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年、全长近

3200公里，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

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大运河于2014年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

划纲要》明确指出，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

资源丰富，运河功能持续发挥，区域发展

水平较高。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

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古为

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

化资源，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是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为此，我们专门邀约焦作本地资深文

化人士撰文，挖掘、解析在隋唐大运河中

占据重要位置的永济渠（渠首在焦作）故

事，以飨读者。

地方观察/专题│102019年9月 13日 星期五

●● ●● ●●

永济渠故事

房玄龄忠恕勤强，恒久专
一，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用
在为君王办差，从不懈怠。办
理文书文稿，可以做到立马而
成，又快又好，每每受到高祖、

太宗高度称赞。制定法令法度，实效性可行
性极强，上上下下无不认同。官吏选用做到
人尽其用人尽其才，激发了最大的积极性能
动性。

房玄龄心胸开阔，从不嫉贤妒能。十分
注重发现和推荐人才为朝廷所用，在职位上
超越自己反而更为高兴。每攻灭一方割据
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只有
房玄龄在搜罗人才。击破王世充后，认为张
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
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才思敏捷的薛
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

“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
房玄龄举荐以后，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
位至卿相。

房玄龄的功绩，更主要地体现在国家治
理体系的建设上。房玄龄是历史上极为卓
越的改革家和顶层设计师，他充分展示自己
巨大的政治智慧，为国家治理打下了坚实的
制度根基。

若干年后，一个超级帝国横空出世，政
治清明，经济繁盛，文化兴荣，疆域广阔，军
力强大。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七
十，真正是歌舞升平，万国来朝。

世人都把贞观盛世的首要功绩记在房
玄龄头上，太宗皇帝也觉得无论如何赏赐房

玄龄都不为过。房玄龄位极人臣，其女儿为
韩王妃，其次子婚配高阳公主。太宗皇帝对
房玄龄之恩宠无以复加。

太宗皇帝决定赏赐房玄龄天下美女。
第一次，房玄龄婉拒，此后连续几次房玄龄
都予以拒绝。

太宗皇帝大惑不解，细问根由。一近臣
奏道，原因就在于房玄龄只有一房妻室。太
宗皇帝愈加疑惑，一则如此位高权重的大丞
相只有一房妻室难以置信，二则妻室只有一
房，更应当纳二房三房，拒绝接受赏赐实实
令人费解。

太宗皇帝再次宣房玄龄进殿，赏赐房玄
龄天下绝色美女四名。房玄龄力拒，太宗皇
帝震怒，斥其抗旨不遵。

黄门侍郎谏曰，房玄龄大人此举，完全
是因为家中有一强势的老婆。房夫人管束
丞相过于严苛，不少知情人称之为悍妇，也
有不少人调侃丞相惧内。

太宗皇帝愈加觉得匪夷所思，自古及今
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偏偏在丞相老婆
这里丢得精光。

太宗皇帝请房丞相放心，想来房夫人定
然不敢抗旨。

房玄龄惴惴惴不安将美女带至府中，天
垆夫人得知情由，将美女安顿馆驿，于第二
天早朝面君，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太宗皇帝道，抗旨死罪。难道小女子不
怕死吗？天垆请求一死。

太宗皇帝愈加震怒，命人取来毒酒一
坛。天垆毫不犹豫一饮而尽。

得知夫人进殿面君，房玄龄感到不妙，
马上追进宫来，但见夫人已经饮下毒酒，看
到夫人将死，房丞相与夫人天垆相拥而泣，
不禁大放悲声。

这时，众大臣都于早朝时分来到金殿
上，明白了原委，几位大臣争相奏报。

英国公李世勣率先出列，备述天垆智解
瓦岗军粮草之厄，点化李世勣“固涩”投唐赢
得赐封皇姓，割己肉与青龙单雄信食之而救
秦王的往事。

卫国公李靖奏，若非当年天垆救自己性
命，利用完善中国象棋的方法巧妙归化自己
弃暗投明，国家命运自身命运如何实未可
知。

常何訇伏于地大哭道，玄武门一枚炮子
让自己密报李建成一党的阴谋，一枚仕子点
拨自己该开城门则开、该闭城门则闭，方得
以粉碎李建成集团。

房玄龄也表达了本不愿讲的真相。自
己一辈子只认一个理只持一根筋，死心塌地
奉献智力精力，完全在自己渭北投唐之前，
与夫人的约法三章。此三章的底线和标志，
就是不纳妾。

众大臣所奏，令太宗皇帝目瞪口呆，万
万没有想到，大唐江山、太宗皇位、贞观盛景
竟然系于一女子之手。

太宗皇帝也泪如雨下，转而朗笑道，众
位爱卿尽放宽心，刚才天垆夫人饮下的并非
什么毒酒，而是刚刚进贡来的一坛怀醋。

众大臣喜出望外。太宗皇帝宣布罢朝
七日。

这七日，太宗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天
垆夫人的品德感天动地。她瞄准目标能做
到矢志不移，她智慧聪颖能做到巧妙统对，
她无欺于心能做到实之又实，她居功至伟能
做到不为天下所知。所有这些都与天垆夫
人的醋经历醋身世有关，都与她醋思维醋方
法有关。世人皆知天垆夫人喜醋，知天垆夫
人喜醋而不让房玄龄纳妾，进而称其为“醋
坛子”，把争风吃醋当作“小女人”的特征，殊
不知天垆夫人真正是天下第一奇女子、大女
人，全天下第一有情怀的女人。

太宗皇帝本是紫微星君下凡，他觉得无
论给天垆任何赏赐都显得苍白。太宗皇帝
决定封天垆夫人为天下醋神。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醋列其中，确立醋之地位
关乎人之生存。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醋
列首位，确立醋在五味之中的首要地位。太
宗皇帝御赐怀地醋为“天垆神醋”。

房玄龄与天垆夫人领封，但提出不可天
下宣扬。太宗皇帝忙问何故。天垆道，天下
若知自己居功太高，有毁皇上清誉。太宗皇
帝再一次感动得无以言表。

天垆提出请求，醋属木，青龙属木，都归
东岳青华大帝。在永济渠渠首附近的圪垱坡
上，赐建青龙祠，以表单雄信之忠烈，同时让
其保佑当地风调雨顺。此青龙祠后来形成了
当地的东岳庙，青龙和醋神位列其中，世代享
受人间供奉。青龙降雨功德巨大，当地又为
其建了青龙宫，开辟了青龙峡青龙洞，形成了
绵延一千多年的祈雨文化。圪垱坡后来出现
了青龙镇，也就是现在的圪垱店村。

（六）

卢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担任尚书省
吏部侍郎，同时担任尚书左丞、礼部尚书等
职。他为政清明，宅心仁厚，政声远达，政
绩斐然，屡次被文帝树为全国学习的典
型。卢恺建议文帝“不杀老牛”的典故至今

广为传颂。
但是，开皇十二年的一场宫廷辩论，让卢恺蒙受不白

之冤。
国子祭酒何妥声望颇高，善辩之名播于天下。大丞相

苏威之子苏夔年轻气盛，与何妥展开激烈的朝堂辩论，谁高
谁下谁是谁非，连文帝一时也判断不下。文帝让百官表决，
结果十有八九支持苏夔。何妥感觉颜面尽失，进而恼羞成
怒状告苏威、卢恺等结党营私。文帝将苏威、卢恺免官。

无官一身轻的卢恺决定到河内郡温县、怀县探亲访
友，此亲友就是温县常家。

温县常家乃一名门望族，其时的族长乃常绪，乐善好
施，贤名远播，但终生不仕。祖上常林深受司马懿敬重。
常林之子常静袭爵。

范阳卢姓乃著名的贵族，先祖卢植是东汉末期著名的政
治家、文学家，为一代枭雄刘备的老师，曾独拒董卓，德高望
重。卢植之后的300多年间，后代官至宰相者多达22人。卢
植幼子卢毓官至大司空，颇受曹魏五位皇帝器重，曾建议曹
叡选拔人才不要注重虚名，称虚名有如“地上画饼”。这就是
成语画饼充饥的来由。常静与卢毓结为儿女亲家。在其后
的二三百年间，常卢二个家族多次联姻，愈发亲密无间。卢
恺即卢植的十四世孙，常林之子常静的十三代外孙。

卢恺携夫人由京师望河内郡的温县常沟村而来。未
进村子，闻得浓郁醋香，但见一处很大的醋作坊。卢恺此
时方知，常绪做起了醋营生。

原来，就在约四年前，常绪夫人怀孕即将临盆，家里来
了一位道骨仙风的老者造访，自称可以通天达地，洞察命
运命理。常绪热情招应。老者称，常家添丁，其资质秉赋
并无过人之处，但五尺木命佳，此子注定小材大用，只是须
由醋贵人相助。若此，还可有后世数代显达非常。常绪忙
问“醋贵人”何人，老者缄口不答，飘然而去。常绪百般求
解醋贵人不得，索性开办了醋作坊，做起了醋生意。不久，
常绪夫人生一子，极强壮，取名常何。

卢恺年逾五旬，膝下并无一男半女，每每因此郁郁寡欢。
卢恺夫妇在常家住下数月，夫人突然发觉身子异常，郎

中告知乃有身孕。卢恺惊疑，郎中称，此乃长期闻醋食醋所
致。不久，卢恺夫人生下一女，娇美异常。几年前常绪之子
常何出生之前造访的那位老者，又来到常家，为卢恺此女取
名天垆。卢恺忙问何故。老者沉吟道，常家醋美，实因怀地
一方垆土造化，此女命系天垆醋。卢恺似懂非懂。

次年大旱，卢恺率众抗旱，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文皇
帝察知将卢恺免官系一宗冤案，下诏将卢恺召京复职。卢恺
当日辞世。卢恺夫人携女也无意京师生活，在常沟村不远处
长期住下，形成了后来的留后村，村名寄托了当地后人把女
儿也当后代传人的观念突破，寄托了对卢恺一家人的情感。

常何和天垆姑娘以兄妹相称，情同手足，感情挚真。
温县东边即怀县，乃秦始皇时期设置。开皇十六年，

改怀县为武陟县。十年后即大业三年，复置怀县。隋炀帝
登基之后，对内大施暴政，对外穷兵黩武。继动用大量民
力修建京杭大运河之后，于大业五年在怀县境内挖掘永济
渠，连通卫河，直至京津。

怀县境内的永济渠，是真正运河意义的人工渠。自现
在的武陟县小岩村沁河入黄口引水，至获嘉县的红荆口入
卫河。这一工程十分浩大，动用数百万民工，连明彻夜历
时一年有余方得完工。因病因饿因劳累过度而死于工地
者不计其数。

天垆姑娘心底极为良善，修河死了那么多人，感到震惊、
痛惜。她经常到永济渠边祭拜，到伤情处连草木都动容。

这一天，一叶小舟由沁河口飘来，船上一位神仙一样
的女子，招呼恍恍惚惚的天垆上船，说道，众多民工惨死，
不是永济渠之过，而是炀帝之祸。炀帝乃天下巨邪首恶，
唯有除此恶辟此邪，才能百姓安好，天下太平。

天垆姑娘道，我仅仅一至弱女流，辟邪去恶，万无此
念。那神仙女子道，无妨，只需随我修行三年。

天垆乘船来到桃花峪，但见硕肥粗壮的桃树，布满整
个山头山谷，好一幅奇妙的神仙境界。原来，此处桃花峪
位于邙山北麓、大河南岸，向北正对沁河入黄口，乃天下极
阴之地，此处生长的桃树桃花具有极阳之性，是天下第一
等辟邪神物。那位神仙女子就是桃花女，是灵霄宫玉女之
原形。当年曾用桃花垆辟邪汤解救武王大军瘟疫之祸，始
有武王伐纣成功的可能。此桃花垆辟邪汤大量运用怀地
的垆泥物产，形成了流传千百年至今的武陟油茶。再后
来，周公与桃花女斗法成婚，创编了周公解梦之旷世奇书。

桃花女精心调教天垆。三年后，天垆姑娘已不再是一
个柔弱自怜的女子，举手投足显得自信、沉稳、贤淑、端庄。

李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
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善
于总结治军和战争的经验，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军
事思想理论，著有《李靖六军

镜》等多部兵书，后人编辑了《唐太宗李卫公
问对》，在北宋时期列入《武经七书》，是古代
兵学的代表著作。李靖位列中国古代武庙
十哲，仪表魁伟，才兼文武，战功赫赫，为唐
朝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立下赫赫战功，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在李渊起兵反隋之初，李靖却是
一个铁了心反唐保隋的人。

李靖出身名门，又是隋朝名将韩擒虎之
外甥。韩擒虎曾灭南陈俘获陈后主。李靖
年纪轻轻就以才名遍知于公卿。隋炀帝十
分器重李靖，面授机宜，派往晋阳李渊帐下
听用，实则为监视李渊。

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渊也暗中招
募兵马，积备军需，仅粮草积存二万石。李
靖谋划向远在江都的隋炀帝告密。

不久，李渊晋阳起兵反隋。李靖请命率
军平叛。后李靖兵败唐军追杀，中箭伤奔
逃。

李靖深知，只要逃到永济渠，就可以搭
乘驶往江都的官船，尽快到达江都。但李靖
又伤又累，抵达永济渠畔时终因体力不支，
栽下马昏死过去。

天垆将李靖救下养伤。李渊追兵赶到，
问天垆有没有发现李靖这样一个“逃犯”，天
垆称没有。当得知李靖是一个投奔隋炀帝
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时，天垆踌躇不已，打
底将李靖交出。但转念一想，计上心头，若
能把这样一个旷世将才转化，为反隋力量所
用，岂不此长彼消、事半功倍？

李靖对天垆的救命之恩深表感谢。天
垆劝李靖不要急于赶赴江都，可先一同到黄
河对岸山上一寺院内，察取汉张良珍藏在那
里的三十六卷兵书。李靖十分兴奋。

到了寺院，方丈外出短游。天垆引领李
靖察看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楚河汉界引发李
靖无限遐想。天垆乘机道，民间兴起一种棋

艺，乃是以楚汉战争为蓝本。两人切磋棋
技。

天垆所言的棋艺就是中国象棋，只是尚
处在初级阶段，棋子有帅车象仕卒，代表了
战争的若干要素。他们深知，战争的胜败就
决定于这些要素的整合运用。

随着棋局的探究，天垆提出，还有一种
战争要素必须加上，那就是粮草，因为打战
争就是打粮草。李靖大加赞赏，商定把粮草
设定为马，因为属辎重所以走日字。

李靖借机提出，还应加上谍报要素，因
为只有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两人设定
用炮来代表，谍报的作用不可想向，所以用
炮翻山来设定炮的行棋规则。

棋面加入了行棋规则变化多端的两要
素，棋局对抗马上变得波谲云诡，变化万端，
玄机深邃，妙不可言。两人都绝顶聪明，一
时物我两忘，琢磨出了三十六个经典棋谱。

数日后，李靖忽然记起有大事未办，忙
向天垆辞行。同时索要三十六卷兵书。天
垆道，难道这三十六个棋局抵不得三十六卷

兵书吗？李靖深以为然。
天垆让李靖与随行的常何下最后一盘

棋。结果李靖十招之内很快完胜。
天垆道，将军急于事君，我也不便阻拦，

只是需进一忠言。方今天下，反隋势力十分
强大，并且还呈快速壮大之势。朝廷能掌控
的战争要素越来越少。将军此去统兵对抗
天下群雄，无非是以棋盲对棋圣，最终必将
名裂身败，还会徒增百姓困苦。

至此李靖方才明白，天垆大费心机，原
来完全是为了归化自己。

李靖寻思应当投靠哪一股势力。天垆
道，唯有李唐。李靖道，万万不可，自己刚刚
反出唐营，尽焚其粮草，乃重罪当诛。天垆
道，方今天下，秦王李世民乃真正英雄，可成
大事，英雄自有英雄的气度，将军投奔秦王，
可保万全。

果然，李靖复投李唐，虽然险些被李渊所
杀，但被李世民惜才救下。此后，李靖忠心追
从李世民，尽展其军事才华，成就了大唐江
山，也成就了自己的生前身后不世功名。

（四）

隋朝末年，统治者征敛无
度，加之灾年饥馑，举国民不
聊生，骸骨遍及平野，造成黄
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
成蒿莱的惨状。在无法生存

的情况下，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著名
的是河南滑州的瓦岗起义。

天垆动员常何参加瓦岗军，在徐世勣手
下供职，并逐步受到重用。瓦岗军粮草供给
困难，经常扰掠当地百姓。天垆修书，让常
何呈与徐世勣。书中备述侵扰百姓会尽失
民心，会自掘坟墓，建议沿永济渠打劫官
船。徐世勣深以为然。

天垆沿永济渠开设七家醋店，为瓦岗军
劫掠官船提供情报，并在必要时提供掩护，

帮助瓦岗军解决了重大的军需问题。此七
家醋店，在瓦岗军上下传为徐世勣妙计运
筹，形成了后来的七个徐店村。

天垆对常何说，瓦岗军必须迅速发展壮
大，方可以灭隋袪恶。天垆在桃花峪修学三年，
深知不远处是朝廷的大粮仓兴洛仓。天垆命常
何将兴洛仓周边地形图送与徐世勤。徐世勣当
即带领瓦岗军攻取兴洛仓。瓦岗军开仓放粮，
挽救了无数饥民。瓦岗军很快发展到二十万
众，成为隋末农民起义阵营中最为雄壮的力量，
先后击杀张须陀，战败宇文化及。在与王世充
对垒的六十余次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

李密杀害翟让，窃取了瓦岗军的领导权，
但造成了瓦岗军上下离心离德，加之李密个
人膨胀，瓦岗军战斗力大大下降。武德元年，

瓦岗军与王世充展开邙山大战，结果瓦岗军
在军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大败。瓦岗
军大批将领被王世充俘获。后李世民战败王
世充，大批瓦岗旧将归从李世民。

李密穷途末路，归降李渊，后对李渊不
满，又反叛唐朝。常何一直追随李密左右。

常何忽然收到天垆一封书信。常何依
天垆信中所嘱，请命到永济渠找徐世勣，劝
其策应李密。当时徐世勣率部留守黎阳，是
瓦岗军保留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李密欣
然让常何前往。

常何先见到天垆，天垆向常何面授机
宜。常何见徐世勣，献上一坛又酸又涩的食
醋，徐世勣品之，大皱眉头。只听常何道，方
今世道尽是油滑之徒，先生务请反其道而

行。徐世勣尽知天垆用意。
徐世勣将黎阳兵马钱粮黎姓地土，登记

造册，以李密的名义呈与李渊。李渊甚感奇
异，李密已然反唐，徐世勣不以己名邀功，反
以故主之名以减李密罪责，真正义士也。李
渊赐徐世勣李姓，始有李世勣行世。后李世
勣避李世民讳，始有李勣。徐世勣染粘皇气
龙脉，令群臣诸将无不艳羡。

单雄信被李世民俘获，宁死不投降。李世
勣和单雄信是生死结义弟兄，向李世民求情免
死，遭到单雄信拒绝。李世勣忠义难以两全，乃
割股肉一块与单雄信食之。单雄信含笑赴死。

其时，李密已为盛师彦所杀。李世勣将
李密葬于永济渠畔，并在永济渠梁首的一处
圪垱坡上，为单雄信修建青龙祠。

（二）

房玄龄出生于官宦之家，
自幼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
史，精通儒家经书，又学得一
手好书法，工草隶。十八岁
时，齐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

尉、隰城县尉。
房玄龄才能卓越，忠恕勤强，政绩十分

突出，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拥戴，也受到
朝廷的高度赞许。隋炀帝下诏调房玄龄
入京，拟委派至张须陀军中重用，协助征
讨瓦岗军。张须陀时任荥阳通守，乃一代
名将。

房玄龄乘船沿永济渠南下，行至怀县地
界，受到瓦岗军打劫，船只和财物悉数尽失，

幸亏留得一条性命，暂居古槐寺内。古槐寺
源于秦始皇时期建立的古槐祠，虽然称寺，
实际是一座道观。

房玄龄感染重度风寒，自汗盗汗，狂泄
不止，虚脱得不成人形，气息奄奄。

古槐寺道长正是当年在常何、天垆降生
之际造访常家的那位老者，人称古槐爷。古
槐爷给房玄龄把脉道，患者体内正气受侵，
虚邪之气上扬，虚滑之症过甚。解此症疾，
唯有收敛固涩。收敛固涩最好的方法，以怀
醋入药用酸法治疗。古槐爷派人往请天垆
前来为房玄龄治疗。天垆运用在桃花女处
学得的辟邪真传技法，充分利用怀地垆泥特
产的酸性药物，精心调药施治，方救得房玄

龄一命。
房玄龄大病既愈，发现恩人竟如此美

丽，端庄善良，举手投足显得十分清雅高
贵。房玄龄表白了爱慕之意。

天垆长时间接触房玄龄，发现房玄龄大
才，并且沉毅坚韧，也渐生情愫。

天垆答应与房玄龄结为百年秦晋之好，
但提出几个条件，要房玄龄务必应允。天垆
劝房玄龄绝不可事从隋炀帝，炀帝乃天下首
恶。要加入反隋行列，但不可贸然加入瓦岗
军等啸聚之伍，这些人注定成不了大事。房
玄龄忙问事从谁才对。天垆要其静观天下
局势，得明主而从之。天垆让房玄龄借父病
之机归乡隐住。天垆道，良臣不事二主，得

遇明主后务必恪尽一切真心，绝不可有任何
二心杂念。

房玄龄拜服。
天垆要房玄龄不事二主、恪心尽忠从不

纳二房做起。房玄龄惊问何故。天垆道，纳
二房就标明心有二念，就会开启声色犬马。
房玄龄又一次对天垆的缜密心思叹服，郑重
其事应承下来。

天垆房玄龄喜结连理，婚后相爱相知相
敬相惜，成为婚姻生活的幸福典范。

房玄龄以服侍父亲养病为由，于乡下归
隐数年。李世民雄才大略。天垆劝夫于渭
北投唐，一心一意为大唐尽忠。因此造就了
房玄龄天下第一贤相。

（三）

李世民功绩极为显赫，被
李渊授天策将军，并开府。天
策府位列武官官府之首，在十
四卫府之上，天策上将职位在
亲王、三公之上，仅次于名义上

的文官之首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天策
上将可以自己招募人才作为天策府中官员。

武德四年，魏征再次入唐，受到太子李建
成极高礼遇，授太子洗马之职，教太子政事、
文理。为提高李建成的声望，与李世民抗衡，
魏征建议太子请命攻伐刘黑闼，并成功将其
擒斩。但是，魏征和李建成依然对太子之位
感到岌岌可危。为剪除李世民的势力，魏征
和李建成将李世民大部分僚属调往外地。

常何始终跟从魏征，为太子李建成衷心
效命。李建成将常何提升为中郎将，守护玄
武门。玄武门是护卫皇宫最要害的城门。

魏征建议李建成一不做二不休，采取果
断措施除掉李世民。常何也参与秘密谋划。

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隐约感受到了危险
来临的紧张氛围。房玄龄借亲戚关系找常
何刺探，常何始终守口如瓶，并劝房玄龄尽
早弃暗投明，效忠太子李建成。

李靖大破突厥班师回朝。天垆请李靖、
常何到房府叙旧。谈及当年永济渠象棋兵
书的往事，感慨良多。常何拜李靖为师学棋
学兵法。天垆李靖教授常何一个经典的棋
阵兵法。此法由于红方巧妙地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仕的作用，而取得胜利。常何赞叹个
中玄妙天机。

天垆道，棋为游戏，红方黑方胜负无妨，
但现实中兵事双方则是生死存亡。常何问
何意。天垆道，方今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
民之间势同水火，常何兄长切不可犯了方向

性的大错。天垆将李世民的仁德操守人心
向背详加列举，将李建成类比隋炀帝，天下
皆怨。常何当即表示，暗中听从房玄龄及天
垆夫人差调。

天垆从棋盘中捡起两枚棋子，郑重交至
常何手中。常何见第一枚是炮，第二枚是
仕。常何忙问何意。天垆让常何仔细思
想。常何恍然道，无非是情报和城门。天垆
十分欣悦。

房玄龄和天垆取八把金刀子交给常何，
用于赏赐手下八位主要值守官每人一把，称
秦王独独没有安排常何的份额。常何马上
跪拜于地，泪流满面，感谢秦王信任，表示虽
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唐武德九年六月初三，高祖李渊召太子
和秦王于次日进殿面君。李建成和魏征、常
何密谋，于玄武门杀死李世民，命大将冯立

率精壮兵士两千人，埋伏于玄武门之外。李
世民得常何密报，决定将计就计。

四日一早，李建成携李元吉先进玄武
门，旋即李世民进入。李建成李元吉见城门
关闭，就对李世民展开攻击。在此千钧一发
之际，城门突然开启，冲进尉迟恭、侯君集等
九员大将。门外埋伏的冯立见有人冲进玄
武门，马上带兵士向城门猛冲，至门口即被
紧急关闭的城门挡在外边。冯立在城门外
暴跳却也毫无办法。

城门内，李建成李元吉死于非命。
几日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一个多月

以后，高祖禅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常何于贞观朝一路飞黄腾达，恩宠非

常。其父常绪本为“陋民”，也应常何之请被
授为朝散大夫。常何的后人也荣光十数
代。曾孙常衮曾任德宗朝宰相。

（五）

（一）

□张今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