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垆泥传奇
□ 凤毛

终因“自定价”回看“七因果”

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有五个儿
子，四个都做了高官，唯有二子山淳
终身不仕。山淳不愿做官，不是因
为个人才能不济，相反，五子之中山
淳最出色，并且作为皇帝司马炎的
表兄弟，山淳自幼与皇帝一起长大，
情感最深。司马炎屡屡对山淳委以
重任，都被谢绝。

山淳来到家乡河内郡做起了酒
生意。这种酒出自竹林七贤之手，
是竹林七贤于护国寺内，在住持朱
士行的帮助下，精心酿造和调制出
来的。由于竹林七贤极其爱酒懂
酒，由于竹林七贤和朱士行都是天
分极高之人，酿制出来的酒“意态极
为风骨”，“口味极为醇美”。这种酒
被山淳命名为沁怀垆泥酒。

山淳做酒生意，本意不在赚钱，
而是为了纪念竹林七贤的气节和风
骨，为了纪念朱士行的高风和大
德。竹林七贤和朱士行成也在酒，
败也在酒。山淳要通过这种绝美的
酒文化传承，让世人永远敬服这一
感天动地的文化艺术奇峰。

当年的护国寺随着嵇康被杀、
朱士行西行而被焚为一片焦土。附
近的黄公酒肆也没有了七贤豪饮高
论的身影。山淳将黄公酒肆修葺一
新，向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沁怀垆
泥酒。山淳卖酒的方式绝无仅有，
酒没有定价，完全由顾客凭感受自
觉付费，感觉酒好就多付，不好就少
付，要么就不付。

不少人都认为山淳要赔惨了。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山淳很短的时
间内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

山淳用这些钱财复建了皇家寺
院护国寺，寺内供奉佛教神仙之外，
还供奉了朱士行和竹林七贤。

事实上，垆泥酒之美，不仅仅在
于其品质极美极妙，而且在于它见
证了东汉王朝的诞生，见证了佛教
传入中国，见证了竹林七贤的诞生，
见证了“猪八戒”的诞生，见证了“黄
公酒垆”等一系列文化典故的诞生。

公元8年，西汉外戚王
莽篡汉建立新朝。新莽末
年，天下大乱。出生于南阳
的皇族刘演、刘秀兄弟加入
绿林义军。绿林军拥立刘
玄登基，是为更始皇帝。公
元23年5月，爆发历史上著
名的昆阳之战，刘演、刘秀
兄弟带领军队，以1.7万人
的兵力击败王莽 43 万军
队，创造了历史上极为经典
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从根本
上动摇了新莽王朝的统
治。刘玄封刘演为大司徒，
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刘演、刘秀兄弟功勋巨
大，威望日隆，引起刘玄的
极大猜忌。刘玄设计杀害
了刘演，同时欲置刘秀于死
地。

刘秀深知杀身之祸会
随时降临，苦苦寻找自保之
策。他向刘玄请辞，到河北
地区招抚列强。刘玄应允，
旋即暗中派人于中途追杀
刘秀。

临行前一天晚上，刘秀
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波光
粼粼的大河，旁边耸立一个
高台，高台上坐着一个身长
一丈六尺的巨人，面呈金黄
之色，项有日月之光。刘秀
惊遇神人，趋步近前，神人
用手指在刘秀胸口点了三
下，道：“怀地望，拥天下。”
刘秀不解，忙问何意。神人
一言不发，乘祥云往西南而
去。

刘秀倏然醒来，心想，
河内郡有怀地，秦初称怀
县，“怀地望”，莫非指的是
河内郡的怀地？

刘秀带领几名随从，奔
向怀地。突然，刘秀发现一
大队人马呼啸着追杀自己，

由远及近，情势十分危急。
这时，远远看见官道旁不远
处，有一株槐树，硕大无朋，
华荫如盖。树下端坐一老
者，一袭白衣，白须飘然，正
襟端坐，仙风出尘。

老者不紧不慢指引刘
秀向小路逃命，竟然摆脱了
追杀。

刘秀向老者大礼参
谢。老者道：“怀地望，拥天
下。”刘秀惊异，老者所言与
梦中神人所言一样。刘秀
愈加谦恭。老者又道，怀地
及天地心怀，五方配五行，
怀地属天地中央，中央以土
德属之。垆泥实属天地怀
心之宝，在食则去病疾，在
物则为珍宝，在人则为龙
凤。

刘秀得知，此老者乃槐
王爷，又称古怀爷，是心神
和智慧神的化身。怀地乃
天地心怀，依人天同构、人
天同象之原理，天地之心正
在怀地。心主神明。

刘秀恭敬地取一拓垆
泥珍藏胸口，果然一路化险
为夷，遇难呈祥，终于收服
河北。公元25年，刘秀建
立政权，是为东汉。刘秀即
光武皇帝。

又数年，光武帝刘秀一
统海内，八方归服。

刘秀知恩图报，一方面
感念古怀爷的恩德，另一方
面始终有一个沉重悬疑挂
在心头，那就是，梦境中出
现的金面神人，到底是何方
神圣。

在定都的问题上，刘秀
没有选择西安，而是选取洛
阳。在当时，洛阳的定都条
件要比西安差得多，但是光
武帝力排众议，其原因就在
于洛阳离怀地很近，便于光
武帝关爱怀地，探究金面神
人的真相。光武帝在怀地
建立行，重修古怀庙。

光武帝始终把怀地当

作自己的龙脉福地，在位32
年间，18次来到这里，对百
姓倍加关爱，减免赋税，休
养生息，使当地的百姓生活
得十分美满富足。

公元57年，光武帝去
世，继位者为汉明帝刘庄。
光武帝对儿子唯一的政治
遗嘱就是，一定想方设法搞
清楚金面神人的真相。

永平7年的一天夜里，
明帝梦见一个神人身形高
大，面呈金黄之色，项有日
月之光，绕宫殿飞行，忽又
朝京城的东北方向飞去。
明帝一路追随，追到一条大
河旁，看到一个耸立的高
台，神人落足高台，转眼身
形不见。梦醒第二天，明帝
将神人形象描述给画师，让
画下来。明帝带领群臣来
到怀地，以梦境和图像询问
当地百姓。

有百姓答：“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
乎？”

当时佛教刚刚由民间
传入中土，大多数人对佛教
尚一无所知。汉明帝派羽
林郎中秦憬、蔡音等前往天
竺、西域求取佛经。秦、蔡
等人在西域遇见了印度高
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三
年后也就是公元67年，他
们一同返回洛阳。迦叶摩
腾、竺法兰带来了佛祖图
像、大量经卷及19份佛祖
真身舍利。佛祖图像与明
帝梦中神人形象的画像一
模一样。

明帝终于明白，几十年
来一直弄不明白的金面神
人，就是佛祖。明帝当即下
令在京城修建白马寺，翻译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带来的
经卷，在怀地的行宫左近修
建护国寺，祈求佛祖永远护
佑汉家王朝，在白马寺、护
国寺各修建十三级浮屠塔，
分别珍藏一块头骨舍利和
胸骨舍利。白马寺和护国
寺由此就成为佛教传入中
土的第一、第二古刹。特别
是护国寺，作为皇家寺庙，
规格形制更高。

汉明帝是中国古代帝
王信佛第一人。他以教治
国，政治宽和清明，经济社
会十分发达。护国寺成为
当时的文化中心。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
经历了明帝后期大发展之
后，随着汉明帝去世，陷入
缓慢发展期，原因在于土生
土长的儒道文化对外来文
化的排斥和抵制，由此上演

了儒道释相互斗争，也是相
互融合的“三国演义”，护国
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最
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儒道
释“三国演义”的结果是，佛
教比附道家思想、吸收儒家
精华而有所发展，儒家长期
以来的“独尊”地位快速丧
失，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有

“新道学”之称的玄学一枝
独大，蓬勃兴起。

玄学是东汉魏晋时期，
以“三玄”思想为骨架，力图
摆脱繁琐经学，调和“自然”
与“名教”的一种哲学思潮，
着重讨论“本未有无”问题，
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蔑礼法而崇放达”，是中国
思想史上的一座奇峰，对后
世思想、文化、艺术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玄学代表人物众多。
其中，嵇康、阮籍、山涛、向
秀、刘伶、王戎、阮咸等七人
最为著名。他们竭力反对
司马氏统治的黑暗与虚伪，
追求人性上的自然、精神上
的自由、行为上的放达，大
力倡导玄议清谈，形成了当
时的社会文化明星和中国
历史上的文化标识。护国
寺，与其说是佛教寺院，不
如说是儒道释争鸣中心，与
其说是儒道释争鸣中心，不
如说是玄学兴起的大本营
和扩张的指挥部。玄学思
潮完全占据意识形态的主
导地位。

玄学最具代表性的是
嵇康等七人。一般认为，玄
学代表人物在山阳一带太
行山南麓聚集活动，因为有
大片竹林，因此称为“竹林
七贤”。事实上，竹林七贤
的称谓，是在100多年后的
南北朝时期，文化界比附

“建安七子”，对七个人物的
敬称。国学大师陈寅恪认
为：“竹林之辞，乃托天竺竹
林精舍之名，加于七贤之
上。”竹林精舍，汉译“迦兰
陀竹园”。释迦牟尼成道之
后，四处奔波宣扬教理，跟
随者常有数百人。他们没
有固定休息的地方，白天在
山边、树下学道，晚上在颓
垣、破屋住宿。竹林精舍是
佛教史上第一座接受捐赠
而来的供佛徒专用的建筑，
是佛祖宣扬佛法最初的场
所，也是佛教寺院的前身，
后世把竹林作为佛教寺院
的代称。竹林七贤的竹林，
并非指竹子之林，而是指佛
教徒心目中的圣地，也可以
理解为内心追求的高洁清
远的意境。把竹林理解为
竹子之林，未免浅陋。再
说，当时的太行山周边未必
生长有竹林，即使有竹林，
也是野外荒郊，人们未必常
往，七贤及众多玄学大师也
未必能够成聚。

（未完待续）

一因怀垆泥，
果然一帝国

二因汉明帝，
果然兴佛学

三因护国寺，
果然有竹林

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