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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诗宗祀和五位诗宗
□尚自昌

诗歌是诗和音乐、舞蹈
结合在一起的统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星空中，诗歌就像一颗颗耀
眼的明星，闪烁着永恒的光
芒。

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
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的
中国诗词大会，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的文化类电视节目，2016
年春节推出后受到广泛的欢
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古诗
词的热潮，目前已举办四个
赛季。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
将于2020年1月25日至2
月3日（大年初一至大年初
十 ）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CCTV10)中播出，已在全
国各地设分赛区选拔优秀选
手。

以汝州为中心的北汝河
流域，是中华诗歌的发祥地
的组成部分。《诗经》是中国
古代诗歌开端，其开章《周
南》11篇经考证多出自这个
地域。

唐初汝州诗人刘希夷，
“步前人之章程，为后来之领
袖，卓然莫与京矣！”

乾隆五年（1740），山东
名士宋名立任汝州直隶州知
州。为给汝州学子树立榜
样，在修缮一新的州学汝阳
书院创立汝州诗宗祠，将汝
州唐以来的五位本土诗人的
神位竖其堂中。

诗宗，《汉语大词典》
有两义，一为专攻《诗经》
而为人们所宗仰的名家；二
为众所敬仰的诗人，诗坛泰
斗。宋氏创立的诗宗显然为
后者。

A.创立汝州诗宗祠记

祠立唐刘庭芝，金宗端修，
明张维新，清吴治汇、任枫诸先
生神位。

诗首三百篇，而周南为
《风》始，《汝坟三章》又此地篇。
仕之权舆乎？自唐以诗取士，希
夷刘公崛起汝阳，步前人之章
程，为后来之领袖，卓然莫与京
矣！金明以来迄本朝，宗、张、
吴、任四家皆著有集，脍炙人
口。

今州人士主而宗之，意欲
建祠以祀，质之于予。不禁欣然
神往。夫梅禹金编才鬼，贾阆仙
祭诗神，宁无取尔耶？昔年曾览
《浙江通志》，载：绍兴府设立诗
巢，祀唐贺监诸诗伯良。以楷模
在人心，俎豆在后世，汝州一瓣
香，敬为刘希夷诸公，固其宜
耳。汝阳书院内予新建有学斋，
今于中间置主设祭，不但表彰
先贤，也可兴起后进，将见州人
士风轩月榭、商榷推敲、扬扢风
雅、鼓吹休明，于以歌咏圣朝之
功德，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顧
不盛欤？

明清时期汝州辖梁县、鲁
山、宝丰、郏县、伊阳（今洛阳汝
阳）5县，因明初梁县省入汝州

“直管”，汝州就代替了梁县，同
时辖鲁宝郏伊4县。入选汝州
诗宗祠的5人全部是“直管”区
籍的人士，老宋可能想让辖县
也设自己的诗宗祠。本土的榜
样更容易学习。

B.初唐才子刘希夷

刘希夷 （651—680），字
庭芝。自幼聪明，与舅舅宋之问
同师学习。唐上元二年（675），
25岁的刘希夷考中进士。刘希
夷是个美男子，史书上说他“美
姿容”。他喜欢音乐，弹得一手
好琵琶。他考中进士后仕途不
顺，常邀诗友到户外的大山名
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来调节心
情。也可能正是生活的逆境让
他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

篇。
刘希夷在世上活的时间虽

短，但文学成就却很大。由于
《正声集》的原因，后人不断从
民间搜集和整理刘希夷散落的
诗文。《旧唐诗》艺文志《志第二
十七 经籍下》记有《刘希夷集》
三卷 。《宋史》艺文志记有《刘
希夷集》四卷。辛文房作的《唐
才子传》记刘希夷“有集十卷及
诗集四卷，今传。”说明元代刘
希夷还有文集十卷和诗集四卷
流传。

刘的文集今天已不能看
到，其诗赋仅能看到有35首，
其中《全唐诗》29首，28首独占
82卷，1首在769卷中；《全唐
诗续拾》卷七4首，《全唐诗外
编》2首。

《旧唐史》没有为刘希夷立
传，但将其附在另一位诗人《乔
知之传》之后。

刘希夷的诗明白流利、通
俗易懂，在初唐诗人中被誉为

“天赋俊赏”的才子。其中《代白
头翁》收入大学教材中，与《长
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
夜》被人们称为初唐长篇中的
神品。

闻一多称“刘希夷是卢、骆
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
昏”。

C.金代监察御史宗端修

宗端修（1149—1208），
字平叔。因避睿宗完颜宗尧的
宗字改姓姬。自幼好学，立志
成名，性格耿介，崇尚气节。
金大定二十二年（ 1182）中
进士。

承安元年（1196）任监察
御史，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端
修致仕后自守愈笃，妻死不复
更娶，独居二十年，士论高之。
汝州司候游彦哲向其求为官之
道，端修说：“心正则不私，气平
则不暴。为政之术，尽于此矣。”

宗端修因为官清廉敢于直
言进谏，《金史》为其录列传卷
38中。他的侄子宗汝作因忠义

收入列传卷61中。诗宗祠中宗
端修是唯一在国史中立传的诗
人。

宗端修诗作并不出名，金
代元好问编著的金诗总集《中
州集》卷八中仅收录诗1首《漫
书》，诗前有《宗端修小传》。

漫书
冷面宜教冷眼看，只惭索

米向长安。
阴崖何限枯松树，望见屏

帏尽牡丹。
明《正德汝州志》《万历汝

州志》，清金先声康熙《汝州全
志》，宋名立《汝州续志》均没有
收录宗端修的诗作。不知宋名
立为何将宗端修选为汝州“众
所敬仰的诗人”，也许他希望
汝州的学子将来入仕后要像宗
端修一样清正廉洁吧。清道光
《直隶汝州志》好像也发现了
这个问题，特在“汝州诗”前
放置宋名立《创立汝州诗宗祠
记》一文，做文和诗的自然过
渡，按朝代顺序收录了宗端修
的《漫书》诗。

D.政治家文学家张维新

张维新（1545—1609），字
宪周，号岐东，明代汝州中大街
人。现在的张公巷街就是纪念
他而命名的。

张维新在汝州是妇孺皆知
的名人。他的传说故事，中大街
的红石坊，张公巷汝窑遗址等
等均为茶余饭后所谈的内容。
近年他的后人张中红先生一直
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取得了不
菲的成果，补充了历代州志的
缺憾。

张维新文学功底厚实，诗
文俱佳。所留遗作甚多。其著有
《余清楼稿》25卷，前11卷为
诗，12至 21卷为文，卷 22至
24卷为《砭己名言》，最后一卷
为《亲民要略》。

1596年，张维新任潼关道
副使时，与华阴县知县贵阳马
明卿编撰了记述华山的《华岳
全集》十三卷，书中收录有不少
诗文。此书收录于《续修四库全
书·史部·地理类》。

张维新与知州方应选合编
有《汝州志》四卷，万历二十四
年刻印，书中收录张维新的汝
州八景和风穴寺八景等诸多诗
文。这本志书在流传中成为孤
本，被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收藏，
后北京图书馆从日本拍回胶卷
本重印，2018年 10月汝州地
方志办公室编印了校点本。

E.刑部郎中吴治汇

吴治汇，字东卿，顺治丙戌
科进士。敦重彝伦，追崇古道，
刺血瘵二亲之榇，择配全孤女
之婚，文昌祠宇独任创建，亲旧
贫乏多所瞻给。任安乡县知县，
升刑部郎中，出任广西按察使
司佥事、分巡左江道。

吴治汇是清代第一个被祀
入乡贤的汝州进士，其生平道
光《直隶汝州志》记载较为详
细，但不足百字，从中看出他是

以孝亲、友邻、善举被选入乡贤
祠的。

同宗端修一样，他的诗文
并不优秀，清代汝州志中仅康
熙二年金先声纂修的《汝州全
志》，收其有《重修城垣门桥鼎
建大王庙记》一文和《九日白云
寺》《春日沁水》两诗，但《九日
白云寺》一诗《风穴志略》和《风
穴续志》均没有收录。猜想同宗
端修一样，宋名立是想在诗人
中树立一个孝善爱乡的典型。

其诗：
九日白云寺
古寺荒山兀坐余，启 散

步看云舒。
遍穿松径归僧院，风过黄

花香扑裾。
春日沁水
清清碧水绿苹，雨才收日

初呈。
双双归雁，袅袅鸣莺。
村笼烟树淡，塔映赤霞明。
渔父率滨垂钓，田翁履亩

课耕。
经岁孤松含晚翠，争妍桃

李吐朝荣。

F.清代学才任枫

任枫（？—1681），字木
庵，号 庄。自幼聪慧，过目成
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顺治
十一年（1654）考中举人，康熙
六年（1667）中进士，十三年任
山西灵石县（今介休县）知县。

灵石县为陕西、山西经太
原通往北京的要道，来往官
员、军队粮草等都要经过此
地，派车拉夫，迎送招待，官
民备受其扰而无可奈何。任枫
与上司痛陈百姓之苦，据理力
争，上司无法，只好下令免灵石
县一切供应。

康熙十九年（1680），任
枫晋升为内阁中书，离任时灵
石数千名百姓哭送出境。他先
回汝州省亲，未及赴京上任，于
家中病逝。灵石县仕民闻讯后，
数百人白马素车赶到千里外的
汝州为他送葬。

任枫学识渊博，精于诗
文，兼工八法（书法名），晚年
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他热
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对名胜
古迹题咏尤多。因与风穴寺
喜欢书画和诗文的脱颖禅师
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咏诗作
画。编写有《风穴志略》一书，
为后人研究和开发风穴寺提
供了宝贵的史料。任枫还著有
《史勺》《琐记》《 庄诗集》等
书。

而任枫的《史勺》《琐记》
《 庄诗集》，其《风穴志略》得
以传承。2017年汝州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进行整理，由中州
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风穴寺留有任枫诗文颇
多，有的在碑石中，有的在志书
中。《风穴志略》录有其诗8首，
《风穴续志》收其七言律诗《风
穴感兴》1首。

（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
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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