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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石窝
坑村（石头村），有两个金字招牌：中国
传统古村落和国家级美丽乡村，徜徉在

“玉兰小镇”石头村里，遗迹老旧，村景
美丽，让人在怡人的风光里追寻流逝的
乡村记忆。

烟火人家

沿着窄窄的乡村公路，在恣意绽放的
玉兰花海里穿行，来到南召县云阳镇一个
叫玉兰园的地方，一座高大巍峨的石牌坊
上写着“石头村”。南来北往的车队正排
成长龙，开往花木掩映的幽深山谷。

铁佛寺村因一座寺而得名。《南召
县地名志》记载：“早年有铁佛寺院，建
村后称‘铁佛寺’。”当地人说铁佛寺源
自西汉。一个叫明智的高僧云游至此，
见这里三面环山，紫气笼罩，涧溪岗岭
间，隐现一尊铁佛陀法像。据说他洞悉
天机，知其二百年后，将有真龙天子驾
临，于是在此建寺修行，寺名乃为铁佛
寺。此后，果真有光武帝刘秀逃难至
此，相传在北边山沟的石板上，至今留
有刘秀坐骑的马蹄印。

铁佛寺村的声名远播，是因为有一
个叫石窝坑的小山村“石头村”。踏着青
石铺砌的石板路进村，42座民居依山而
建，保留着乡村原生态的自然淳朴。石
头村盛产石材，村道旁，随处可见石磨、
石碾、石磙、石盘，瓷坛子、灰瓦罐、石楼
门、石院墙、石护栏……让人惊叹的是，
村中的每一座房屋，不用泥巴不用白灰，
从基石到屋顶，完全用当地的片石垒砌，
整个村庄像一座青石城堡，任凭风吹雨
打，坚固如初。

竹林茂盛，曲径通幽，河水清澈，沿
河走廊上，彩绘着富有农耕生活气息的
壁画，一座吱呀呀转动的老水车，小桥流
水的景致如同一幅画作。

河岸两边，茂林修竹，古藤老树，浑
然天成。村民王福臣家开了一间农家
乐，利用本地食材地锅烹制农家菜，用
骨汤熬制南召特色“凉茶”，别具风味。
宽敞的庭院里，古树参天，一盆盆野兰
花吐蕊绽放，一棵棵映山红含苞待放。
敞开的茅草房里摆放着精心收藏的一
件件老物件：独轮车、纺花车、木犁、马
灯、旧收音机……王福臣家的老房子有
上百年了，他说，石头屋冬暖夏凉，特别
是夏天，格外凉爽，伏天也要盖被子，舒
适宜居。

寨上长城

石头村背靠的九里山，海拔 639.1
米，远远望去，巍峨雄壮。车沿着山间
公路曲曲弯弯绕了半个小时，到达韩信
寨。韩信寨周围皆悬崖陡壁，山顶较为
平坦，中间位置坐落着 10多间房舍，皆
用石头垒砌而成，但每座房屋都封门闭

户，空无一人。门前还有数块
菜地，却无人耕种。神
奇的是，山顶靠北的地

方 ，有 一 口 水 井 ，
水位离井口仅有 2
尺许，旁边还放了

一 根 3 米 多 长
的竹竿，拿竹竿
探勘水井深度，

竹竿竟没有达到井底。
韩信寨上，一段石砌的城墙如巨龙

一般，在山脊上蜿蜒游走，城墙最高处
有 5米左右，低矮处有 2—3米高。墙体
分外廓墙和内走廊，人们在内走廊上行
走如履平地，每隔二三米都有雉堞和瞭
望口，寨墙绕山顶一圈大概有4000米左
右，它像一座高山上的城堡，沧桑伟岸。

在630多米高的山顶上，修建它到
底有什么用途？据专家们考证，大约公
元前 688 年，楚国人为了抵御北方秦、
晋、齐、韩、魏等国的侵扰，修建了一条
跨越千里的楚长城。它西起湖北的竹
山县，跨越汉水辗转河南的邓州、内乡，
再东北至鲁山、泌阳、方城、南召等地。
整体呈一个“U”字形，而韩信寨就是楚
长城的一段组成部分。

山下S331国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三鸦路”。它“北通汝洛，南控荆襄”，春
秋战国以前叫“夏路”，历来是南北交通
的“咽喉”，兵家必争之地。站在楚长城
上，远眺北面繁华的云阳镇，那里曾是宛
洛大道上的中原驿站，至今仍留存“楚王
行宫”遗址，也曾是楚国的重要“边城”，
当时称“武城”。楚长城修建期间，曾发
生过著名的“武城会盟”事件。

鲁僖公六年（前 654年）冬，蔡国国
君带许国国君到武城去晋见楚成王，许
国国君双手反绑，口衔玉璧，随行人员身
穿丧服，抬着棺材一同前往。楚成王不
解其意。谋臣逢伯告诉他，从前周武王
克商，商的微子启就是这样做的，武王亲
自给他解绑，接受他的玉璧，行了除凶之
礼，焚烧了带去的棺材，厚礼相待后，让
他回到了原处。于是，楚成王就效仿周
武王的做法，让许国国君也回去了。这
次会盟，不仅说明了当时的楚国实力强
大，也展示了楚国国君的宽宏大度。相
传，之后在这里还有两次会盟。

楚长城上，石块苔痕斑驳，山下石
头村，依稀可见，这满村石头筑成的房
舍，是否是楚国戍边士兵留下的历史痕
迹？

古树参天

铁佛寺村是南召县有名的苗木花
卉专业村，石头村里更是树木“王国”。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路旁空地，绿草如
茵，花海如潮。小村落里，百年古树就
有 10多棵。村东王财岭上的一株古茶
树，树龄有 500 年；一户农家院落里的
一株古柏树，已有 800 年树龄，郁郁葱
葱；83岁的王秀臣家门口的大黄楝树，
枝叶茂盛，有 100 多年树龄；村外一棵
500 多年的柿子树，每至深秋，金黄的
柿子像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一树柿子
就能摘下 20多担。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村子正中那
株紫藤树，树枝上挂满了祈福的红丝
带，为古老的村落增添几许神秘的气
息。这株 600 多年树龄的紫藤以国槐
和皂角树为依托，藤蔓缠绕在两棵古树
之间，10 多条藤蔓都有碗口
粗，在两树之间或跳跃腾
挪，或攀扶向上，或缠绕打
结，宛如群龙戏珠，
让 人 万 千 感
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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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汝州市焦村乡张村，如今仍然
保持着明清时期的豪华院落，宫殿式房顶
配置的五脊六兽，显示着富甲一方的记忆，
明代三座石拱桥、清代豪华戏院、四通八达
的地道，还有老街、窄道，古井、古树，石磨、
石碾，上马石、拴马鼻……一帧帧画面，记
录着中原乡民的如烟往事。

明代单孔石拱桥

张村位于市区东北 20多公里的嵩箕
山南麓，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形成一处高台
地，三河在村西南汇成一河，向西注入汝河
支流黄涧河。

明洪武年间，来自山西的张姓移民被分
配到这一带垦荒。相传，一棵高丈五有余的
酸枣树引人注目。酸枣树主干一人多高，树
围两人合抱。主干长出多个分枝，分枝形成
近圆形的平面，可遮挡树下三四人的牌场。
张姓始祖把行装卸在了酸枣树旁，开始全新
的生活，后来人口渐多，遂成村落，当地人感
念酸枣树，把这个新村取名为酸枣张。

北方河流多为季节河，环围张村的三
条河发源于北部深山，每到汛期，都会影响
村民的出行和生产。明代，村民集资，修筑
三座单孔石拱桥，按方位称它们为北桥、东
桥和南桥。

三桥的桥墩均采用巨石，用糯米浆烧
铸，桥拱的正中朝下置有“斩龙剑”，桥的两侧
有护栏。南拱桥位于村南寨外，被称为南寨
门桥，它“南北跨向，桥面长22米，宽4.5米，
通高5.65米。拱券采用石条纵联砌法，拱券
之上不施护拱石和勾石，但在上游置有石雕
龙头，下游置石雕龙尾。桥面两侧有栏板望
柱，两端望柱外侧各雕一石狮代替抱鼓石”。
日久年深，南桥和东桥多次加宽加高，仍然可
以通过加重汽车。

五脊六兽四合院

清代乾隆年间，张氏后代张慎修，官至
浙江宁波府经历司经历，掌理往来文移之
事。张家发达后，建成五处相连的宅院。
嘉庆年间，张慎修的孙子张松茂考中进士，
这里又被人称为张进士村。

宅院东西相邻，坐北向南，均为四进院
落，主建筑在一条直线上，分别为大门、大
客厅、二客厅、后楼，后为马院。房顶上为
宫殿式房顶配置的“五脊六兽”，是清代富
甲一方大户的标配。整个建筑群占地
5000多平方米，有楼、房200余间。

主院居中，现存的大客厅是独特的“明
三暗九”建筑，即外面看是三间建筑，但室内
有九根一围粗的竖柱支撑，实占九间的面
积。朝南的一面没有墙，由槛框和格子门、
槛窗、雕花裙版组成，清代工匠高超的技术
让人惊叹不已。房顶上有五脊六兽，六兽的
龙须是铁须。这个房顶设计很奇特，秋冬不
落树叶，下雨不上瓦松。仔细观察，可能与
房顶高度和坡度有关。

家乐戏院娱乡邻

张村保存着一个完好的清代戏楼，
建于嘉庆初年，面阔3间，进深10米，坐
南面北。台前上部的护版垂饰，雕刻精
美，房顶箱脊垂脊保存完整，屋顶因

做工精细，至今不漏雨。
有人说，张慎修的妻子焦氏

是个戏迷，小儿子张锦章也喜欢看
戏，又取了一个戏迷妻子刘氏。张
锦章精心打理，家里有花不完的
钱，乡邻有什么难事，他怀里装上
元宝就出发。张锦章是个孝子，父

亲去世后，他怕母亲孤独，想建个戏楼，便走
访北方几个省选择戏院样式，找汝州最好的
工匠施工建造。

戏院为独立的四合院，东西宽约 15
米，南北长约 30 米。南部正中为三楹戏
楼，戏楼东接一间门楼，西接一间演员化妆
室和上下台楼。院内的东西厢房楼各5间，
北侧为观戏楼 5间，25间楼房围成一个广
场。观戏楼和东西厢房楼专为年长者观
看，年轻人、孩子和外村来的看客，只能站
在广场看戏。河南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主任彭恒礼教授考察后认为，该建
筑是河南仅见的“家乐戏楼”。

相传，张锦章夫妻因爱好不同，各自供养
一个剧团，经常出外演出，自负盈亏，剧团保
持着旺盛的活力。张村是曲剧的发源地，有
两个戏班，人称“大越调”“二越调”，久唱不
衰。剧团带动许多戏迷爱好者，培养了多名
演员。

筑寨挖洞防匪患

清同治年间，在张家带动下，村民出资筑
起寨墙，环村的河水成了一道天然的寨壕。

张村人见多识广，筑寨时还挖出了逃
命的地道。当地老年人说，地道总长约3公
里，60个出口，有的设在村民家里的水井、
红薯窑，或院内、室内的隐秘处，有的通往
村外的沟里。地道分为上、中、下三层，纵
横交织，陷阱、疑道、暗堡密布，如入迷宫一
般。地道内设有起居室、厨房和储藏室等，
功能齐全，攻守兼备，每当战乱时，本村及
附近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到此躲避。

民国时期，土匪作乱，张村人将老寨墙和
地道加固完善，增加了不少防御功能。抗日
战争时期，隐秘的地道保护了当地村民。

1944 年，日军占领了汝州城，组建伪
政权管理汝州。日伪在一些村镇和交通要
道设立据点，祸害百姓。张村和相邻的焦
村、李楼等村的地方武装，在焦村人焦道生
的领导下，组织联保联防。

1944年底，张村教员张钟鸣去大峪参
加亲友的一个宴席，被当地士绅引荐，面见
八路军司令员皮定均，两人聊起了当地的
抗日形势。在皮定均的引导下，张钟鸣从
中斡旋，焦道生的地方武装全力配合皮定
均的部队，联合共同抗日。焦道生给八路
军补给了不少粮食和弹药，为八路军到敌
占区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当地人说，当年
农历腊月，张钟鸣家里添女待客，皮定均和
焦道生远道而来，参加喜宴。

日军看中了汝东焦道生这股地方势力，
多次派人许以高官招降焦道生，均被焦道生
拒绝。焦道生不降，当地多个地方武装都在
观望，日军决定偷袭焦村和张村，血洗村落。

1945年农历二月初一晚，日军调集登
封、禹县、郏县和汝州四县的日伪军，决定
在天亮后围剿焦村和张村。

张村已故村民曾有文字记
载，当时八路军也发现了日军
的异动，怀疑敌人在汝州有
行动，紧急通知焦道生做好准
备。初二早晨，守候一夜的军
民正庆幸平安无事，远处便传
来密集的枪声，那是八路军正
在阻击登封方面的敌人。村民
同时发现了埋伏在村西的一小
股敌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
斗。村民们边打边退，全部撤
入村内，从地道安全撤进山
里。日军烧毁了几座草房后，
草草撤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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