，把整个村庄
全部包围，寨周挖有很深的壕
沟，四门外有吊桥连接。平时
村里有人值夜打更报时，吊桥
和寨门按时关闭。乱时乡勇上
寨值守，出入寨门之人严格盘
查。说明这些寨为村民长治久
安所用，是旧时村民自治的产
物。分布于山区的石寨多选址
在海拔较高且四面环崖的险
地，规模不大缺少生活用水，不
利村民生产生活。说明这些山
寨多为附近村民的避难寨，是
应对战乱而筑的保命寨。
1944 年中日豫中会战，河
南 大 部 失 陷 ，汝 州 被 日 军 占
领。汝东焦村寨主焦道生收留
了国军失散的一个营，与附近
联保的地方武装相互支援抗击
日伪。驻汝日军司令部调集了
郏县、禹县、登封、临汝四县的
日伪军对焦村进行围剿。汝州
军民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从
地道安全撤出。损失惨重的日
伪军只占领了一个空寨，烧毁
了多间民房后而返。八路军进
驻汝州后在大峪建立了豫西抗
日根据地，利用特殊的地理条
件和坚固的寨堡与日军作战，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纸坊的
中山寨因汝州勇士驻守，过往
日军不得不绕远而行，害怕被
寨上的冷枪射杀。
半扎、张村、青山后等村落
因古寨的原因，成为全国传统
村落，其他近 30 个省级传统村
落大多沾了古寨的光。文物局
近年对古寨保护增加了力度，
已把多个古寨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其中寄料镇来安寨和大
峪镇袁窑寨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元代村寨大多被毁。明
末，李自成在汝州一带活动，平
民饱受其苦，社会矛盾激化，成
千上万的良民被逼为匪，在环
州山梁相地筑寨为巢，白天睡
觉，晚上抢掠。后来发展到白
天公开抢掠。汝州百姓痛苦不
堪，人人自危。乡下被抢劫一
空后，又把目标集中到汝州城
及所辖县城，城里商户纷纷逃
难。
1639 年山东人钱祚徵任
汝州知州，百姓闻讯州界跪迎，
（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研
哭诉山匪罪行。钱祚徵对汝州
《汝瓷的前世今生》
《汝文化简
的情况已有所闻，但没想到会 究会会长，出版有《风穴寺探秘》
这么严重，认为到任的首要任 论》等书）
务是消灭土匪。钱到任后经过
外松内紧的准备，选一大雨之
/ 文 / 学 / 角 /
夜山匪不备，直赴其老巢，歼敌
400 多人，放火烧毁了匪巢后
回师，
大振了官民士气。
鉴于当时的局势，又受山
匪筑寨为营的启发，钱氏把构
□李宋成
思的《寨兵分练法》报送朝廷：
锤镰功绩大于天，
社稷兴衰总有关。
并村筑寨，每千家筑一寨，每十
养卉育林增胜景，
移山削岭扩粮川。
家为一保，共同出资守寨。相
经冬数九寒风酷，
夏历三伏烈日炎。
邻的寨互保，一寨受敌，鸣金告
血水凝成丰硕果，
富民国泰乐空前。
知，其它寨派人支援，闻报不出
兵者，对寨首领给以处罚，没收
全寨人所交的保证金。
《寨兵分
练法》实施后，山贼多次下山偷
袭不成，反而死伤惨重。山匪
□朱建国
没有给养，只好下山投降。对
投降者除首恶处罚外，均要求
青丝渐霜几多感，
常思锦瑟春秋。
州、县给安置，不逾年，汝州又
峥嵘岁月梦鸿遒。
恢复平安。
《寨兵分练法》得到
雄心成大业，
壮志写风流。
朝廷的肯定，
下旨在全国推广。
砥砺寒窗争强胜，
知青独占鳌头。
寄料镇来安寨占地 3 万多
从戎铁血保金瓯。春失情未了，
花瘦憾难休。
平方米，是汝州现存最大且保
存完好的山寨，就是清代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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