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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城区西去约 45公里，有一个以
山名为名的行政村：杏山村，它是首批中
国传统村落。那里群山连绵，山水相间，
杏山地质公园、楚长城遗迹、隔堤寺传统
村落……像一幕幕历史画卷，徐徐展现着
厚重与沧桑，过往与现在。

一

从杏山村村委会出发，绕过一座座
山，驱车蛇行20多分钟，在主峰朱连山西
侧的一个幽深处，矗立着一个古朴典雅的
石门牌坊，上面镌刻：隔堤寺。

顺着延伸大山的道路前行，两山夹峙
间，20多处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屋映入眼
帘。同行的村会计马云青说：“石屋群所
用石材，均取自山体。院墙、正房、偏房、
楼门、石墩，都是毛石片儿干砌而成的。
专家们说，我们村保存最完整的那几处石
屋，都是清乾隆年间的。”

村口处，青石铺地的院落是村民张绍
朝家。他家的这座两层石屋，石头青红相
间。南北朝向的石屋老宅墙边，斜倚着一
块残破石碑。舀来一瓢水浇在上面，隐隐
几行名字显现出来。指着上面的名字，张
绍朝说，他祖上十几代人都在这座石屋里
生活过。

曾经的四合院，仅剩了南北两座阁
楼，前后呼应。东侧是石砌灶屋，西侧是
一丈有余的石头院墙。沿院子正中，有直
通堂屋的过路石。主屋门前，三级石头台
阶凹凸不平，只留侧边的凿痕清晰可见。
堂屋一、二楼正门，均为木质，一楼门墩两
侧，是整块的青色立门石，门楣上方有青
石横门。二楼门楣和一楼基本相似，只是
顶端呈拱形。上下两层的透气窗，虽是整
块石板凿孔而成，却并不影响室内采光。

考究的建筑特色，证实着这个家庭曾
经的辉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村子周边
匪患不断，张绍朝的二爷、三爷同时被绑
票，再也没回来。独享家产的张绍朝的爷
爷，因赌博输掉了几百亩良田，也输掉了
整座院子。是张绍朝的奶奶和大姑，连明
彻夜纺花织布，又把房子赎了回来。

村里的其他石屋，鲜见双层阁楼，屋
脊瓦当，扁石为墙，墙体却不用泥料、白灰
等黏结物抹缝。这些就地取材，从山上撬
来的石板块儿，垒筑成的石头房屋，大多
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日蚀风袭，历经风
雨，却大多保存完好。一代代隔堤寺人在
这里生长、走出，石屋默默注视着村落的
变与不变。

这个小自然村落名曰隔堤寺，即使年
过花甲的老人，也没见过寺。唯有村里一
块杂草丛生的残破地基，佐证了隔堤寺的
存在，这个村民组的名称也就延续至今。

二

有着大小 18个自然村落的杏山村，
在豫鄂两省的邓州、淅川，丹江口、老河口

四县市交界处，行政区划独特，东西长 13
公里，南北宽 5 公里，散居着近 2000 户
人。村名由杏山而得，山名则是由漫山遍
野的野杏树而来。“我小时候，这里到处都
是野杏树。”张绍朝说，这些年野杏树少
了，野猪、野羊这些动物却多了。因为这
些野兽糟蹋庄稼，很多年了，村里没人敢
种红薯、玉米。

杏山处在南秦岭褶皱带东段，构造特
殊，位置优越，寒武至奥陶纪时期，这里曾
是一片海。溶沟和石芽，遍布杏山地表，
层层叠叠，形成小型石林，是北方稀有的
喀斯特地貌，成为杏山地质公园。互相连
通的喀斯特溶洞内，石钟乳、石笋等钙质
沉积物奇观，展示着数亿年间的地质演
变。据地质学家称，这里的天然溶洞、钟
乳石发育较好。“在山里，人们现在还经常
拾到贝壳化石呢。”

杏山主峰朱连山的山脊上，有一个天
然大坑，当地人称为“天坑”。它直径约
30 米 ，深 约 15 米 ，坑 底 有 数 个 岩 洞 。
2005年省地质勘探队来此考察时，将一
只鸭子放入上端一个洞口，十几分钟后，
鸭子出现在天坑底部的洞口处……

然而，当地的居民却没有谁探究过溶
洞内的景象，他们只是相信，随着旅游开
发的进展，静寂的杏山村总有一天会热闹
起来，他们在一些景点附近建起的农家饭
庄，再不会像现在这样门可罗雀。

三

顺着天坑前行，没有聚落，却有一条
蜿蜒宕伏的石墙，这是楚长城。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强国的楚国，在
杏山上修筑了横亘约 30公里的长城，全
部用青色长条山石块垛垒而成，下宽约 3
米，上部宽约 1.5米，现存的高度多在 1米
至3米。

很多年前，杏山村环山而居的孩子
们，喜欢到朱连山顶的“石头块儿”间玩
耍，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摞着石头的地
方，曾经是一座屯兵城。石城墙周围，有
城墙墩和烽火台；长城内侧，有三排、近百
间石屋，大多基石保存完好。山上还有周
仓洞、蝙蝠洞、悬晃石等自然天成的景致，
更有长城两侧遍布的荆棘，野枣、野柿、野
葡萄、野山楂以及飞鸟、野鸡、野兔。

《史记》《资治通鉴》曾载：公元前 312
年，秦与楚在丹阳大战（杏山西约 5公里
处），秦斩楚军 8万人。楚大败后惧秦，遂
在杏山建长城以防秦。然而，公元前 223
年秦始皇伐楚时，楚长城并没能阻挡住
60 万秦国大军攻城略地的步伐。两年
后，六国的历史大幕也走向了终结。一
统天下的秦始皇为防夷狄入侵，征召 40
万民夫修建万里长城，以求帝国千秋万
代……

蓝天做衣，白云为袖，碧水环绕，鸟鸣
依依，杏山造化钟神秀。站在杏山之巅，
只见丹江水从陶岔渠首奔流而出，宛如巨
龙，蜿蜒北去，直达京津。山峦间，袅袅炊
烟散乱升腾，石屋石室的小村落，生生不
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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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桑沟公路大桑沟公路

大桑沟村民大桑沟村民

千里秦岭莽莽苍苍，逶迤而来进入豫
西，在卢氏县形成崤山、熊耳、伏牛三大山
系纵横交错之势。古县志记载：“卢氏乃
四塞之邑，处万山丛中，不通孔道。”卢氏
至今仍是河南省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
高、人口密度最小的深山区县，一些村子
仍旧保持着原始、淳朴的风貌。

卢氏县文峪乡大桑沟村，地貌奇特，
民风古朴，风景如画，2019年入选中国传
统村落。该村居民自先秦时有之，绵延两
三千年。上世纪90年代末，大桑沟村修通
公路，村民走出大山，揭开神秘的面纱。

◎高山顶上有人家

从卢氏县城向东，跨过洛河即进入文
峪乡。文峪乡呈东西走向，轮廓像一把大
刀，中轴线则是水峪河，村落多沿河道布
局。水峪河峡谷两侧，山势奇伟，数十里
呈现“一线天”的奇观。水峪河谷是洛阳
行经卢氏，取道函谷关，进入陕西的艰险
古道，高山深峡，极尽曲折，有“四十五里
猴跳圈，二十五里脚不干”之说。上世纪
70年代，在修建 322省道时，贯通卢氏至
栾川 99公里公路的唯一一处隧道，就处
于大桑沟山脚下，名曰卫星隧道。

站在大桑沟山脚下、水峪河峡谷谷
底，向上望去，山体呈现出“双瓮叠加”的
险峻地势。所谓“瓮”，是山里人特指凹陷
进去的悬崖峭壁，“双瓮叠加”，是说两段
极高的凹陷悬崖。很难相信，在峡谷北
侧，几乎垂直高耸的山崖之上，竟然有人
家，他们住在“双瓮叠加”的两段摞起来的
悬崖顶上，或说是摞起来的两座山后。

巍巍青山裂开宽约不足两米的缝隙，
名为石门，走进石门，向前则豁然开朗，平
坦如砥，有一方长约2000米、宽100米到
300米的高山谷地。在山深如海的豫西
卢氏，这块平坦的谷地或盆地，弥足珍贵，
它就是大桑沟村。在大桑沟，就连不识字
的老者，也称村子为“桃花源”。

大桑沟村海拔1400余米，是卢氏县海
拔最高的村庄，其山势陡如斧削，一壁万
仞，在卢氏山区，乃至整个秦岭，并不多见。

从前，通行外界的路沿崖壁开凿，再
用柏树、葛条搭建栈道，险要地段长达千
米，险象环生。后来，人们开凿崖壁，石砌
路基，历经20余年，直到1996年，才艰难
修成公路，只是坡陡弯急，单线通行。

◎农耕社会“活化石”

先秦时期，大桑沟属古虢国莘地，秦
朝属三川郡，汉代高帝二年（公元前 205
年）改为河南郡。元代之后，大桑沟已发
展为村落。后来，村里的居民以张姓为
多，据清代一处祖茔合葬碑记载：“张氏者，
邑之望族也，自始祖进昌公于清初，由山
西洪洞县迁居邑东南石河之大桑沟……”
由此而知，400多年前，张姓迁到此处。

老人们说，清末时，由村民集资，建有
桑公祠，为村中最宏大的庭院和建筑，可
惜早已被毁。在大桑沟北边高寨之上，还

能看到石臼，浮土之下，瓦砾遍地。桑公，
即桑弘羊，河南洛阳人，西汉时期政治家、
理财学家，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传
说，桑弘羊乡间巡游，曾到大桑沟做学问、
炼丹药，在村里留下了足迹。大桑沟之
名，有人说来源于桑弘羊。上世纪初，村
中尚有四五人合抱的古桑树，相传为桑弘
羊手植，后来被伐其根，遗迹尚存。

清代进士张从顺，大桑沟人，曾任大
理寺正卿（正六品），平素亲民和善，颇有
政声，大荒之年，他拨出私款，赈济灾民，
为历代世人感念。

张从顺自幼聪颖、博闻强记，孝善父
母。据传，他三岁识字，十岁通读经书，后
入朝，起初在江浙一带为地方官，后来到
了京师，任职大理寺正卿。张从顺为官
后，数次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回村看望父
母。雍正十一年秋（公元 1733年），他听
闻家乡卢氏连年受灾，随即告假，星夜兼
程，赶回卢氏，拿出自己多年的俸禄，近千
两白银，在当时吴姓县令陪同下，救济全县
数百户灾民。他的事迹在卢氏县文峪乡、
栾川县三川镇（当时属卢氏县）仍有流传，
当地锣鼓书艺人仍时常说唱“大桑沟人张
从顺，千里回乡救饥人”一段。

大桑沟村至今保持着原始风貌，村中
有水磨坊、铁匠铺、豆腐坊、染房。小村有
220 余亩平整耕地，108 亩村落面积和
8304亩林地，周边尽是绵延山峰和原始森
林。村民们种地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
农业机械，除了夜晚的电灯，这里再难找到
现代社会的印迹。大桑沟村如同农耕社会
的活化石，静静存活在山林围裹之中。

◎青山瀑布如画屏

登临大桑沟村北边的古寨寨顶，可东
眺秦岭余脉、伏牛山最高峰牛角尖，西望
卢氏县城，层峦叠嶂。在大桑沟山门之
下，即“头道瓮”，常年流水，雨季高达百余
米瀑布，自崖顶而降，水石相击，瀑声如
雷，大旱之时也不断流。大桑沟的水质极
好，是国家一级水源地保护区，这或许是
村中之人多为高寿的原因之一吧。

在大桑沟，夏不知暑，枝间凉风飒飒，
使人神清气爽，飘雪的季节，村舍依稀可
见，炭火温暖，炊烟袅袅，更为静谧，犹如
归隐仙界。

有人说，北方的树种在大桑沟都有，
苹果、桃杏、樱桃，核桃、榛子、松子……一
应俱全。珍稀植物红豆杉、望春玉兰、白
皮松，也不乏身影，或许在数千年前，村民
已将各种林木引进于此。

村子周边郁郁葱葱，95%以上的森林
覆盖率，遮盖了除村中主道外的原有小
路。行走其中，树木阴翳，藤蔓缠绕，流水
淙淙，鸟鸣声声，更有锦鸡、松鼠跳跃飞过。

大桑沟村户籍 43户，村里常住人口
仅有18户，青壮年人都在外打工，村里仅
剩 30余位老人。他们朝沐晨风，晚看夕
阳，在蹒跚的步履中盼儿
归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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