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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国人爱鹿，其来有
自。在先秦时期，鹿就被视为吉祥富贵的动物，
即使是圣贤之君周文王的园囿之中，也少不了鹿
的点缀：“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
翯翯。”可以想见，比周代更早的殷商时期，三五
成群的麋鹿，会经常出没于淇水之畔。

安乐洞之下，有鹿厂村。据当地人介绍，传说
是商纣王养鹿处，也就是商王朝的“皇家鹿苑”，确
切与否，因时代久远，遗迹不存，无从考证。鹿厂
村村头麦苗青秀，村内干净整洁，该乡的负责同志
说，为带动村内的贫困户脱贫致富，鹿厂村又引进
种鹿，重拾旧业，大力发展特种养殖，前景应该不
错。鹿厂村周围，有东柴厂村、中柴厂村、西柴厂
村，相传是供应商纣王皇家烧柴之处。

鹿厂之外，鹤壁与“鹿”有关的地名，莫过于
大名鼎鼎的鹿台了。鹿台是大商王朝的国库钱
仓，《史记》记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
而盈钜桥之粟”“其大三里，高千尺。”纣王建造鹿
台花费七年之久，工程之大不言而喻。传说鹿台
最开始由姜尚监造，姜尚不忍疲劳百姓，辞官归
隐，纣王于是让崇侯虎监造，崇侯虎大发兵徒，征
集各地工匠，极尽豪华奢侈之费，把鹿台建造得

“阁耸云端，楼飞霄汉，亭台迭迭，殿宇巍峨，雕栏

玉饰，梁栋金装”，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白玉砌就
的栏杆，珠宝镶嵌的梁柱，金碧辉煌的宫殿群方
圆三里，以致民怨沸腾，国力凋敝，大商王朝的气
运也由此耗尽。

鹿台建成之后，纣王与妲己在里面为“靡靡
之音”“长夜之饮”。淇水悠悠，唯有汤汤河水能
够见证当时彻夜为欢，酒池肉林的奢靡；临风慨
叹，唯有残砖断瓦能够见证当时“众皆倒戈”“血
流漂杵”的残酷战争。史载，武王伐纣时，经过牧
野大战，商纣王看到大势已去，“入登鹿台，衣其
宝玉衣，赴火而死”，随后，周武王攻入鹿台，对准
纣王的尸体连射三箭，又用“黄钺”斩其首，悬挂
在大白旗之上以示众。于是，周朝军队占领整个
朝歌地区。

一代帝王就此授首；大商帝国从此陨落。
如今，行走在这个豫北小城，人民祥和，车水

马龙，3000多年前的往事已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纣王帝辛的真实形象已模糊不清。但就史论史，
纣王并非如周人渲染的那样残暴无道，也不像
《封神演义》所描绘的昏庸无能。据《史记》记载：
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
兽”。就是说纣王能言善辩，洞察世情；力大无
比，徒手格兽。纣王在位前期，兴利除弊，推行改

革，先后征服了鬼方、东夷，把商朝的疆域扩展到
东临大海，西到西岐（今陕西西部），东北至今辽
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浙赣一带广大地区，基本奠
定了后代周、秦帝国的大致版图。可惜纣王“好
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最
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众所周知，成王败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
书写。纣王的很多发指行径真实成分少，附会成
分多。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夏曾佑就对夏桀和
商纣做过对比分析，他说，古人一提到暴君就是
桀、纣，提到贤君就说是尧舜。对比桀、纣的事
迹，雷同者太多，比如：夏桀有一个宠妃叫妹嬉，
商纣也有一个叫妲己；夏桀造了一个酒池，可以
划船，商纣就造了一个酒池肉林，能够为长夜之
饮；夏桀说，太阳在，我就死不了，商纣说，我的命
天注定；夏桀发明了炮格之刑，商纣也有炮格之
刑。因此，两相对比，桀、纣简直就是一个人。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不是为纣王翻案，
只是古史渺茫，难以全信。就连孔子的弟子子贡
都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
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如果一个人的名声坏
了，那么所有的过错都加在他的头上了！

因此，君子处世，当慎之又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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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上峪乡桑园小镇火了。
这个不久前还籍籍无名的省级贫困村，经
过旅游扶贫的带动，瞬间声名鹊起，游人如
织。下午出发去往桑园小镇，一路上，午后
斜阳，红霞满天，粉白的桐花点缀山间，林
木葱翠，风景如画，使人起浓郁的乡愁。

这里不同于豫西南伏牛、大别的险峻
雄壮，上峪乡正处在八百里太行山的收尾
之处，浅山丘陵，溪流潺湲，没有危途的压
抑惊险之感，完全可以释放心情。《世说新
语》载东晋简文帝进华林园游玩，告诉随行
人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
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沁
人心脾的美景不必走远，只要有心，随处都
可以超然脱俗，甚至感觉虫鱼鸟兽也来亲
近自己。此情此景，可知简文帝所言非
虚。行进之间，淇水犹如碧玉宛转相随，又
增加一种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美，仿佛丝
乐管弦演奏心间，正所谓“山不在高，水不
在深”，小桥流水的南方韵味，与此不异。

鹤壁是殷商故地，大商王朝的流风遗
韵，比比皆是。譬如这个桑园村，历来相
传是商王朝皇家养蚕处，确切与否，暂不
追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淇卫故地种桑养
蚕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我
们从《诗经·桑中》一诗，或许能够觅出些
许端倪。诗曰：“爰采唐矣？沬之乡矣。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
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诗中男女热恋

之地，在“沬之乡”，沬正是商朝都城朝歌
所在地。直到南朝时期，远在江南的大诗
人鲍照也对“沬之乡”心向往之，他在《采
桑》诗中写道：“采桑淇奥间，还戏上宫
阁。早蒲时结阴，晚篁初解箨。”

游走在桑园附近，正是桑叶繁茂之
际，触景生情，不能不让人想起《诗经》中
另一首哀婉沉痛的长诗《氓》。这首千古
名篇的作者，痛彻心扉地诉说了自己遭遇
负心人，被始乱终弃的经过。而故事的发
生地，是否也在这桑叶沃若之地？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作者对这个
貌似憨厚的青年，一往情深，看不到他的
时候，日思夜念，“泣涕涟涟”；见到他的时
候，破涕为笑，“载笑载言”。但“桑之未
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当
自己下定决心跟随这位心貌不一的青年
去到家中，却“夙兴夜寐”“三岁食贫”。“淇
水汤汤，渐车帷裳”，抛却没日没夜的辛苦
不说，自己对丈夫心如磐石，却没想到“蚩
蚩”之氓，却“二三其德”，移情别恋，心意
不坚。那么，只有决绝吧！“及尔偕老，老
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淇水还有
个尽头，跟着你却只有无尽的心酸，咱们
就此做个了断！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隔河相望，桑
园小镇内，灯火辉煌，游客熙熙攘攘，大家
似乎并未察觉数千年前埋藏于此的一段
凄美爱情故事。

从桑园溯淇河而上，在山林深处，有
一村名竹园，因为地处淇河保护区内，属
于“游客止步”之列。这里虽无特别的名
胜，但安静幽谧，景色绝佳，仿佛世外桃
源。竹园村虽以竹为名，却没有想象中成
片的茂林修竹，其原因当是时光流逝，旧
迹湮没，《诗经》中所说的“瞻彼淇奥，绿竹
猗猗”的情景不复存在了。

但数千年前，淇水之竹名闻天下，有
皇家之竹的美誉。《诗经·竹竿》早有“籊籊
竹竿，以钓于淇。”意境优美。另据南朝
《述异记》记载：“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
上，《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是也。”
这一大片竹林，汉代犹存。《史记·河渠书》
有这样的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亲临胡子口（今濮阳西），率数
万人堵塞已冲决 23年的黄河决口，先沉
下白马玉璧祭河神，然后令将士负柴填
堵，仍堵不住，最后“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用淇园的竹子做材料，才获成功。东汉时
期，河内太守寇恂伐淇园之竹，造箭百万
余，可见当时淇园产竹之多。清康熙年间
增修的《河南通志》记载：“淇县一带竹品
种有紫茎竹、斑竹、凤尾竹、淡竹数种。”也
足见淇园之竹的品类之繁。淇园是春秋
时期卫武公建造的皇家园林，大致在今淇
县黄洞乡、庙口乡一带，与淇滨区上峪乡
接壤，此处竹园村当属于其中之一隅也。

从桑园村顺淇而下，有白龙庙村。白
龙庙则有美景存焉，此地三面环山，一面
临水，水即村北蜿蜒而过的淇河。村内有
白 龙 庙 一 座 ，修 建 于 明 永 乐 十 四 年

（1416），距今600余年，庙宇沧桑斑驳，呈
年久失修之态，但香火依然不断。庙前有
古戏楼一座，大概与白龙庙同时而建。戏
楼柱石上，刻一副对联：“世务总空何必以
虚为实，人情无定不妨借假作真。”与《红
楼梦》中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
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有异曲同工之妙，岁
月的沧桑已使字迹模糊不清，但联内蕴含
的哲理却耐人寻味。

白龙庙自古便是商贾云集、文人交会
之地，这得益于其便利的水路交通优势。
史载，东汉建安9年（公元204年），曹操在
淇水口筑堰，使淇河东北流入白沟（今卫
河），以通粮道。这在《三国志》中有明确
记载：“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
以通粮道”。自此，淇水在浚县小河口注
入卫河，隋朝时期，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
河，卫河成为永济渠的一部分，因此，白龙
庙村附近的桑、竹、弓、纸、瓷等特产可以
通过淇河抵达京津。

淇河胜景之一的雷鸣滩就在庙后，也
叫白龙潭。每逢雨季来临，汹涌咆哮的淇
河水流经此地时声响如雷，传说此处为白
龙所居之地。白龙庙碑文记载：“潭之上流
石成形，若渠、若门、若器、若穴，溪水积焉，
来若白虹，纵然有声，盖天钟秀，宜足为神
龙所居也！”去年七八月间，笔者曾目睹白
龙飞瀑的景色，雷霆万钧，势如奔马，澎湃
而下，甚为壮观。明朝诗人傅国庶曾写有
《白龙潭》一诗：“一水奔流万壑惊，悬波直
下怒声轰。若非呼吸关神力，那得风雷竟
日鸣。”真是生动传神的描写。

淇卫多贤人。自古以来，在朝歌这块大地
上，河山灵秀，英杰辈出，自然也少不了贤人隐士
悦山乐水的轶事。鹤壁当地有一副名联：“东临
淇水观鱼跃，西依太行听鹿鸣”。细味其中，颇含
隐逸之风，又有富贵之气。顺白龙庙村而下，有
一村名“安乐洞”。这使人不由得想起《诗经·卫
风》中的《考槃》一诗：“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
寐寤言，永矢弗谖。”这位诗人徜徉山水之间，自
得其乐，这种快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难怪，
在明山秀水之地，隐居躬耕，坐观天下，也是人生
的一大乐事。

同行的人告诉笔者，距安乐洞几公里处，有
许沟村。许沟村紧邻淇河，松茂竹翠，柳绿鱼肥，
旖旎的风光衬托出小山村的幽静古朴。村东有
山曰黄龙山，西曰青龙山，正中曰龙珠崮。乃二
龙戏珠之风水宝地也。据长期研究当地历史文
化的王俊智介绍，许沟村正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巨
匠罗贯中晚年隐居地。当年，正是在这里，这位
大文豪居住在村内一坐东朝西的窑洞内，遥望青
岩绝，背靠黄龙壁，南瞰淇河竹林，北瞻山峦叠
嶂。云蒸霞蔚，泉涌瀑飞，炊烟袅袅，一壶浊酒，
樵歌渔唱“惯看秋月春风，几度夕阳红”，完成了
举世闻名的《三国通俗演义》及恩师施耐庵未竟
之稿《忠义水浒全传》之创作也。

不仅如此，罗贯中还将此地的人文风光化入
文章之中。如果用《水浒传》中的词语描写现在的
许家沟，会是这样的：山前山后，“登高眺望”,只见

“重峦叠嶂”，满山滴翠。群山环抱之中，“山坳里
却有三四里方圆平旷”所在；葱茏郁郁的林木丛
中，隐约闪现着多处草舍茅庐农房平棚。山中时
有“禽声上下”，山外少见“人迹往来”。真个是幽
雅好去处，实乃“赛过桃源”。落日斜阳时，许家沟
风光更加旖旎，但见“落日带烟生碧雾，断霞映水
散红光”。盈月晴朗的夜晚，倚窗而坐，“窗外月光
如昼”。此时观看风景，却“又是一番清致，云轻风
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此情此景，
与世外桃源无异。

除了大名鼎鼎的罗贯中，唐代大诗人王维、
高适等人都在淇河附近有短暂的隐居。王维有
诗《淇上田园即事》：“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
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
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诗如画境。这
位唐代的大状元才华横溢，在当时就享有盛名，
史称其“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
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当时的达官贵人争先
恐后邀请他，宁王、薛王等以老师、朋友之礼对待
他，甚至唐代宗也称他为“天下文宗”。正是这样
一个大文豪，考中状元之后，被任命为太乐丞，负

责朝廷礼乐方面的事情。事有不巧，因下属犯了
错误，王维被追究领导责任，贬官济州司仓参军，
成为一个管理仓库小官。郁郁不得志四年之后，
他辞官隐居，来到了淇河之滨隐居两年，在这里
写下了“故人离别尽，淇上转骖”“天寒远山净，
日暮长河急”等千古名句。

“季冬忆淇上，落日归山樊。旧宅带流水，平
田临古村。”与王维同时期的大诗人高适，或许也
看中了淇水这块风水宝地，也在这里做短暂的停
留。据《河岳英灵集》记载：（高适）少性拓落，不拘
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诗多胸
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高适年轻时候
豁达大度，不屑通过科举考试进步，经常斗鸡走
狗、赌博游戏，有些贵公子的气度，但才名很高，无
论高层还是乡野，都很欣赏他的才华。不想落入
俗套，但又脱离不了世俗的藩篱。在32岁那年，高
适去长安应试，却名落孙山，失望之后，就在淇河
之滨消磨了一段时光，写下了《自淇涉黄河途中作
十三首》等多篇诗作。然而，长期游侠纵横、书剑
飘零的高适却是大器晚成之材，年近五十岁时他
被高官哥舒翰看中，任掌书记，也就是哥舒翰的秘
书长，最终升为西川节度使、左散骑常侍，人称“高
常侍”，是唐代少有的高官诗人之一，可知人生虽
有挫折，只要不消沉、不气馁，最终会迎来坦途。

□□鹤壁观察记者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杨晓东

1│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园怀古

2│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竹园访幽

3│考槃在涧，硕人之宽——安乐洞前话“隐逸”

4│天下之恶皆归焉——鹿厂村里说“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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