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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山峦，洒在两排石屋之间
不足 3米宽的青石道上。自北向南望，
目力所及不足 50米。这里是卫辉、淇
县、林州三市（县）交界，当年贯通彰德、
卫辉两府的官道，只是已没有了昔日车
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场景。

卫辉市狮豹头乡里峪村，这个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东村石头房365间，西
村石头屋400间，一半以上是百年老宅，
有的已存在 300多年。路径、宅院、寨
墙，清一色石头砌就，高低错落。整个村
庄前临溪渊，后依峭壁。那些两层的石
屋，“虎面”瓦当，“蝴蝶”滴水，墙体厚近
半米，框架结构的室内，栋梁精细，绝少
髹漆。

石头挨着石头，宅院连着宅院。左
侧一处宅院，门头上石匾“山为壁”，当
地人说，这是乾隆年间的；另一处宅院，
则有着“三堂会审”的传说……

一

距官道不远是一架山。“翻过那山，
就是淇县和林州。”里峪村的党支部书
记郭新海背着手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
说。“没谁比他更了解里峪村了。”驻村
第一书记岳清海在一边帮着腔。

里峪村有 103 户人家。“专家们来
考证了，说俺村最早的建筑是明清时期
的。但俺村人都觉得，里峪的历史绝不
是从那时开始的。”

这里紧靠殷商故都朝歌，村边有皇
姑庵，传说是纣王女儿避难的地方。村
外峭壁上，还有摩崖石刻。

里峪之名由何而来？村民们信服
的说法是：明朝初年，一个名叫李玉的
人带着家眷来到这里，看这里四面环
山，河流清澈，就停驻下来。里峪的村
名原来是李玉！

“懂行的人都说，里峪村是按风水
而建的。”像是在炫耀先祖的功业，逐个
院子参观着，郭新海还讲了一个故事：
乾隆年间，村里魏家盖房时，一个风水
先儿路过，掐指一算说，这院里要出三
个县令。魏家先人且惊且喜，觉得玄
乎，却期盼着这一天真的到来。

有一天，村里有个老农遭恶匪杀
害。魏家人告官后，淇县、汲县和林县
三县县令先后赶来勘查，事后却都说不
是自己的地盘。魏家人把状纸递到了
府里。府里来人督办了，三县县令被同
时召集而来，住进了刚建好的魏家新
房，“三堂会审”的故事有了，“出三个县
令”的预言也成“现实”了……只是传
说，姑妄听之。

二

李玉落户有了李玉村，随后刘、魏、
徐等 10多个姓氏家族相继迁来。他们
在这里和大自然和谐相生，也共同守护

着“鲤鱼村”。
咦，李玉村怎么又成鲤鱼村了？
为了在这里生存，里峪村的先民们

就地取材，石头就成了建筑和生活设施的
主角，房屋是石头、地面是石头、围墙是石
头，还有石磨、石凳、石灶、石槽等。

走在刘氏家族的院外，摸着嵌在墙
体里或凹或凸的“拴马桩”，郭新海颇显
得意，“知道它们的区别吗？老刘家是
大户，讲究着哩！凹为阴桩，拴母马；凸
为阳桩，拴公马。”不过，看着这些在墙
上随处可见的拴马桩，让人想象到的，
还是繁华当年。

刘氏家族盖的四座四合院，依地形
参差错落。令人奇怪的是，二层那些

“闺房”，都没有固定的石梯。搬把木梯
上去，阴暗的屋里却满是蛛网。

村名“鲤鱼”，跟刘氏家族有关。刘
氏家族除了盖房，还修了两个石寨门。
从高处俯视，整个聚落形如一条鲤鱼，
横着“民国四年”大石的两个拱形石寨
门就像鲤鱼的两个眼睛。人们就说，这
有鱼跃龙门之意，更暗含吉祥如意，李
玉村，也就成了鲤鱼村……

在门头有“云深处”石匾的院里，有
一房门楣刻着“累洽重熙”，四字出自东
汉班固《东都赋》，意指国家接连几代太
平安乐。这个院子，有石头楹联：“苔痕
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门头刻着四个让
人浮想联翩的大字：九世同居。

九世同居，莫非是这里曾居住过九
代人的意思？可惜，里峪村已没有刘姓
居住了。

三

没有刘氏族人的村子并不影响李
玉村或鲤鱼村的存在。刘家的影子没
有谁能抹得去。

当年，刘氏家族经营药铺、茶楼，
富甲一方。他们重视教育，把“诗书门
第”“忠厚传家”等镌刻在门楣上，也
办私塾，让其他姓氏的村人读书识字。

他们筑起的寨墙上，除了被称为
“鲤鱼眼”的两个石寨门外，至今还留着
8个脸盆大小的“瞭望孔”。除了瞭望，
还可以用来射杀匪寇。

现如今，刘家“云深处”的院子里，
住着魏长根夫妻俩，他们垒起了地锅灶
台，开起“农家乐”，炖起了大烩菜。从
锅盖缝里溜出的香气，伴着袅袅炊烟，
弥漫着。

郭新海的大哥目前也住着刘家的
大院。他和魏长根一样，大爷都是早年
参加革命，回来后分到了地主的房屋。

曾是贫困户的魏长根，是在驻村干
部的帮助下，在村里率先开办农家乐。
谈及老宅，他从屋里取出一个红绸布
包，那里包着他大爷的立功证书和一枚
勋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刘家子弟
不少人走出了山窝，曾在东北师范大学
从事数学教育的刘孟德，就是其中之
一。他在 1955年编译的《算术》，曾全
国通用。

“我上学时读的算术课本，就是他
编的。”年近六旬的郭新海说。

四

翠滴簇拥的山峦，沧桑轮回着世
事。里峪村村间的小巷，石头依然挨着
石头，历史却一页一页渐渐隐没了自己
的内容。

一棵树干被火烧空的皂角树，已有
千年历史，依然为里峪人遮阳挡日。正
午的树下，几个闲着的村民打着纸牌往
脸上贴着纸条儿。

有人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
是凝固的音乐。当所有的音乐都沉默
时，建筑却在说着话。踏着石阶而上，
想触摸这个村的历史，却又显得有些无
助。

在一个小巷拐角处，一个老人打着
瞌睡。她叫王喜芝，90多岁，耳不聋，眼
不花。

“大娘，你们村那刘家，是不是真的
有九代人住在一起啊？”

“以前的事儿谁知道啊！我只知道
现在我是里峪年龄最大的！”

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太行山深处的
小村，村名由李玉到鲤鱼，再到里峪，演
变的过程是清晰的。但随着人们的不
断外迁，一些院落人去楼空。静静的院
落里，轻轻的风语中，或许那些石头也
在困惑：李玉之前，那官道上熙攘走过
的人们，曾把里峪当成怎样一个地标
呢？1

村中“三王”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 41年），据称
有凤凰出现于颍川之郏县。“凤高八尺，
五彩，群鸟并从，行列盖地数顷，极壮
观”。凤凰率百鸟停留 17天。此地，遂
得名凤落村。

两千年时光过去，凤落村易名为谢
湾村，隶属郏县黄道镇。2016 年，被列
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不再有五彩凤凰率百鸟翔集，但这
个村落，依然很美。它位于栖凤岭和青
龙河山环水绕中，村落始建年代为西汉，
整体布局奇异，全村几乎全倚斜街而
建。村落以齐圣庙为中心，七条或东南
或西北或西南的街巷，交错向村外官道
延伸。

村中偏北部，集中分布十余套清代
古建。均是典型的“硬山小式四合住宅”
（实山墙的民居称硬山小式），建筑严格
循依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宅院大门开
于院落东南，院大门小。大门里侧用青
砖券成拱门，迎面设照壁。顺倒座（南
屋）迂回进入院子，院内随地势逐级抬
升。主房多带阁楼，有东西厢房。窗为
槛窗，倒座、垂花门刻工精良。

来到村民王元鼎家老宅，此宅现存
三间北屋及两间东厢房，为砖木结构。
相传王元鼎祖上曾为皇家建立功勋，荫
及后世，官府授银两建宅院。主宅屋顶
横脊中部，曾发现一块镌刻“天子万年，
大清辛未，荆山书”的纪年砖刻，东厢房
还发现一块镌刻“肯堂肯构，同治十一
年，大水书”的砖刻。

大清辛未为 1871年，同治十一年为
1872年。“肯堂肯构”意为儿子能继承父
亲事业。“天子万年”是祝颂皇帝万寿无
疆之语，一般铸于钱币，很少出现于屋脊
砖刻上。“荆山”和“大水”两个落款，应是
地方书法家或工匠的名号。

村中央有齐圣庙。该庙坐北朝南，
庙室内梁檩椽均有祥云图案，龙身依稀
可见。室外横脊正面背面浮雕主图为二
龙戏珠，设有脊饰。齐圣庙始建年代不
详，目前所存，是清代重修。“齐圣庙供的
是齐天大圣，村民崇拜他的不畏强暴驱
邪匡正神通广大，立庙祭祀。”地方文化
学者王晓峰解释。

前谢湾村最早建村居住者姓王，村
中最著名的三位名人，都姓王。

相传东汉凤凰降落不久，就有叶县
县令王乔慕名游玩。他发现此处洞天福
地，遂弃官隐居修炼。一日，王乔骑双凫
归山，众山民开玩笑举大网捉他，王乔躲
避丢了鞋子，从此一去不返。《郏县志》曾
辑录一首诗：“千尺云埋奈尔何，仙家只
许此中过。当年轻落双凫鸟，若得人间
下网罗。”后人为纪念他，曾修道观称王

乔观，今不存。他隐居山洞称为王乔洞，
现名“瞌睡洞”，被泥沙淤埋大半。

千余年之后，此地又来了一位王姓
名人。他就是明朝正德年间“中州六子”
之一王尚絅（字锦夫，号苍谷）。明代郏
县出过 12位进士，王尚絅品级最高，学
问最大，诗文著作最丰。

王尚絅 20岁进士及第，官至浙江
右布政使，他为官忠直，屡受奸臣排斥，
愤而辞官归里，住进王乔洞。他在前谢
湾隐居之地叫扈涧山庄，今已不存。王
尚絅曾写《扈涧山庄四景八首》，诗中说：

“风高宿涨落前湾，溟色溪光晚更闲。世
事看来惟白月，浮生阅尽有青山。”诗中
的前湾，应是现在的前谢湾。

王尚絅是“三苏”的崇拜者，郏县三
苏坟有“青山玉瘞”坊，坊柱上题刻苏轼
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
神”。“青山玉瘞”四个阴文大字及苏诗均
为他所题。他在郏县隐居 19年，守住诗
歌文章的一脉静气，成了苏坟守灵人。

村中有条南北短街，路西有处老宅
院，是民国时期河南省参议员王兆麟故
居。王兆麟后去陕西任教，48岁还乡。
他借县府库米以工代赈，在谢湾村兴建
一座滚水坝，村里人叫大堰。河水自流
浇灌前谢湾、纸坊、山前李三个村子
1500亩耕地，惠及百姓。一直被后世感
念。

迷人“唐钧”

前谢湾村中，有一处小土山，山前生
满荆棘。拨开荆棘丛，来到一个小山洞
内，洞并不深，但山洞内侧还有洞口，钻
过去，洞中套洞，别有洞天。村人称为迷
洞，说其幽深迂回难穷，少有人走到底
过。据说洞内能容纳全村人。

青龙河，发源于禹州市磨山，自北向
东注入老虎洞水库，在前谢湾纳粉浆河
绕前谢湾南下，流入寺街水库。从黄道
镇到前谢湾，从青龙河两岸到其支流粉
浆河两岸，曾密布众多古窑址，这就是著
名的黄道窑。粉浆河名字和制瓷有关。
烧陶制瓷时，陶泥流到河里像粉浆一样。

在前谢湾村北不足两公里处，顺着
一条斜坡下去，是粉浆河几近干涸的老
河道，杂树野草疯长。河坡上有一片旷
地，散落着很多陶瓷碎片。旁边，有一堵
厚厚的夯土墙，墙壁上，也嵌着很多碎瓷
片。细细看来，多为碗、壶、盘、罐等日用
器皿碎片，唐、宋、金、元各个朝代都有。

相关史料记载，黄道窑“创烧于唐、
兴盛于宋而终于元”。窑址文化层厚
0.5—4米，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遗
物主要以唐代、五代、宋代的黄釉、白釉、
黑瓷釉为主。

当黄道窑烧出黑底彩斑、白底蓝斑、
黄底红斑瓷器时，唐钧诞生了。这是黄
道窑代表性作品，唐代人称“花翁”，老百
姓俗称“唐花瓷”“唐花釉”。唐钧是黄道
窑对中国陶瓷的一大贡献，是由低温铅
釉到高温窑变釉质的突破，唐钧为宋钧
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宋代“入窑一
色、出窑万彩”的钧瓷烧造技艺，发端于
此。

唐代黄道窑，被称为 45里黄道窑，
沿粉浆河两岸又被称为九里十八窑，兴
盛的窑业，惠及前谢湾村、黄北村、黄南
村等数个村庄。1962 年和 1983 年，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
会长冯先铭两次来此考察，发现了唐代
窑变花釉标本，得出窑址系“唐钧窑”。
他的发现，确立了黄道窑在中国陶瓷史
上的重要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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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窑窑址“天子万年”纪年砖刻

前谢湾村中清代民居

里峪村景里峪村景

“九世同堂”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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