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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阙驿镇段子铺
□尚自昌 文图

汝州市陵头镇段村行政村扼汝北古道要冲，所辖9个自然村沿洗耳河两岸和207国道两边布展，为汝州的北大
门。全村2960口人，分16个村民组，是“汝州市态村”“汝州市文明村”“汝州市廊道绿化先进村”。辖区四面环山，
自然林草丰茂；山间沟壑密布，泉流潭河发育齐全；洗耳河两源在此交汇，成L形南下和西行；洗耳河岸宽阔，岸边梯
田可自流灌溉；所居黄土层坚厚，适宜挖窑居住；9个自然村选址独特，保留有连片成区的老聚落，窑洞、瓦房、四合
院，老树、古井、旧驿道……自成一道风景。

汝州北部有座东西横亘的名山，与
平顶山错一个字叫平路山，海拔600多
米，因山脊平坦如行平路而得名。

平路山原与洗耳东岸的蜘蛛山相
连，8000万年前地史上的造山运动的东
西应力将二山扭断，在中间为洗耳河留
下了阙口。

被称为汝北第一村的马窑村就在
平路山的东坡。207国道南出登封界就
是马窑村域，汝州旅游专线靳马线的终
点在村头与207国道相接。

洗耳河从登封送表来水的北源和
从汝州大峪来水的东源在村东交汇，河
道加宽，岸边有肥沃的滩地。

明初马姓移民来此在河边选址建
村，聚落成半面，名曰半扎。后因洪水
侵扰，向西南移至沟中挖窑居住，半扎
改名马家窑，今省去家字成马窑。

马窑现有村民500多人，分四个村
民组，多为王姓、段姓。现村民大多从
沟内窑洞移出，在河边较为平坦的地域
建户居住。分散的老窑、旧宅成了村里
的乡愁。

马窑村现存一土寨，村民说是天保
寨。选址在北、东、南三面临崖的高地
上，向西是平路山的坡地，挖有宽深的
壕沟。寨子北宽南窄，占地约3000平方
米，向南有一寨门。现东西寨墙保存较
为完好，南墙和北墙已被后建的民居拆
去占用。寨内高低不平，留有老宅院一
处，曾是村里的学校。寨筑于何时，采
访时村民没人能说得清楚。寨内老宅
有筑寨记事嵌石，后不知去向。

>> 董家老宅祖师沟

祖师沟原是马窑南的一个自然村，
为平路山东崖不大的一个沟壑，董家会
看风水的祖上选址打窑居住，在沟边建
有祖师庙而得村名。上世纪九十年代，
村民迁出，并入马窑自然村。

董家三子董保德喜欢中医，是移居
瑞士的华人，在瑞士开办有大桥医院，
多年致力于中医药在瑞士的推广，现为
瑞士华人联合总会副会长。2017年在
祖师沟投资建造了中草药加工厂，收购
和生产艾条，出口欧洲。

祖师沟民房已经拆去，留有几孔窑
洞。沟内三棵古树是一道风景。一为
葛縢，桶口粗，像条盘龙，开满紫色的葛
花。一为桑树，同根三主干，三方分冠，
全身黑皮老瘤，写满沧桑。一为皂角，
也为同根三主干，树干光洁如挺拔的梧
桐，相抱鼎立，半腰处一分枝将两主杆
斜连在一起，非人所为。汝州市林业局
均挂牌保护。

因这三棵树的原因，特将这个在段
村消户的自然村立此存照。

>> 山弓水玄蜘蛛山

蜘蛛山自然村在洗耳河东岸蜘蛛
山怀抱内，北临洗耳河大峪来水的南
岸，南为蜘蛛山呈半环状围成的1平方

公里约半拉盆地。早期住户靠西南的
山崖挖窑洞居住，后形成后窑前院的聚
落。现有7户人家，20多口人，全部移
之河边建新宅居住。老居仍在，被恋旧
的老人居住。

蜘蛛山与平路山对峙，村西高大的
山梁与南北向的洗耳河并行，蜘蛛头向
北伸入河中，过往人很难发现这里藏着
一个村落。笔者曾按地图的标示多次
寻找这个小村，终未如愿，还是在段村
会计范占明先生的引导下，才从207国
道边的小岔道找到了这个村落。

村小地不少，盆底的平地可从上游
的河里开渠引水浇灌，山阴坡上的层层
梯田，因少了太阳的暴晒总有好收成。
这个村自古应是个殷实的地方。与老
人攀谈，老人自豪地说：祖祖辈辈撑不
死饿不着。

蜘蛛山村植被良好，环山自然杂
林，可供村民烧水做饭。成排的柏树、
柿树、栗树，连片的竹林，一棵棵古树，
说明这个村有植树养树的传统。

蜘蛛山与洗耳河衔处是连山石层，
再向下个个深潭，叫石板潭，没有泥沙，
是河水多年冲刷留给村民夏季洗冲热
去汗的地方。

石板潭边的窄道便是村民向西的
出口，有一小桥通往207国道。

>> 千年驿站“缎子铺”

段村与西邻的王湾村同处平路山
与洗耳河之间的台地上，地质时代的变
迁使这里形成厚达30米左右的黄土层，
百年或千年一遇的洪水使洗耳河水暴
涨，将河岸的黄土层冲刷成陡峭的土
崖。

段村原聚落沿河北岸的高崖处东
西布展，东依南北河岸，西接王湾村，多
为前房后窑式院落，东西绵延约 1公
里。有的宅院因地势和冲沟分上中下
梯阶形南北坐落，甚是壮观。

段村南距汝州15公里，北距登封
20公里，为古驿站所在地，又称三十里
铺。因这里有家自产自销的绸缎庄很
有名气，传说则天皇帝赴嵩山封禅在此
驻跸，看中这家的绸缎，赐名缎子铺。
明初段姓迁入后发展成大户，改称段村
铺。

明清时期汝州为直隶州，为开封、
河南（洛阳）、南阳三府之间一个政治文
化中心。段子铺作为汝北重镇，吸引登
封、禹州方向的客商，一里长的段村商
铺、酒店、茶庄林立，银号、当铺齐全。
村民为了村里的安全，在街南修一道高
墙，村东、村西两头则各设两道大门，有
专人护守。古道则从村东向南北向延
伸。“南有半扎店，北有缎子铺”是老汝
州对段村明清商业发达的评语。

村东偏南的河滩地中有一道叫戈
雅（鱼）头的小石岭，是古道的标志。上
世纪六十年代岭头还有一通高大的碑
楼，楼顶五脊六兽，四角挂有铜铃。楼
内有三通古碑，常见洛阳、郑州来的文
人用宣纸在碑上拓字。碑楼不知何时
何因被毁，石碑也不知去向。可惜没人

记起碑文的内容和落款。
段村西大门向南一临河的高台地，

上有古寨名万安寨。1944年日军侵占
汝州后，在段村这个古道口设一据点与
登封方面的日军相呼应。于是日军将
寨中村民赶出，占为自己的指挥所，直
到第二年日军投降。

在段村东头南北向的古道有一棵
橿树，在一土崖上。主围3米多，高约4
米，上发7个分枝，相交成的树冠约100
平方米。树根裸露，树身布满树瘤，记
录和述说着段村的沧桑。

段村是行政村最大的自然村，有
1200多口人，分4个村民组。207国道
从段村北开通后，段村新居移公路两边
居住，沟崖处藏着的老街和院落则成为
历史。

>> 桃花水峪杨沟村

杨家沟，5里长，东北起自白云湾，
东南连通洗耳滩，沟内泉水四季流，沟
岸茂林遮日头。

杨沟村位于洗耳河东岸长长的山
谷里，与段村隔河相望。汝州的桃花谷
风景区就在这条沟里。村域面积约3平
方公里，东北起于海拔600多米的白云
山西南坡的一个冲沟，呈梯阶形向西南
蜿蜒延伸至洗耳河，夹沟的是曲折的山
梁，分布着无数条冲沟，为沟底汇集多
余的雨水。

杨沟村有280口人，一个村民组。
传说宋末驻守魏王陵的杨家兵逃难到
此隐居，初名杨家沟，后演变为现名。
这个村早没有了杨姓，看来传说不是空
穴来风。

杨沟原居民分散在沟口及洗耳河
东岸适合打窑的土崖成片状居住。窑
前有场地的大多发展成为前房后窑式
院落，成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富户更有
五间头、有门楼的大宅院。杨沟保留有
多处这样的宅院，是独具特色的村落。
天窑、中窑、下窑上下连通，分层呈楼状
的片区，这是窑前无场地的无奈选择，
也是先民智慧的结晶。

临洗耳河岸处有一古寨，人称杨沟
寨，隔河与段村的万安寨相望。此寨为
半拉寨，东面因与高地相连，南北向筑
有约5米宽、9米高的寨垣，挖有壕沟。
东寨垣南北约40米，两端是短墙斜向河
岸的尽处。西边没有寨垣，是高约30米
的土崖。东寨垣保存完好，斜向河岸的
南北寨垣留有遗迹。斜墙的尽头有两
个炮楼或叫岗房，北炮楼的楼址还在。
寨内面积约2000平方米，唯一的寨门，
隐开在河崖半腰的窑洞群中，窑内有暗
道通往寨内。与寨相接的一段是个假
井式直洞，进寨时须放个木梯。这个古
寨应是天窑聚落遇险避难保命的天寨，
酷似汉代的坞堡。

从白云山到杨沟村口，地表多为石
灰岩，生成于三亿前的古生代。石灰岩
容易被水融解形成溶洞，在地层中保留
雨季的雨水，有利自然林的生长，因此
这条沟自然林茂盛，是天然的氧巴。净
化溢出的雨水成为山泉，使这条沟四季

有水，适宜人们居住。
杨沟已初步开发，形成了以桃花谷红

色教育基地核心的自然村级景区，沿沟边
修有曲折的山路，车可开到白云山的断崖
处。

>> 两山夹谷小寨凹

小寨凹是杨沟的北邻，村域为2平方
公里的山间谷地。东北起白云山的西崖，
西南接洗耳河，与杨沟同用一条水泥路连
通207国道。

根据地名命名，有小寨凹必有大寨
凹。问大寨凹在哪，村民没人知道。查阅
上世纪八十年代汝州地名调查资料，传说
明未有一肖姓在沟内一向阳的湾崖处打
窑居住，后在沟崖上建一小山寨，故名肖
寨凹。后来肖姓迁往他处，清末王姓从王
湾迁入，肖寨凹成了小寨凹。

小寨凹三面环山，向西南开个大口，
成为洗耳河滩地组成部分。

夹沟两条山梁南高北低，有条山路沿
南梁的山脚曲折西北而行，可来到白云山
的断崖处。北梁坡缓被勤劳的村民开垦
成梯田耕种。

几处大湾处留有成片的窑洞和成片
的前房后窑式院落，给人以“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之感。如今这些建筑已废
弃，村民多移至沟口建水泥结构新房居
住，新居与杨沟的新居连成一片难分彼
此。难得的是这些废弃的老宅没有被破
坏，给山沟留下了岁月的沧桑和乡愁。

三面环山的小寨凹只有一个出口，如
果用栅栏将出口封闭，是个绝好的养殖基
地，分段散养家禽、家畜，不失为致富的路
子。

>> 人间仙地芝麻沟

芝麻沟起自白云山南崖的冲沟，南行
后西折，再西南汇入陵头黄岭滕口河再入
洗耳河。芝麻沟与杨沟的起源隔一条梁，
站在白云山巅南望，绿树丛中错落有致的
民居就像悬浮在山间的仙地。

芝麻沟因盛产优质芝麻而得名。清
末陈姓从段村迁此居住而成村落。村居
坐南面北，据说是为接纳白云山的风水，
实则沟南有适合挖窑而居的崖头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该村有11户，47
口人。现有户数和人口没有大的变化。
村民大多外做生意或迁往他处，村里仅有
四位穷家难舍的老人守护，分别是70多
岁的陈长奇、80多岁的陈东林夫妇。山
里有20多种天然药材，时常有药贩上门
收购，四位老人忙时种树种菜、采挖药材
补贴家计，闲时修路，确保与山下相通。
如今，三轮车可开到村里。

陈长奇家老宅的大门内有一棵老槐
树，三人合抱，老陈记事起就这么大，估约
有500年的树龄。女主人李新娥说，这棵
槐树树心已空，形成很深的树洞。

芝麻沟因地势较高，没有水源。但不
远的旋风垛附近有处叫搬倒井的天然储
水地，村民引到村里成为自来水。

>> 纱帽山怀老马沟

风穴寺景区有个状若清代县官乌纱
帽的山峰，称之纱帽山。老马沟村就在这
个山北坡的怀抱里，东、南两条大的冲沟
汇水，受北部山梁的阻挡，成为一个山间
盆地。因盆地内雨水积多，在西北较低处
的山梁上冲开一个口子，成为洗耳河重要
支流滕口河的源头。

老马沟原名老麻沟，传说是宋代（今
米庙镇榆庙一带）的麻王义军所驻的麻城
被攻破后，有人逃至隐居成村。麻姓后来
不知所终，清末王湾王姓村民迁此居住，
形成现在的村落。

老马沟现有10户人家，40多口人，
为一个村民组。同芝麻沟一样，村民大多
在外打工或做生意，在他处购有房舍另
居。

老马沟村居环盆沿连片而成，为前房
后窑式院落。砖坯瓦房架构结实，均有精
致的小门楼。家庭的殷实、建筑的讲究可
见村民的勤劳。

老麻沟有水源可用，两大片竹园平添

了灵气。
留守老马沟的是王运江和他的本家

哥哥，各有一个四五十只羊的羊群牧养，
人称手拿羊鞭的万元户。

同芝麻沟一样，他们有地已不种庄
稼。因这里野鸡和松鼠多，种庄稼是没有
收成的。他们仅种些小片蔬菜食用。

从滕口村的一条山路，开车可至老马
沟。王运江农闲时常常修路，确保路道的
畅通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 长寿树罩老张沟

老马沟下行拐个弯，从沙帽山又一冲
沟汇入，沟道增宽了许多。老张沟村就分
布在这个沟的两岸。

老张沟张姓最先居住，后张姓迁往他
处。清末王姓从杨沟迁入，形成村落。

村落沿沟两侧成点状东西分布，多为
后窑前房式院落。现有村民6户，20多
口人，为一个村民组。同老马沟和芝麻沟
一样，村民多出外打工或做生意，只有张
长生一位老人留守。

老张沟与芝麻沟是邻居。站在芝麻
沟的南坡，老张沟尽收眼底。两村之间有
石道相通。

千年柏，万年槐，遇见柿树叫伯伯，还
有橿树老奶奶。植被繁茂，万木争荣使老
张沟保留有许多长寿树种，柳、柏、槐、柿、
豹榆、皂角。这里产的柿子很有特色，大
小没核，含糖量高。

在山崖上有一道一见终生难忘的树
中奇景——独根的豹榆，分出10多杆大
枝，枝叶交错、参天蔽日。树根裸露、奇形
怪状，向东延伸50多米。

一棵树能带活一个景区，希望这里的
长寿树能给陵头镇规划的东景区和老张
沟带来好福气。

>> 山水崖汀王湾村

山峙、水绕、崖嵚、汀阔是王湾地理环
境的写实。

王湾是段村的西邻，明洪武年王姓移

民于河湾地挖窑居住成为村落。
王湾和段村同处平路山南坡延伸至

洗耳河间的台地上，洗耳河进入王湾村域
向北转了个弯，然后向西南远去。也许王
姓先祖相中了这片临河的湾地而驻足安
家，成就了王湾村的繁盛。

据风水师说王湾地宜居益寿，人口增
长快。村主任王文正家有一通光绪年间
立于王姓祖茔碑记载，因王家“族繁村狭”
先后迁出王湾建新村或迁他村成大姓的
有10多个村庄。碑刻上有明确认祖的有
焦湾、杨沟，磨庄、小寨湾、高窑、橿树庙、
冷水河、河西陈、鹿台怀、寨湾、土沟、朱
沟、苗岭等村的王姓。

几年前红火一时的青源花海所在地
就为王湾村域。

王湾老宅区以青源花海大门分为东
西两部分。

东部河岸地窄，为成片的前院后窑式
四合院，东西有五个胡同把院落分开。这
里保存有成片的明清式古宅院10处，俗
称汝北的王家大院。井胡同口有处王湾
人世代饮用的老井，井水甘甜，村民集资
建一井亭保护。据传这里是王湾王姓最
早的居住地。陵头镇重点打造的民居民
俗文化苑就以这片民居为中心，已将一处
老院改建为一个民俗博物馆。

西部河岸南凸，逼使河道向西南又转
了一个大弯。这里河岸宽阔，从北向南形
成三级台地。村民顺势沿台阶地的冲沟
挖地坑院，再沿坑沿挖窑居住。后来在院
内建房形成前院后窑式四合院，地坑的三
沿成为院墙。特殊的地理条件，成就了独
特的院落结构，代表王湾人的创新精神。

王湾现有400多人，分两个村民组。
2000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
村民大多搬至207国道北方新宅盖楼房
居住，形成了王湾新村。

>> 水岸人家东南地

东南地自然村，位于王湾村的东南洗
耳河的南岸，是清末由王湾迁居而成的村
落。

村落沿河堤东西布展，坐南向北，先
是挖窑居住，后在窑前建房。由于窑前地
窄，只好向河滩推进，在河边堆起了土岸
防洪水冲击，进而形成了临河而居的南国
风光。

村南的石缝中有股山泉，可供全村人
饮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名普查显示，东
南地有4户人家，24口人，自成一个村民
组。2000年后村民全部搬到了王湾新村
建新宅居住，成为王湾村的组成部分。

如今的段村已没有东南地这个自然
村名。现在留守的是老村主任王秋水夫
妇，养鸡鸭、喂牛羊，过着难舍的田园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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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有

《风穴寺探秘》《汝瓷的前世今生》《汝文化
简论》等书）

>> 北门一村马家窑

马窑村天保寨杨沟村的山居三月老马沟

祖师沟老葛树

蜘蛛山老宅

段村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