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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小雪，冬日暖阳中，我们来到了商水
县邓城镇邓城东村。2018年，它被公布为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

邓城东村位于商水县城西北十几公里处，是
邓城镇政府所在地，也是邓城镇最大的自然村，
村庄占地1.5平方公里，坑塘面积170余亩，有人
口 3000 余人。村东、村北为沙河大堤环绕，村
南、村西有寨海子（护城河）围护。有五条东西
向、两条南北向重要街道。村中楼房、平房较多，
青砖黛瓦的老房子点缀其间。若从空中俯瞰，整
个村落像一只凤凰，村北叶氏庄园是凤头，自北
向南，大量密集老民居像凤凰身子，古村因此有
美称叫“凤城”。

村北有两处沙河渡口，设有两座钢板搭建浮
桥，摆渡过往行人和车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叶氏庄园位于村子北部，村西南有叶氏祖
茔。村中还曾有关帝庙、王灵官庙、土地庙、邓伯
道墓等古庙古墓等，今多已不存。

村东、村北紧傍沙河大堤，堤下是日夜奔流
不息的沙河。

叶氏庄园文物管理员黄向东，熟悉邓城东村
村情。他带着我们穿行在村子里，边走边讲解
着。走东街，串西街，行南街，跨北街，一晌午走
遍了邓城东村的大街小巷。

邓城东村主街上店铺林立，商贾殷勤待客，
流动小贩拖着高腔吆喝叫卖，街边摆满五彩缤纷
的果蔬摊和副食摊，过往人群熙熙攘攘。这一
切，都给小雪节气增添了能量和暖色。

村子有多种美食，油条、杠子馍、胡辣汤皆美
味。此地出产的“邓城猪蹄”远近闻名，邓城东村
从东街到西街，街边十几家猪蹄店里，四处溢香。

黄向东说，相传邓城猪蹄有1000余年历史，
三国时魏国大将邓艾在此筑城屯兵，他手下大厨
烧制的猪蹄，香脆爽口、柔韧脱骨。后来邓艾被
杀害，大厨定居此地，烧制猪蹄的秘方在民间流
传。

邓城东村北侧，沙河边上，有邓城寨遗迹。
依据历代编纂的《邓城镇志》记载，邓城东村在东
汉及魏晋皆为屯兵之地，先后是邓晨、邓艾演兵
之所。

邓晨是南阳新野人，娶了刘秀的姐姐刘元，
刘元后被追封为新野节义长公主。刘秀起兵时，
邓晨追随刘秀浴血奋战。刘秀称帝后，邓晨在多
个郡守任上政绩突出，后来封侯。邓晨早年曾在
邓城屯兵练兵，邓城寨之名，由此而来。

邓艾是邓晨同乡，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杰
出军事家，他文武全才，深谙兵法，
内政也有建树。邓艾后遭钟会陷
害，和儿子一起被杀害。他入蜀前
也曾屯兵于邓城。

东汉与三国两位名将屯兵之
处，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随着岁
月变迁，邓城寨早已消失，唯残存一
段荒芜的土墙，令人有抚今思昔之
叹。

明清时期，邓城东村作为一个
水旱码头，桅帆云集、舟车辐辏、店
号林立、酒肆密布。见证古村落这
一段历史的，是沙河边的叶氏庄园。

叶氏庄园自清康熙年间始建，
至 咸 丰 时 大 略 完 备 ，历 时 100 多
年。它原有西、中、东三组建筑群，
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占
地面积20000平方米，共有30进
小院，房屋600 余间。现存三个
院落，由西向东排列。最西边一
号院又称“三进堂楼院”，保存最
完整，现有楼房96间。二号院俗
称“五门照”，从大门到后
堂楼五道门都在
中 轴 线 上 ，现
存楼房 35 间。
三号院因地势
高称为“高门台”，以平房为主，现存楼房30间。

叶氏庄园是我国北方典型的硬山式四合院组
群建筑。“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气势恢宏，布局严
谨，有“中原小故宫”之称。各院高低有别，形成跌
宕起伏又不失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它是中原腹
地重要的清代民居建筑群。

站在庄园大门口，感受着青砖灰瓦的肃静，门
高宅深的威严，推开庄园的朱漆大门，有寒鸟从楼
顶花脊砖雕处疾闪而过。

庄园内，门楼、山墙、梁架、枋檩、屋脊处，砖雕
木刻满眼，或花鸟，或人物，或飞龙，无不惟肖传
神。

叶氏庄园先祖发迹造大屋的故事，至今仍为
世人津津乐道。

相传叶氏始祖叶绍逸，明末从山西迁至商水
邓城东村，在沙河边开一小客栈谋生。一天晚上，
有客商乘船来此夜宿。离开时把一个包裹遗忘在
客栈内。叶绍逸发现后，妥善收藏起包裹，以待客
商来取。第二年这位客商又来此地，叶绍逸拿出
包裹，客商发现珠宝玉器账据凭条，无一遗失。客
商十分感动，要重谢，叶绍逸婉拒。两人结为异姓
兄弟，常来常往。

几个月后，沙河码头上驶来几艘大船，满载
石磙、石臼、石磨、石槽等石货，说是给叶绍逸送
货的。这是客商回山西后，想出的酬谢叶绍逸的
法子。邓城东村紧靠沙河，水陆运输便利，而当
地石货奇缺，山西却有的是石料，
山西客商就将石料加工成石货运
来，让叶绍逸发展石货贸易。叶
绍逸凭借这批石货，成为富商。
到清康熙、乾隆年间，叶家已是家
财万贯。

邓城叶氏从清代发家，延续
200 多年长盛不衰，亦儒亦农亦
商，靠的是耕读传家，彰显着乐善
好施、欲取先予的豫商精神。叶氏
家族，留下的不仅是物质财富叶氏
庄园，更给后人留下了诚信固本、
勤勉立德的精神财富。1

出商丘市区，沿 310国道西行十余公里，
即进入梁园区谢集镇老谢集村。这个黄河故
道上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村落，2018年入选
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

史载，春秋战国时期，谢集已经成村，属
于宋国管辖。公元前 286 年，宋国被齐、楚、
魏三国所灭，疆土被瓜分，老谢集村一带成为
楚国地盘，有楚民迁入，古村曾名楚村，到宋
代称古楚村。元朝时，村中有管、缑、谢三大
望族，谢家为众，又因此地集市兴旺，商贾云
集，遂更名为管缑谢家集，简称谢家集。上世
纪五十年代，更名谢集村，又称老谢集村。

老谢集村处于黄河故道大堤南侧。历史
上的谢集村，周边有古汴河流过，漕运发达，
交通便利。清咸丰年间，为防御捻军进攻，老
谢集村建了完整的寨墙以及防御性的寨海子
（护城河）。

76 岁的谢集镇原文化站站长段清伦撰
文称，当年的寨子，有四个砖木砌筑的寨门，
周围是青砖垒砌的寨墙。寨子东西长 660
米，南北宽 440米，中间高，四周低。寨墙高
2丈，有垛口，外墙垒砖，内墙砌土，顶宽 2尺
能行人。四座寨门门楼建筑是单檐硬山建
筑，长三间，进深一间半，四角挂铜铃。四座
寨门均有名称，东门“东流砥柱”，西门“西土
古茂”，北门“北广渊丛”，南门“南楼棠荫”。
绕寨子一周有 4丈宽的“寨海子”，上设吊桥，

有专人守护。
修寨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段

清伦说，清政府官员把建寨墙任务摊
派到各村各户，分段实施，为筑寨
墙扒掉了附近大小庙宇几十座，
资金不足的部分，摊派给商铺，让
老板们对钱买砖。

村里 97岁的余道乾、88岁的
高红彬老人讲述，相传烧砖窑距
离老谢集村有两公里远，村里上
千人站成“长龙”，手递手把足有 3
公斤重的大青砖传递到筑寨墙的
工地上。村民们硬是用了 18 个
日夜，筑起了寨墙，挖出了寨海
子。

高墙深壕，四门坚固，寨墙与
寨海子曾庇佑老谢集村村民多
年，街道上店铺林立，酒幌飘荡，
商贸往来频繁，老谢集村远近闻
名。据称，当时村里有大大小小
10 多家庙宇，有四家酒坊、三家
药铺，还有一家酱菜厂。

抗战时期，老谢集村曾被日
军占领，日伪军联合烧杀抢掠，犯
下了滔天罪行。1947 年，刘邓大

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从此地经过，消灭了盘踞
于此的国民党军，老谢集村解放。战火中，寨
墙遭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谢集村成了
当时的谢集公社所在地，多年过去，寨墙青砖
被扒，寨墙逐渐消失，寨海子也成为环绕老村
的一条水沟。

来到老谢集古寨南门，古老的寨海子水
位变得很浅，有七八个少年挽着裤腿光着脚
丫，在摸鱼戏耍。一座现代化水泥桥底部，还
保留着当年吊桥的基座，斑驳的青砖压着石
板，石板上还有清晰的莲花图案。

镇政府驻村干部魏力生说，在古吊桥遗
址上，曾挖掘出多通石碑。一块碑上，刻着

“香火完满”四个大字，下面是众多捐建者姓
名。这是清代修建寨墙寨海子的历史见证。

今日的老谢集村，依然保持着中间高四
周低的地势，站在街中心最高处，可以看到，
道路直通东西南北，古老的街道两侧，有多处
古朴的老民居。街道西北角几间老房子里，
老柜台，老货架，成捆的布匹花花绿绿地摆放
着，还是三四十年前的供销社的模样。一时
间让人有时光停滞的感觉。

留存在西街小学院内的民国学堂，设计
古朴，楼体正面上方写着“培养国基”四个大
字，楼体两侧悬挂“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八个大字，这是当年民国小学的校训。这
座小楼是砖木结构，面阔 5间进深 2间，门窗
上弧下方配以砖雕花饰，楼顶四周饰以 7层
砖雕花檐。

民国学堂始建于 1921年，是在庙宇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专门用来发展教育的机构。
1949 年前，此地是当时的县立完全小学校。
段清伦解释，完全小学校教授的内容，基本包
含了现代教育的内容。这所小学，是当时商
丘西北部唯一的完全小学校。后来，它先后
成为谢集初中、谢集高中，从这所学校，走出
了许多有作为的人士。

在老谢集村，民间有踩高跷和玩扑伞的
传统。每到春节或农闲时节，都有群众自发
组织的高跷队进行表演，参加人数少则十余
人，多则三十余人。

扑伞是老谢集村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民
间舞蹈，群众俗称“玩伞”，表演分走场和扑
伞两部分。参加人数一般为 6人，以化装后
的男性老汉为主角，手持一柄红伞，配角有
化装好的丑婆、傻童、村姑等，用长杆对老汉
所持的伞进行多种形式的戏逗。多人配合
表演，展现出不同的人物风貌和丰富的娱乐
内 容 ，表 演 者 逗 人 发 笑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
1984 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河南卷）将老
谢集的扑伞、踩高跷游戏，作为传统文化项
目收集整理。

漫步村中，看到老谢集的整个村庄依然
被寨海子紧紧包围着，村庄与寨海子融为一
体，紧紧相依。

风貌古朴的老谢集村，每到春天，桃花、
杏花、油菜花开遍了整个村落。夏季，村中
古树枝叶繁茂，村民们喜欢在树下乘凉。
老谢集的村民，依然延续着农耕时代的慢节
奏生活。5

□

袁
正
建

单
保
良

黄
河
故
道
老
谢
集

叶氏庄园二号厅堂叶氏庄园二号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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