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1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慎珠 精彩周末 行走中原│11

□盛夏

2013年夏天，金鑫第一次

来到荥阳高山镇石洞沟村。那

里“有个傅家庙，有些明清老房

子”。在此之前，他走过河南多

处古村落，石洞沟村并非“第一

眼美女”。

“没想到从那以后会来一

百多趟，更没想到，2016 年我

成为石洞沟村‘荣誉村民’，

2018年成为‘荣誉村长’。”金

鑫说。

53岁的金鑫,干过20多年

通信行业，和历史文化文物保

护全不相干。他和朋友在省内

游玩时，有了感悟，“一件瓷器

可能价值连城，但一个老村子

一大片明清老房子会被随意拆

除，当垃圾废弃，太可惜了。”

他成为古民居保护志愿者，身

边集结一群同道,有林业专家、

文化学者、古建爱好者、摄影

师，等等。他们走古村落访老

民居，通过网络分享收获。他

还自费建了网站“中国古民

居”，进行保护宣传。

一趟趟来，石洞沟村越来

越吸引他，走在村里，村民们都

会亲热地和他打招呼。

金鑫说：“这个村像宝藏，

越挖越深。它有良好的生态，

古色古香的村貌，更重要的是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商相祠供

奉着商代名相傅说，他的‘良弼

家风’代代传承，清朝傅檙撰写

的《崇俭约》，直到今天，依然生

机无限。”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拆掉

旧城，灰飞烟灭的不仅是青砖

灰瓦，古巷勾栏，更是强行抹掉

人类生存记忆。”拆掉古村落古

民居，亦然。

中原大地上，一些现存古

村落因镌刻着千年时光的印迹

弥足珍贵，它们由家族聚居形

成，历经世事变迁而生生不

息。石洞沟村，就是其中一个

典型，它保存至今的一砖一瓦、

一椽一木，都凝聚着最质朴的

乡间民俗，讲述着原汁原味的

华夏民风。

石洞沟，美丽乡村的物质

载体。商相祠，傅氏村民的精

神地标。《崇俭约》，美丽乡村的

气质担当。都市生活常让人想

起印第安人的一句谚语：我们

跑得太快，把灵魂拉在后边了，

等等它吧。而在石洞沟村，这

个古老的村落，从古至今，一直

有自己的文化之魂。

历史上，石洞沟村文化遗存深厚，
民风质朴厚重。

继傅说的“良弼家风”之后，傅氏
族人总结出“正、善、俭、孝、学”的五字
傅家祖训。

到了清康熙年间，傅氏后人傅檙
撰写了 460字的乡规民约《崇俭约》，
刻石立碑于商相祠内，至今犹存。《崇
俭约》告诫族人乡邻，“若不抑奢崇俭，
何以酌盈济虚？”其意为若不抑制奢
侈，崇尚节俭，如何用积累补灾年之
缺？

《崇俭约》中说，要做到“余一余
三，备灾备祲”，意为三年耕而一年之
余，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积，用以备灾备
荒。

《崇俭约》中讲到，偶尔设宴，不超
过五个菜；平常庆贺或吊唁，不超过三
个菜；生小孩贺喜，不用设酒席；三十、
五十岁生日，不必置酒；祭奠贵在诚
恳，不必用丰盛的酒席；婚姻循礼，不
必用豪华嫁妆。

傅学军说:“《崇俭约》很具体，很
容易执行。《崇俭约》立下后，村民一直
遵守得很好。”

石洞沟村民贯彻“余一余三，备灾
备祲”的祖训，发明了“豆墙”备战备
荒。村民把豆子碾成豆瓣，砌成砖块，
攒多了垒成墙，外面粉刷，称为“豆
墙”，可存多年不腐。老人遗嘱中都会
交代哪堵墙是“豆墙”。遇灾荒年月村
民会拆“墙”活命。

制定于 300 多年前的村规民约
《崇俭约》，当下仍在坚定执行。

前些年，周边村落红白事奢靡风
渐起，办白事要上“八大碗”、扎彩棚、
吹唢呐。石洞沟村老人们遵守《崇俭
约》中严禁虚夸浪费的要求，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
傅学军说：“村里有个企业家，资

产上千万，白事想给酒席加点硬菜，上
点高档烟酒，还想给帮忙的村民发红
包，我说你要大办，村里没人帮忙。你
再硬气，也硬不过村里的规矩。最后
他说，你咋说我咋办。”

一篇《崇俭约》，传承300多年，至
今仍为人们推崇遵守，主要是缘于《崇
俭约》里亘古不变俭以养德的精神。一
篇《崇俭约》，打造了美丽乡村的美好气
质，打造了美丽乡村的魂。

《崇俭约》作为乡规民约，是通过
教化的方式，限制私权。在漫长的农
耕时代，凝定的熟人社会中，触犯它，
个人会损失信誉影响声望，个人的生
存成本会加重。乡规民约，作为民间
的“准法律”，它从土壤中生长出来，又
被老百姓身体力行，自有它的价值和
意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
任庄德水评价：“《崇俭约》作为一项治理
规则，已经渗透进村民的日常生活，沉
淀成村民的思想共识和行为取向。《崇
俭约》之所以在石洞沟村历久弥新，关
键在于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要求的结合。”

作为乡村治理的文化样本，《崇
俭约》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
当前倡导和探索家风、民风、社风建
设 之 路 提 供 了
有益借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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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荥阳 40公里的巩义，是大诗人
杜甫的故里。

他写过系列诗“成皋杂咏”，其中
有一首写道：“荒寒廖峪两三家，版筑
声停落日斜。莫讶调羹无炒手，傅岩
已是少梅花。”

成皋，是荥阳一带古称。傅岩里，
是石洞沟村古称。版筑，则是商代傅
说的发明。

“石洞沟村，有人口 2800 余人，
75%的村民姓傅，其余的也都是傅氏姻
亲，大家自认是傅说后裔。村北商相
祠，就成了我们的家庙。”石洞沟村村
支书傅学军说。

商相祠建于高台之上，高台利用
自然之丘，用红石包砌建成。

商相祠因祭祀傅氏始祖傅说而
建，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共有两进院
落，总面积约 8亩，有门楼、东厢房、西
碑廊、大殿、焕文阁等建筑，现存建筑
有200余年历史。

商相祠前，设二十四级台阶，寓意
二十四孝。商相祠大门上高悬“良弼家
风”四字，相传是商王武丁特赐，褒奖傅
说身为丞相，辅佐朝政、忠厚传家。

“祠堂门外，原是古时
大路，路过的官员，文官下
轿，武官下马。每逢清明、
寒食、春节，
傅氏族人及
播迁外地族

人均来祠堂，肃立拜祖。”傅学军说。
《史记》载，商王武丁即位后，致力

于复兴殷商，希望找到得力大臣。一天
晚上，武丁梦见一个圣人名叫“说”。醒
后先是找遍群臣未果，又寻访民间，终
于在傅岩里筑土墙的奴隶中，找到了

“说”。武丁与之交谈，认为他是位圣
人，任用他为相，赐姓“傅”。

傅说辅佐武丁，殷商国势达到鼎
盛，武丁被誉为“中兴明主”。

自《春秋》之后的文献均称傅说为
“圣人”，他获“圣人”这一尊称，比孔子
早了700多年。《尚书·说命》三篇，记载
了傅说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其中
有不少传世名言，比如“虑善以动，动惟
厥时”，意为要考虑妥善之后再行动，要
使行动符合时机和需求。比如“非知之
难，行之惟难”，意为不能满足于知道，
更重要的在于实际行动。

《尚书·说命》三篇，最重要的是中
篇“随命”，写傅说出任宰相后，提了很
多好的建议和主张，包括机构职能、用

人标准、领导责任等。关于“随命”，上
海东华大学教授傅增明认为“包含着地
方管理制度的创新，政府行为学的创
新，危机管理机制的创新，国家祭祀礼
仪的创新，哲学思想的创新”等等。

傅说给老百姓带来的最大实惠，
是发明了版筑术。明嘉靖年间《汜水
县志》记载：“傅说，商名贤，汜水人
也。城西傅岩涧，涧水坏道，创版筑术
筑路。”

所谓版筑，就是用两版相夹中间
实以黄土，以杵筑之使坚实。后泛指
土木营造之事。石洞沟村至今仍有许
多老院墙是版筑而成。

傅增明评价版筑术，认为“是一项
伟大的工程科学技术创新，三千多年
来一直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使用。当
今建设高楼大厦时，仍使用版筑技术
浇注房屋框架，只是建材变成钢筋和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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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上的砖雕

石洞沟村老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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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洞沟村，选址讲究，环境优美，
格局有独特个性和灵魂。明清民居空
间丰富，序列感强，生活气息浓厚。
2016年11月，它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它很隐蔽。登上全村制高点焕
文阁俯瞰，小村三面环山，东北面原
有河流澄古川，它冲刷出的豁口，成
为古今的通行道路。村庄坐落在山
间小盆地上,绿树浓荫遮蔽着红墙灰
瓦的山居，景色幽美，但并不荒僻。
村西边不远处山脊上有“汴洛古道”,
它是连接洛阳与开封的交通要道，
1902 年慈禧、光绪结束西逃回北京
时，就是走的这条路。

67 岁的傅海明是村里的“文化
人”，能看古文能讲传说。他说：“石洞
沟，古称傅岩里。相传古代有圣母骑马
过河，行至河中心，水湿马镫，人们就叫
它湿镫沟，村名后来叫成了石洞沟。”

“石”“洞”“沟”三个字，高度概括
了小村的人文地理面貌。满村都是
红石头房子，红石头来自澄古川老河
道。村中还有大量沿土山掏出的窑
洞，窑脸上也满满砌着红石头。

小村宜居，冬暖夏凉。它三面环
山，能挡住冬天的凛冽北风。澄古川
河水北流入汜河，再北流入黄河。现
在老河道中，仍散落着累累红石，如
史前怪兽生的巨卵。

小村处处是景。老桥下有老井，
老井边竖着清代残碑头，细考究都是
故事。村南偏僻角落，有处无人居住
的靠山窑洞院，潮湿温暖，水汽氤氲。
满院修竹野兰，三面山壁垂满各色藤
蔓，让人有热带雨林的错觉。傅海明
解释说：“这个窑洞院下面有暗河。”

石洞沟村有三处明清古民居群，
“南街明清古民居建筑群”建造时间最
早，保留比较完整，其中最老的民居建
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距今已
有六百余年。

南街只有一个车道宽，街道西
侧，是一栋挨一栋的老民居，均是坐
西朝东，一进进房屋自东向西延伸。
老民居大门开在南街上，南街是小村
的“心脏”。南街兴起后，随着宗族发
展和外来人口迁入，村民又先后在河
东、集上等地建房，村落逐渐外扩。

南街西侧，连绵的红石墙是风
景。

红石墙是用红色原石垒砌，石灰
掺土沙加麻丝，用木杵捣成半软不硬
的泥团，泥团上置放未加工的红石，
石墙缝用小石块嵌揳紧固。红石墙
建造很快，墙体坚固。“明代红石头不
加工，（砌墙时）不分大小不分层随意
砌，清代红石头也不加工，但砌墙时分
了层。民国时，红石头打磨规整，变成
易砌筑的方石，开始分层砌筑。”傅海
明说。站在南街上，看看砌墙的红石
头，就知道这房子是哪个朝代的。

除石墙民居外，还有些老民居墙
面，用卵石加土坯混合砌筑而成。还
有些老民居是青砖砌筑的。

老院落之间，是仅容一人行走的
巷道，地上生满苔藓，巷道两侧，一边
是生满茅草的版筑土墙，一边是整面
红色石墙。走在幽长又寂寥的巷道
内，会感到时光是静止的。

细看老民居的生活细节，时光静
止的感觉更明显了。院内晾晒着柿
饼，黑色陶瓮内，酿着柿子醋。女主
人款客的，是煮熟的红薯。

南街上最显赫的建筑，是清代乾
隆时期举人傅子默的“高门台”四进
院。

傅子默“属文汪洋恣肆，独屡试
不售”，运气不好。他“胸怀放旷，接
物表里洞然，绝无城府”。他的子孙
辈，出了多个秀才。曾孙傅仕周，中
了进士。

傅子默，是典型的乡村士绅。他的
四进院坐西朝东，大门开在南街上，最
后一进建筑，伸展到山脚下的靠山窑
院。他家大门前，用大块红石砌筑成四
级台阶，有近两米高，村民因此叫它“高
门台”。大门拱形门洞上方，原有看家护
院的小楼，现已不存。门洞内侧墙面上
有门杠洞，足有大海碗碗口大，可以想见
门杠有多粗。

四进院中前两进已毁，我们直接
来到第三进院。院子正房是三层楼，
一楼入门处建成窑洞形状。一楼东北
侧屋顶处，用一块方形厚木板盖着。“木
板可以从二楼拉开，用软梯把人从一楼
拉上去，最后把软梯也拉上去，封上木
板洞口，土匪攻不上去。”傅海明说。

这种防匪患措施，在豫西老民居
中也有。山西也有,晋城皇城相府有
座碉楼，一、二楼均无窗，三楼开窗，
可放软梯把人拽上去。

傅子默家的第四进院，是靠山窑
院，现在的窑主人在老窑基础上，又往
山体内掏了一部分，面积扩大了近一
半。前后两部分的开凿，相差很长时
间。时光之痕，深印于这孔古窑中。

石洞沟村南街上，尚有多座古民
居，亟待修复。“2018 年 11 月 11 日，
村里开始启动南街修复工程，第一
批，会修复8个老院落。”金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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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洞沟村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