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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鲜明 陈学桦

在南太行，有一个叫作九渡的村子。去过
那里的人说，那地方啊，美得很，不仅有好多古
树、古民居、古寨子，而且山清水秀，人称“豫北
小桂林”。当时很好奇：它怎么就起了这么个
名字？难道它是某条河上的渡口，而且是第九
个渡口？一打听，呃，不错，九渡就是第九个渡
口的意思，在丹河岸边，是一个传统村落，也是
一个行政村，属于沁阳市常平乡。

来九渡村采访，第一站，村支书刘桂林把我
们带到一个叫尚河的自然村。这是他的老家。

村子在靠近山顶的台地上，群峰环抱。村
口有一个平场，场子上有一棵古槐树，蝉声唧
唧，清风习习。几位老人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乘
凉，见了我们，站起来打招呼。我搭讪道：“老
乡，这儿凉快啊！”他们笑哈哈地回答：“唔，凉
快，比哪儿都凉快！”

我们坐在树下，跟那几位老人聊天。其
中，有一位名叫刘琪英的老人，今年 79岁，头
脑清晰，健谈。说起周围的山水形胜，他满脸
慈祥，娓娓道来。他说，村子东南西三面的高
山，都叫“鹫山”，那五座山峰其实是五尊大佛，
每尊大佛都有名字。他指着一座座山峰说：

“那是弥勒佛，这是阿弥陀佛，那个是西天古
佛，最高的那个是如来佛，最东边的是药师
佛……”他说，除了这五尊大佛，还有一座天
门山，就是山顶上有一个大洞的那座，钻过那
个天门，就到了极乐世界。说起村子的历史，
老人指着场子南面那座石头寺庙说，庙里有石
碑，从碑文上看，这个村子最迟在明朝崇祯年
间就有了。

他说的那座寺院叫朝阳寺。看外观，寺院
像是古堡，石墙老旧，苍苔斑斑。进得寺院，门
洞之上是“舞楼”，也就是戏楼。入院，迎面是
一个过厅，即“看楼”，是神和人看戏的地方。

“看楼”背后是正殿，里头供奉着佛祖、菩萨、太
上老君，还有孔夫子。据寺中那通立于大明崇
祯五年的“金粧三教碑”碑记说，自从供奉了这
些神仙，该村“果蒙三教有感，人口安然”。刘
琪英老人说，这个村子风水好，村民祖祖辈辈
身体好，头脑聪明，明朝时期还出过府官。

出了寺院，回到场子上，从这里往下看，村
子一览无余。一个一个石头院子在石径之间
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就像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蜂
房。一个个院落就像是一张张嘴巴，似乎想说
些什么，最终只吐出一股一股清风。刘桂林
说，像这样的石头院子，这里有88处。年轻人
打工去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如今大多数
院落都空了，倒是院子里和山崖边的那些古
树，依旧生机勃勃。那古槐，那榔榆，凭经验判
断，树龄大约在 1000 年至 2000 年。老人们
说，这些古树早都成了神、成了精。1939年春
夏之交，中国军队在这里跟老日打过一仗，消
灭了2000多个日本鬼子。不光大人小孩帮助
部队打鬼子，连古树都在帮忙。当时，团部设
在村子的一个院子里。鬼子的迫击炮朝团部

大院打过来，院子外头那棵千年古树挡住了那
发炮弹，团部和院子安然无恙。村民认定是古
树显了灵，像对待英雄一样来拜树，给它烧纸
上香，年年供奉。

在九渡，到处可以见到几人搂不住的古
树，凡古树都有故事、都有名堂。

那天下午，在返回九渡的路上，见到路边
有一个自然村，名字就叫“槐树底”。村口那株
古槐，树身虬曲，树皮老得像岩石，却依然枝繁
叶茂。这棵槐树很有名，《刻在石磨上的勋章》
《红剪花》等影视剧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其实，在九渡，有故事、有名堂的地方很多。
最吸引人的，是村部西边的九渡寨。这是

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又名“宋寨”，当地人
也叫它“六郎寨”，据说是当年杨六郎在此修建
的。那时候，这里是北宋和辽国的分界线，也
是抗辽前线。“六郎寨”，我更喜欢这个名字，它
就耸立在九渡村村部西面的一座山包上，半山
腰的关帝庙像一只宽大的手掌将它高高举起，
像是在给它加持。

这“六郎寨”是巨石构筑的城堡，远远望
去，宛若一位仗剑屹立的将军，巍巍然，高可摩
天。沿高大的拱形城门进入，是东西走向、南
北对应的两进二层石头楼房，东西两端各有一
座大殿式主房，这些建筑共同构成坚不可摧的
城堡。城堡顶上是环形城堞，有一座半圆形炮
台。站在这要塞之上，但见东侧是滔滔丹河，
西侧是高耸山峦，北依太行，南控平原，进可
攻，退可守，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军事要塞。在
古寨之上徘徊复徘徊，遥想当年杨六郎栉风沐
雨戍守边防的情景，心中涌起万丈豪情和无限
遐想。陪同的村干部指着六郎寨东面、丹河对
岸一座山的山腰处的一堆石头说：“那就是杨
六郎墓。村里自古有个传说：杨六郎临死的时
候留下遗嘱，把他埋在这里——他就是死了，
也绝不后退半步。”

站在这“六郎寨”上，蜿蜒奔流的丹河、石
头垒砌的水磨坊、白墙黑瓦的村部大院和参
差错落的石头农舍尽收眼底。刘桂林指点着
四周的山水对我说：“上头有规划，村里也有
规划，这里要搞大开发。按照规划，要在这丹
河上修建水库。水库建成后，咱们站着的地
方正好成了临水的景点。到那时候，水库两
岸，整个村子，包括已经开发的神仙洞那一带
都是景区啦！到时候，你们再来采访，看看会
是啥样子！”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下山，前往下一个自然
村。在路上，刘桂林一直畅想着村子开发的前
景。他说：“村里眼下的任务是：保护好我们的
山，保护好我们的水，保护好我们的古树，保护
好我们的文化。”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里沟。这是九渡最
南面的一个自然村，原本有十几户人家，现在
只剩下杨秀敏这一家了。

她家在村口，上了坡，我们顺势来到她家
门前，在院子前那棵大槐树底下乘凉。杨大妈
很热情，又是递扇子，又是倒茶，笑呵呵地跟我
们聊天。村干部介绍，杨大妈今年72岁，是老
党员。看到她身板挺直，谈吐干脆利落，猜想她
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能干。一问，她年轻的时候
当过铁姑娘队队长。村干部表扬杨大妈，说前
段时间上头在这里修柏油路，她天天义务往工
地上送凉茶，支持山区开发。杨大妈不好意思
地笑笑，说：“那点小事儿还搁着说？看那些娃
娃大热天出力流汗，心疼。人家来搞建设，别的
忙帮不上，送点茶水还不是应该的？”

从杨大妈院子里出来，绕过一个一个石头
院子，我们来到一座古寨上。这时候，夕阳在
山，四周寂然，山影、古寨和古树似乎都陷入了
回忆和冥想。当然，也可能是在期待，期待着
大开发的那一天。这一刻，恍然觉得自己正站
在一艘大船的船头，这大船即将启航，向着光
明灿烂的远方。

对了，这“大船”，正是九渡。
而想象中的那个情景和意象，当称之为

“九渡之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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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子奇

一

淇水汤汤，蜿蜒在太行山的峡谷，急促而从
容。数千年前，漫山遍野的竹林，葱郁茫茫。有
风吹过，竹叶流水一般起伏着，先人们用竹子做
着最早的弓箭，或者生活工具。沿着淇水而茂
的竹子，不仅是北方最壮观的竹林，更是我国竹
文化的起源。

现在，这里仍然留下淇竹的一个符号。在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境内，山峦下临河而居的
竹园村和山顶上的柏尖山村，合并为一个行政
村柏尖山村。

竹文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追溯它的源头，
竟起自淇河岸边。《诗经》中《国风·卫风·淇奥》
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
如箦（zé）”起兴，描写了淇河两岸的淇竹风光，
歌颂了卫国第11代国君卫武公的美德，赋予绿
竹以人的精神、道德、情操，教人做世间君子，刚
正不阿，光明磊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松、竹、
梅被誉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
君子”。

淇竹名传天下，誉满古今。“邠（bin）苇载
《颂》，淇竹传《诗》。”“《诗》咏淇水，《骚》美江干。”
淇竹文化和中华竹文化，由此开了先河。柏尖
山下的竹园，正是千年前茂盛竹林的一角，竹文
化拔节生长的河岸。

二

太行山蜿蜒到柏尖山时，山峦已趋平缓，站
在柏尖山村的村口东望，隐约可见辽阔的华北
平原。

村口是一棵历经沧桑的古柏，岁月已经在
泛白的柏籽上落下了数百年的风尘，孤独的老
树仍然繁茂生长，多少人已经在树下走散。

村中的白龙庙见证着村庄的古老。白龙庙
在村西紧靠淇河的坡地上，有山门、拜殿和后
宫。山门为悬山顶，有一人多高，瓦当为兽面图
案，山门做工精细，每道砖缝都经过细心打磨。

据村中老人介绍，该庙建成后，又建了戏
楼，戏楼建成于 1416年，推测白龙庙至少已有
600年的历史。

拜殿是一座南北为墙、东西各靠两根柱子
支撑的亭式建筑，宽约 6米，进深约 4米，上方
为卷棚顶。四个石柱的柱础约有半米高，上下
略粗，中间略细，形如灯塔。柱础上方雕刻有
斜形线条，如同莲花；中间雕有四条细细的石
柱，如同灯体；下面雕有三角形图案，又配以别
致的花形。

殿内立着数块石碑，一块石碑上刻“柏尖山
威惠督龙王庙重修碑记嘉庆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立”，另一块石碑上刻“敕封柏尖山威惠督龙王
庙重修碑记大清光绪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立”。

与拜殿仅有半米之隔的是后宫。正门上方
有块石匾，上书“威惠督龙”四个字，模糊不清，
相传为皇帝所赐。

山顶之上的村庄，许多的房屋保留着原始状
态，断墙和塌屋裸露着古老岁月的痕迹。如今，
远来的人驾车而至，会不会惊扰了这里的安静？

三

从柏尖山沿山而下，近水的竹园村隐在山坳
里。小村因竹而名，印证着历史深处的竹涛如
海。村口的新竹正在拔节，仿佛是久远的回归。

竹园村与桑园村相邻，两村历史同样悠
久。早在商周时期，桑园村负责为王室种桑养
蚕，缫丝织绸；竹园村绿竹成林，以为王室造
箭为业。竹园村的历史可以远溯到 2000多年
前，那时属于春秋早期的卫国。从竹园村沿
着淇河向南，曾经有卫国第十世国君卫武公
所建的淇园，它是我国第一座皇家园林。淇
园当初的景物结构、建筑形式无从查考，但它

“绿竹茂盛”则是肯定的，是我国最早的绿竹栽
培地之一。南朝《述异记》记载“卫有淇园出竹，
在淇水之上。《诗经·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
猗’是也。”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魏都赋》中称：“南瞻淇
奥，则绿竹纯茂。”

隋朝牛弘在《大射登歌辞》中用“乌号传昔
美，淇卫著前名”来赞叹包括竹园村在内的淇园
出产的淇卫竹箭品质高，说它比传说中黄帝用
过的乌号弓箭更加优良。

“淇以北，洛之阳。买花移竹且迷藏。”从南
宋魏了翁的一诗句中可知，这一带的竹子和洛
阳牡丹一样名满天下。

汉武帝时期，为治理黄河水患，汉武帝刘彻
命汲仁、郭昌率十几万人堵瓠（hù）子口（今濮
阳县西南）决口，将士负柴填堵仍然堵不住，于
是刘彻下令伐淇园之竹以堵决口，最终堵住决
口。这次治理水患虽然成功，但由于大面积砍
伐竹林，对淇河沿岸竹林造成了严重破坏。

东汉时期，河内太守寇恂在淇河沿岸伐竹，
造箭百万余支，支援刘秀北伐燕国。包括竹园
村在内的淇河沿岸的竹林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到了南宋，淇河两岸的竹子遭到南下金军
的毁灭性砍伐，竹园村竹林茂盛的景色不再。
岳飞之孙岳珂诗句“北都旧产无淇竹，见说园池
芦苇多”，说的就是淇河岸边竹林衰败的景象。

四

在竹园村，静静矗立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
治四年（1865年）的深宅大院，由村民郭安元所
建。

院落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从前到后依次拔
高，气势恢宏，5座庭院同在一条直线上，除第五
座庭院的堂屋没有后门外，其他堂屋都有后门，
形成“九门相照”的格局。

郭家是当时的大户，“九门相照”建造十分
不易，5座庭院共21栋建筑、61间房，历时37年
才建成。“九门相照”院落内，大门上方刻着“半
耕半读”“勤俭人家”等字样的匾额，由此看出郭
安元对后人的勉励之意。

这座大宅院几乎全由条石砌成，墙上斑驳
的石缝，墙下厚重的青苔，向世人诉说着百年
沧桑。

“九门相照”院落厢房的外窗是圆的，且被分
成五部分。郭家的后代说：“这是为了防止土匪
偷袭，一方面可以用来观察敌情，另一方面可以
开枪还击。我爷爷说几十年前，土匪经常来这里
抢钱、抢粮，有时候还绑人，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有一次他发现土匪偷羊，赶紧开枪，差点儿打中
土匪，吓得他放下羊就跑了。”

院落的大门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上门闩
后，摁住内部的小木片儿才能将门闩拉开，从外
面用刀片等工具是拨不开的。如果有不知机关
的外人进来，也是出不去的，设计十分巧妙。

郭家“九门相照”对应的，是村东山壁上的
九曲栈道，当地人称之为“九道拐”。竹园村四
面环山，村前临河，出入不便，村里只有一条山
间羊肠小道可供村民出入。郭安元就领着自己
的家人，用了一个冬天，整日上山砍伐荆条，换
来铜钱，开始了修筑九曲栈道的工程。而今，栈
道依然九道弯曲，岁月的皱纹刻印在了坚硬的
岩石上。

淇水不息，太行不枯。柏尖山村和竹园村
带着千年的印记，诉说着现世的静好。勤劳的
村民早已开始种植大片的竹林，期待着早日恢
复淇河岸边绿竹茂盛的景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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