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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冬云

艰苦修路

2019年公布的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中，嵩县白河镇有多个，均是深山古村，其
中火神庙村路最险最难走。

从白河镇出发前，当地文化研究者钱
金国特地换了辆越野车，他说路太险自己
不敢开，又找了个专业司机。还未出发，
我已觉有些紧张了。

火神庙村离白河镇政府30多公里，海
拔1500多米的伏牛山主峰横亘南北，把它
变成了孤村，要到白河镇政府，村民顺着上
山采药踩出的羊肠小道，步行一天也走不
了一个来回。有村民一辈子没出过村。

1986 年初冬，时任村支部书记马玉
敏带全村劳动力 60余人，开始了艰苦修
路。披星戴月干活，中午在路边架火堆烧
开水以方便面果腹。整整三年，修成一条
宽 4 米、长 9 公里的盘山公路。2006 年
起，火神庙村又花了两年时间，把这条路
翻修成水泥路。我们此次进山，走的就是
这条有光荣历史的路。

两度翻修后，山路还是险，部分路段
陡到三四十度，又呈“之”字形急转弯，山
路没有路肩，没有保护性护栏，水泥路面
旁边就是悬崖。一路行来，惊出一身汗。

现任村委会主任胡天明在村口等着
我们，看见我第一句话说：“你是第一个来
村子采访的记者。”

村子很美，又极安静。它四面环山，清
澈的西庄河贯通全村，提供着村民的饮用
水，水质比矿泉水还好。据介绍，村子里常
年能见到50种以上鸟类，其中有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红腹锦鸡。野生动物有 100多
种，常见的有狼、野猪、獾、羚羊、黄羊、穿山
甲以及多种蛇类，偶尔能看到金钱豹。西
庄河里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

村落占地55亩，民居沿西庄河两岸呈
带状分布，共115户445人，8个村民组。

村子封闭，但经济文化不落后。胡天
明说，火神庙村大力发展经济林，全村种
有 5000余亩经济林，种植袋料香菇 30余
万袋。村民增收成效显著。村子里建了
小学，没有失学孩子。

村民最早分散居住，用茅草盖顶，用
木头架墙建房，后又发展到茅草盖顶土坯
砌墙。1970 年后，村民多将民居翻盖成
土坯墙瓦房。1990 年以后，出现部分砖
石混凝土平房。现存老民居，一般坐北朝
南，是带阁楼的平房，房基高，入户登上四
五个石头台阶。木质门窗，墙体底部由石
块砌筑而成，屋顶铺设青灰色瓦片，整体
建筑简洁大方。

山上有的是四时不败的野花，村民也
爱花。有一户门前小空地上，用简陋容器
种了五六十盆花，还有多盆优雅的野兰
花。还有一户顺墙根架起膝盖高的花台，
上面一盆挨一盆摆了几十盆花。还有一
户村民家，没有院墙，空地上种了一大片
足有上百棵百日红，那个红火劲哟。

沿着碎石小土路走到西庄河边，土路
边杂树弯曲的枝条如同穹顶笼罩头顶上，
光影斑驳，微风轻拂沙沙作响。西庄河是
白石河床，水量不大水极清澈。村中多古
树，村东头有棵树龄过千年的槲栎树，树
身覆满苔藓，树冠硕大无比。

火神文化

村名叫火神庙村，自然是源自村中的
火神庙了。

据火神庙村史记载，相传明代从山西
大槐树迁移到此有三大姓：孙氏、马氏和
李氏。三姓先从修火神庙、办火神社立
村。办社过程中相继迁入他姓，火神社香
火鼎盛，护佑着小村百姓薪尽火传瓜瓞绵
绵。

火神庙位于村北头，自明代建庙，历
代有复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火神庙内
佛像被毁，房屋也因年久失修倒掉。1972
年，村民在庙址上建起了火神庙小学。

村里老人讲，先前每年元宵节要唱大
戏供奉火神爷。

火神庙村村民办火神社，由来已久。
火神社组织分为社东和社友，社东是筹
办、组织和领导者，社友是参与者。村民
有组织能力和经济基础就能加入火神社，
一家一年轮一次，轮到哪个社友家，他就
当一年社东。

村中老人介绍说，办社时间从头一年
的大年三十开始，到来年正月十七结束，历
时十八天。社友做东时，头一年要做准备，
喂头大肥猪，酿好数十斤酒，做好数十斤豆
腐，备好米面菜蔬。大年三十，社东家正堂
屋摆上火神爷牌位，再摆上一桌丰盛供
品。满屋挂上五彩的吊挂（剪纸），烧上香，
屋外竖起五彩旗帜，气氛隆重肃穆。到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火神社活动进入高潮，各
色彩旗飘扬，每隔十多分钟，锣鼓会敲打一
阵，震耳欲聋。社友们来往穿梭，大厨小厨
煎煎炒炒，大盘小碗端着上菜上饭。

起社之日，天天要烧香，早、中、晚三
次开饭前要烧“大香”，一次插九支香，再
烧一封黄表，之后锣鼓大打一通，时间持
续半个小时左右。

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每一天的
中午大摆筵席。标准的“八碗四”，即八个
碗四个盘，猪肉块子厚四五分甚至七八
分，喝酒用大盅。正月十七下午送神。原
社东将火神爷牌位收好，恭恭敬敬放在专
用匣子里，双手交给下一任社东。而后是

“起神”，走在最前面的是新社东，双手捧
着火神爷专用匣子，之后是鼓乐队演奏，
再之后彩旗猎猎飘扬，锣鼓声震天动地。

“这是春节期间最隆重、最热闹的节
事活动。一是为了敬神，为祈求来年平平
安安。同时也是社友邻里间很好的社交
活动。”钱金国说。

火神庙及火神社随着历史变迁，均
已消失。但它在漫长的农耕时代，曾是
一个深山孤村最重要的信仰与精神支
柱，也是最重要的团体活动和社交活
动。我们留下记录，也是为历史留存一
份底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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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冬云
本报通讯员 钱金国

嵩县白河镇白河街村位于伏
牛山脉深山区，左边是祖师爷山，
右有龙脖岭，前对黄柏崖，后倚梅
子朵。包括白河在内的多条河沟
纵横串联起民居，是一个多沟高岭
之村，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 97%
以上。村中人口 1902人，459户。
村子分为 13个村民组，山多地少，
户居分散，以土木结构瓦房建筑为
主。

我们去山中一个村民组，进村
是一条窄窄小路。村民组不过十
余户人家，散落在山凹中一架山的
阳坡上，几乎全是老房子。

家家户户都有院子，建筑空间
呈围合状，前部院落为公共空间，
连接大门与后部房屋，墙壁多为夯
土墙，外部用黄泥巴涂饰。屋顶为
坡顶，上铺黑色的鱼鳞小瓦，门窗
周围用砖砌筑出装饰图案。

家家户户房门两侧，或者山墙
上，安放着方形木箱子，或是一截
儿掏空树身，两头用圆木盖子堵
着。白河街村支书刘青敏介绍说，
这是养土蜜蜂用的。

家家院落内还有奇怪的小屋，
比鸡棚略高大，里面是一层层木头
隔板，这是烘炕香菇用的。村民院
内，有鸡棚鸭棚狗窝。院落旁边，
就是菜地，一片青葱。菜地边上，
堆放着用来生木耳的树段。刘青

敏说，近年来村里抓住食用菌和经
济林（板栗、核桃）两个特色产业，
还种植了山茱萸等中药材，保证群
众增收。

据《白河志》记载，明末为避战
乱饥荒，周边百姓逃往白河边，沿
白河搭建窝棚居住。因此地森林
资源丰富，风景宜人，落户百姓越
来越多，就成了白河街村。

白河街村原名龙王庙街村，因
村里建有龙王庙得名。 1949 年
后，龙王庙街村改名白河街村。

龙王庙坐落于白河街西北边
小山包处，两岸青峰相峙，一涧白
河碧流，小山包形如龙头，前有龙
鼻模样的山体结构，民间相传此地
藏有龙脉灵气。

此地为何会建龙王庙呢？一
是山地硗瘠，存不住水，易旱。二
是地貌物产神异让人浮想联翩，比
如水潭里生长着状如蜥蜴的东西，
百姓认为这种生物能帮助人祈雨。

清代《嵩县志》收录了清乾隆时
期嵩县县令康基渊的文章。他撰文
称：“白河即淯水，两岸巉岩峭壁，蜿
蜒盘错，距县三百余里，接卢、内、
南、鲁界，中有七十二曼，最著者龙
池曼，嶙峋插汉，势远极天。大曼之
上有龙湫焉，石罅中有物时出，类蜥
蜴，遇旱祷雨辄应。山川灵异，孕变
钟奇亦固有非人思议者。”

白河街龙王庙始建年代不详，
清代曾大加修葺。据清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修葺龙王庙碑文记
载：“镇西里许，层峦环绕，峭若列
屏，白水萦洄。山巅有龙王庙一
楹，高可插天，宽仅盈丈，由来已

久，岁旱祷雨辙灵。”这是关于龙王
庙最早的文献记载了。关于此次
修葺，碑文中还记载：“于是披荆斩
石，拓险为平，规模敞而神像新
焉。入第见拜殿、山门、禅房、垣墉
焕然改观。”

2015年 7月，当地百姓拆除塌
毁庙宇，新建了龙王庙。

古代漫长的岁月里，每逢天
旱，人们敲响锣鼓，顶礼焚香，前来
向龙王祈雨解旱。每年还有“二月
二”龙王庙庙会，香客如织，大戏数
棚，高跷竹马旱船俱来助兴，善男
信女朝拜祈福。当下百姓懂得科
学知识，自然不需向龙王祈雨，龙
王庙庙会，也慢慢变成老百姓的游

园会和交易会了。
《白河街村传统村落档案》中，

着重提及了康基渊。
康基渊，清乾隆进士，曾担任

嵩县知县。到任后他察访民间疾
苦，凡诉讼、钱粮、仓储、水利、教育
诸政，无不逐项整理。

嵩县土地瘠薄，少旱即歉，加
之明末战乱，水利失修。康基渊亲
自勘探，寻找水源。凡山涧细流可
以利用处就开挖渠道，引水灌田，
开新旧渠 18 条，灌田 6.2 万余亩。
白河街村附近的白河被疏浚，周边
的多条旧渠，都在修复之列。

康基渊兴修水利的举措，显然
比龙王爷管用。

嵩县地处深山，文化落后，“民
多不业诗书、不习礼让者”，为发展
教育事业，康基渊着手清查地方绝
业（有地无人）及废刹、古庙土地若

干亩，以建置社学 32 所。其中白
河街村一带，建有一所白河社学，

“凡蒙童俊秀及贫不能学者，咸入
其中”。社学里张贴着康基渊亲自
拟写的浅近切实的 16 条教学条
规。自此，庠生弦诵之声，回响于
深山古村落。

嵩县例有向上贡输百合之苦，
康基渊发觉后于城西郊买田 40余
亩，雇专人种植百合，年收千余斤，
以解民困。康基渊之母还教四郊妇
女养蚕缫丝。康基渊善政累累，他
在嵩县三年备受爱戴，离任后，嵩县
老百姓建了“康公祠”以示怀念。1

本版制图 王伟宾
本版图片均由白河镇政府提供

西庄河

开满鲜花的老民居

古村一角

古树

秋日古村

老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