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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城村里老宅多

一

沿 238 省道走进漯河市郾城
区裴城镇裴城村，车子拐上了一条
并不宽阔的水泥路，这条路，曾经
是唐朝就有的官道。1000多年来，
路上熙熙攘攘，商贾云集。

官道在村中的交会处，东北角
还遗存着唐代的驿站旧址，主人不
在，隔着院门缝内望，几个石凳和
柱子墩儿，散落在杂草丛中。

东西向的官道从穿村而过的
回曲河上经过。这条路，是唐代从
洛阳入蔡州的必经之路。河上的
回河桥建于唐朝，宋、明两代都进
行过整修。在桥下的基石上，还能
看到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
年）字样。桥面由青石板铺砌，护
栏的主题图案为“麒麟望日”，造型
生动逼真。

唐代时，这里因宰相裴度而改
名为裴城。

史料记载，唐元和九年（公元
814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
子吴元济起兵造反割据蔡州。唐
宪宗发兵数万讨伐，历时几年，终
未能克，宰相裴度主动请兵督战，
在回曲筑寨安营，待机而动。元和
十二年（公元 817 年）冬，天降大
雪，裴度见机不可失，遣节度使李
愬雪夜奇袭蔡州，“时大风雪，旌旗
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看到近
城处有宿满鹅鸭的池塘，便命人投
石击鹅鸭，一时间，鹅鸭齐鸣，掩盖
了唐军人马发出的声响。四更天，
李祐、李忠义率领先锋部队抵城
下。他们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
洞，凭借它爬上了城头。那时，城
墙上的蔡州守军毫无戒备，均被杀
死在酣睡之中。官军只留下打更
之人，令他们照常打更，以麻痹城
内叛军。

李愬攻入蔡州时，吴元济猝不
及防，束手就擒。

平定吴元济之乱后，唐宪宗封
裴度为“晋国公”，当地百姓也将回
曲更名为裴城，并为他建庙立祠、
立碑。

存世的裴晋公祠碑就在现在
的裴城小学院内，碑座是两个石刻
鳌头，碑身高大巍峨，由《重修裴晋
公祠记》碑和《重修裴晋公祠宇记》
碑组成，碑文详细记载了裴度伐蔡
的历史事实，千年沐风栉雨，字迹
斑驳模糊。

清代诗人郭子嶙曾写《过回曲
河有感》：“裴相屯兵回曲河，衔枚
雪夜斗池鹅，论功可贺羊开府，铭
功堪同汉伏波。”

二

裴城的地形中间高四面低，远
看就像隆起的龟背。村西有一处
春秋时期的遗址，也是当年裴度的
点将台。历经千年，岗地依然地势
高耸，林木葳蕤。2013年 12月，裴
城镇裴城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裴城村自古商业繁盛，古迹随
处可见。村干部张要杰介绍，村里
有40多处明清建筑，列入维修计划
的有27处，保存完好的有清朝乾隆
年间的彭氏高楼和望月楼等。

68岁的彭付坤家是一座两层
阁楼，至少有 300多年历史。这些
年，阴雨连绵时，屋里会有一些漏
雨，但并不影响生活。

踏着残破的木梯爬上阁楼，黑
黢黢的房梁是早些年烟火所薰，看
上去依然结实。

彭付坤说，这里的老宅有一个
共同特点，房屋东侧，都留有一条
宽一米左右带门的便道，通过这条

便道，穿家过院左拐右拐都能通到
官道上，这是他们祖上为躲避战乱
特意留下的“暗道”。

彭付坤家的老宅前也是一处
老宅，早些年因为大水坍塌过。山
墙上，明显可见老墙与修葺过的墙
不同，“以前抹的灰缝比后来的要
细腻多了。”

早年，中共沙北县委办公旧址
设在裴城村一处董姓旧宅内，它建
于清代，民国时期重修。1947年，
中共郾城特别支部成立，同年 11
月，豫陕鄂五地委五专署在郾城、
舞阳、临颍、许昌、襄城交界处建立
了沙北县委，曾一度下辖大张、樊
湖、纣王城、北舞渡、麦岭、台王6个
区委。

董姓老宅是一处七进院落。
古朴的青砖蓝瓦，木质的椽梁和楼
梯简单大方，屋里摆放着黑色的老
式木床、藤椅等，看一眼，厚重的历
史感便扑面而来。

三

裴城老宅最著名的是彭、杨、
贺、苏四大院。

3000多口人的裴城村中，彭姓
占了三分之一多。彭家由江西迁
来，资料显示，先祖曾是富甲一方
的商人，捐钱得到一“散官”来到河
南。彭家老宅与其他人家的居房
有明显的不同，房高，墙砖用的都
是一尺多长的大砖。主宅外看是
两层，但室内有很深的地下室，地
板则是用于防匪。若有贼人图谋
不轨，主人掀动机关，很快就能把
歹人陷入地下。

来到此地的彭氏先祖乐善好
施，乾隆皇帝曾御赐他“余庆堂”三
字牌匾，虽经历火灾，仍完好保存
在彭家大院余庆堂里。

彭氏大院最出名的建筑是望
月楼，早些年村里修路时，挖出了
写有“圣旨”字样的石碑，它被保存
在74岁的村民彭朝然家里，他还收
藏有一个刻有“皇恩”的石碑。

彭朝然回忆，1966年，村里扒
牌坊时，他见“皇恩”的石头挺完
整，觉得砸了可惜，就把它搬回家
当了垫脚石。那一块“圣旨”碑，是
他爷爷见扔在荒地里浪费，扛回来
堵墙洞用的。

这两块各三四十公斤重的“石
头”也有故事。传说，一王姓女子
与彭姓夫婿交换过庚帖，可未等到
成亲，夫婿忽然抱病离世。王姓女

“嫁”过来后，独守青灯孤苦度日，
因想念家人而修建了“望月楼”。
每日，她在楼上登高远眺，仍然无
法纾解孤独，最终“数日不食，坠楼
身亡”。乾隆朱笔御批建节孝坊，
对其表彰，才有了那两块“石头”，
也有了一块目前在村中河边闲放
着、中间断开的“贞节牌坊”石匾。

苏家大院，是祖籍这里的苏进
将军的院子。苏进参加过北伐战
争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
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

四

裴城不远处，有纣王城，受禅
台，三绝碑，孔子问津地，岳飞大战
金兀术的小商桥等等。

史载，裴城原名洄渠，南临古
河道汝阳江(沙河)，西临古运粮河，
历史上这里交通便利，地当南北要
冲，兵家必争之地。

千百年来，方圆百里的水都
流经这里，汇到回曲河再汇入沙
河，河水日夜奔腾，裴城村生生不
息……4

□刘向东 吴继红

两军对阵，风云变色。两万
人一方向十万人一方冲去，他们
心中有一个必胜的信念。这个信
念来自一座庙，一个人。虽然已
被围困很久，吃不饱饭，但有了这
个信念，他们像猛虎下山，所向披
靡，以致对面带着骄矜之色的十
万大军败了。

这不是神话，而是被司马光
记在《资治通鉴》里的真实历史。
隋末唐初，公元 618年，隋将王世
充与李密起义军在洛阳对峙。王
世充穷途末路之时，想到了一个
古人——周公，为之建庙，并称有
军士梦到周公，周公让他们保卫
这座城池，不然就要降下瘟疫。
军兵在庙前祭拜，士气高涨，以一
当十，就杀了出去。

一千多年过了，周公庙还留
在洛阳城一隅，那里究竟有什么
神奇的力量？

◎保存家国同构

周公庙位于洛阳市定鼎路和
五贤街交叉口的东北方向，坐北
朝南，似被应天门挤压在了一个
角落。

周公庙拱形正门的两侧，各
有一扇拱形耳门，庄严肃穆。歇
山单檐式建筑，龙形屋脊，正脊正
面有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背
面为“双凤牡丹”。飞檐两端饰以
吻兽，大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石
狮，又让人感觉到亲切，有一种走
近乡里长者的亲切。

周公庙坐北面南，三进院落，
依中轴线自前到后依次为定鼎
堂、礼乐堂、三殿及东、西廊房。

沿中轴线北移，迎面看到的
是“定鼎堂”。大殿面阔五间，进
深三间，单檐歇山式，灰筒、板瓦
饰顶，绿琉璃瓦剪边，正脊前龙后
凤，两端饰以鸱吻。它四角飞檐
起翘，拓展伸张，比例匀称，节奏
和谐，既庄严稳重又隽秀灵巧，按
我国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所言，
它是一座保留有辽金建筑风格的
艺术杰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和文物价值。

历史劈面而来。
何谓“定鼎”？古史传说，大

禹阅九州，见有猛兽毒虫伤害人
性命者，描之于图形，铸为九鼎，
让国人观看，以避灾害。后来，九
鼎成为国家的象征。

武王伐纣时，在孟津扣马渡
口喊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
民视”，建立起由神权向世俗化过
度的周王朝。当“小邦周”统治殷
商原有的广大领土时，问题也像
大山一样压过来。

大量的殷商遗民，广袤的山
川国土，如何管理？有说杀的，杀
尽商朝遗民；有说不杀的，但如何
让“小邦周”可以统治这个广大的
国家？周武王不愿杀，但他还没
有拿出有效的治理办法就去世
了，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走上了
政治前台，担起责任。

周公首先想到的是，国都镐
京离富庶的中原地区太远，必须
在疆域中心再造一座城市，才能
有效实施统治。周公选定的地

方是洛邑（今洛阳）。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

的何尊，如今被收藏在中国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其底部铭文，清楚
道出周公建设洛邑为东都的历
史。武王曾对周公叹曰：“我未定
天保，何暇寐！”继承周武王遗志，
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在洛邑“卒
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
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是说周
公建了城市，将象征国家的九鼎
迁入到了洛阳，这就是“定鼎堂”
设立的历史依据。

定鼎堂内，供奉的是周公与
其弟召公、毕公及世子伯禽、君陈
五尊塑像，在白石栏杆的殿内，他
们保持着雍容的微笑。

这种微笑不只是后人的假
想，而是显现周公施政后真实的
心态。东都洛邑建成后，周公命
名曰：“成周”，意思是小邦周至此
大功告成。何尊的铭文中称之为

“中国”。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
于中国文字。

当时的“定鼎堂”不只是一个
堂，还象征着家国重构机制建立，
被赋予了“中国”更多的内涵，位
居第一的就是“家国同构”。在当
时历史条件下，周公想到的是如
何稳固“小邦周”的统治，设东都
只是他的第一步，其后，分封诸
侯，以藩屏周，建立起家国同构的
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了一种理念，
就是顾炎武所表述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记忆以德治国

走进周公庙时，常常会忽略
刚进入门内的一块空荡荡的地
方。

据讲解员说，它原为周公庙
的第一座殿宇——元圣殿，为重
檐三开间明代建筑，殿内中间供
奉周公像。左立金人，铭其背曰

“慎勿言”（如今在周公庙大殿西
侧恢复金人立像“慎勿言”）；右设
欹器，铭曰“虚则欹，中则正，满则
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
块平地，孤零零地存着一对石狮、
一对石鼓和四个石柱础。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周公思
想的理解，他是第一个明确“以德
治国”思想的倡导者。东都建成，
他又建立明堂，让诸侯国到这里
行礼，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礼乐传
统。

周公礼乐“经礼三百，曲礼三
千”，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以
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国
家政策的制定，到每个人的成长
阶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礼仪，其
价值核心观是尚德、尊尊、亲亲、
敬老、慈幼，就是亲其所亲、尊其
所尊、爱其所爱，其政治意义在于
将抽象的道德价值观，转化为具
体的礼乐行为，让人们在反复的
学习中，从思想到行动达到各安
其位、彬彬有礼的人生愉悦。

其后几百年，中国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孔子，是礼乐制度的
有力推行者。

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从周。”他说的是，周公
创造的周礼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经
验，丰富了礼制。孔子极为信奉，
他“克己复礼”，“复”的就是“周
礼”。孔子又说：“甚矣吾衰矣，久
矣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年老力衰
时，有过暂时的悲观，感叹周礼之
不兴，不被人们接受。后来，时常
梦到周公的，并非孔子一人。

纪念周公的著名周公庙，全
国有三座，一座位于宝鸡岐山县，
那是周王室的发祥地；一座位于
山东曲阜市，那是周公儿子伯禽
的封国。洛阳建周公庙的根本原
因，是纪念周公建立丰功伟业的
地方。周公被中华民族尊为元
圣，天下第一圣人，家庭供奉先
人，姓氏修续家谱，国家纪念英
烈，都是对周公礼乐的延续和发
展。周礼一直与时俱进，活在每
一个历史时期。

◎传承周公文化

周公庙里有两棵大树，树龄
都在 800年以上，虽树干中空，但
到了每年谷雨前后，便会吐出新
芽，抽出新枝，郁郁葱葱，枝干尽
显腾龙卧虎之势。好多人将其当
作神树，对之叩拜祈福。

其实，“古者立社，各树其土
之所宜木以为主也。”在周公庙里
种这两棵槐树，是因为槐者，谐音
怀也，怀想周公。

三千年间，怀思不断。
周公庙是民族融合的见证。

周公庙经历了无数次的毁与建，
辽金之时，人们再建周公庙，现存
的定鼎堂建于明嘉靖四年（公元
1525年），是沿用旧建筑模式的一
次重建。

周公庙也是民族团结、国家
统一的象征。1932年上海“一·二
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修缮周
公庙，使之成为中央政府考试院
所在地。1989年，周公后裔，台湾
赖、罗、傅宗亲会首次拜谒周公
庙，其后，又在定鼎堂前竖立了

“追本溯源，根在河洛”石碑一通。
洛阳周公庙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周公后裔寻根问
祖的重要场所。从 2006年开始，
每年都有河南、陕西、山东等十多
个省、市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
外友人数千人来到这里，举行颂
祖大典，弘扬周公文化。

历史上的刀枪剑戟、风花雪
月，渐渐隐去，但周公“以德治国”
的精神内核，仍然是我们当下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4

周公庙里看家国
□吕志雄

彭氏老宅

裴晋公祠碑

圣旨碑碑首

周公庙山门

定鼎堂

千年古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