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河入周界碑 诸葛寺村显庆寺院内蛟龙碑中国第一代登山家王富洲精神纪念园正在建设中位于瓦屋赵村的周口市文物保护单位瓦屋赵遗址

核心阅读
发端于伏牛山北麓， 一路向

东奔涌， 冲刷出美丽富饶的豫东
平原， 这是沙河赋予豫东人民最
慷慨的馈赠。

在沙河左岸， 经漯河市黑龙
潭乡黑龙潭村，沙河婉转曲折进入
我市西华县址坊镇。 春风吹拂，两
岸河滩上满满的油菜花在阳光下

金光闪闪，与河流融为一体，给这
个流动的玉带镶上了美丽的 “金
边”。 时而， 这些鲜嫩的花朵随风
翩翩起舞， 淡淡的花香弥漫在空
中，让人仿佛置身于美丽温馨的童
话世界。

近日，记者一行来到址坊镇，
近距离体会根植在这里的红色基

因，感受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

“瓦屋”遗址 仰韶文化

在西华县城西南 37公里处，记者一
行来到坐落在沙河岸边的址坊镇。当地群
众介绍，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人王培
基携妻来到此处，见这儿水草肥美、水运
便利，便以开设造纸作坊、扎纸房子（祭祀
用品）为业，远近闻名，拉动了纸坊村造纸
产业的发展，遂取村名“纸坊”，后以谐音
“址坊”为名，就是今天的址坊镇。

在址坊镇， 该镇党委书记潘厚君
告诉记者， 址坊镇历史悠久、 古迹众
多，这儿有仰韶文化遗址、东周列国盟
约处遗址、李庄村北古墓群、诸葛亮撒
灰过河遗址等， 均是县级或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仰韶文化的发现说明址坊
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在址坊镇工作人员王耀忠的带领

下， 记者一行来到该镇瓦屋赵遗址所
在地瓦屋赵村，只见这儿屋舍俨然，一
排排两层高的楼房整齐排列， 金黄的
油菜花如明亮的星星点缀在门前屋

后，整个村子生机盎然。 阡陌小路边，
年长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享受着太
阳的温暖，闲聊着今天的幸福生活。 难
以想象， 这个安静美好的村庄竟然属
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
存。 瓦屋赵遗址位于瓦屋赵村北，遗址
原为高岗台地， 面积 6500 平方米，文
化层厚 1 米~4 米，出土有鸭嘴形鼎足、
红陶钵、黑陶罐、粗把豆、灰陶壶等。 遗
址西部残存一段长 20 米、宽 4 米、高 3

米的周代夯土城垣， 具有很高的历史
价值。 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豫东历史
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被
评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耀忠介绍， 传说这儿曾经是齐
桓公伐楚时， 齐国将领驻扎之处。 据
《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四回叙述 ：惠王
二十一年（前 656 年）春，齐桓公率齐、
鲁 、宋 、陈 、卫 、郑 、许 、曹八国诸侯伐
楚，军前议和，盟于召陵 （今漯河召陵
区，与址坊镇隔河相望 ），其外延所部
将领曾驻扎瓦屋赵村北， 八国诸侯来
此犒劳将士，故称齐盟寨。 齐国军队在
此停留期间，曾有一员大将因病去世，
葬于寨东南角， 后当地村民在此地修
了两个寨，建了很多瓦房 ，取村名 “瓦
屋”。

“楚王南海目无周，仲父当年善运
筹， 不用寸兵成款约， 千秋伯业诵齐
侯。 ”两千多年后，唐朝诗人胡曾重述
这段历史， 表达了对楚国使者沉稳冷
静、不卑不亢、坚毅果敢 、机智灵敏外
交风范和外交智慧的钦佩， 是对最终
订立盟约事件的歌颂。 当地人介绍，明
洪武三年， 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一户赵
姓人家，见此处水陆交通便利，气候宜
人，在此繁衍生息，后人称该村为 “瓦
屋赵”，一直延续至今。

羽人戏蟾 舞蹈化石

址坊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域内有省级非遗项目 1 个———鸡毛人

逗蟾；市级非遗项目 4 个，分别是鸡毛
人逗蟾、赵氏花鸟布贴画、刘氏中医针
灸、 诸葛寺的故事； 县级非遗项目 8
个。 其中古老民间舞蹈———鸡毛人逗

蟾为女娲文化之分支，有豫东舞蹈“活
化石”之称。

鸡毛人逗蟾又名 “逗蟾舞”“羽人
戏蟾舞”， 是一种原始的民间舞蹈，是
汉民族民间舞蹈的一个重要舞种。 鸡
毛人逗蟾包括祭祀舞蹈、图腾舞蹈、巫
术舞蹈及生殖、劳作、生活 、战争等方
面的舞蹈， 表达了人们对自身繁衍的
关注，对祖宗神灵，甚至对自然界的生
物的敬畏。

鸡毛人逗蟾舞传承于该镇叶桥

村。 鸡毛人逗蟾舞的服饰为：鸡毛人身
着黄色服装（象征阳），帽裤衣连体，帽
子是尖的，高于头部两倍有余，面部开
有眼 、口 、耳窍孔 、缀鼻 ，全身缀以鸡
毛；蟾衣为绿色（象征阴 ），亦为连体 ，
着装时演员双臂合一为蟾的后独腿 ，
伏爬后两条腿为蟾的前腿， 蟾头缝置

于演员臀部位置， 蟾的形象与演员的
体形刚好相反。 起舞时，鸡毛人与蟾口
中不时吹出哨声，二人相互配合，嬉戏
相逗。

鸡毛人逗蟾舞起源于古代图腾崇拜

时期，已有近 3000年的历史。 在一代又
一代人的相传中， 如今的鸡毛人逗蟾舞
演变成了鸡毛人象征伏羲和雄性， 蟾象
征女娲和雌性。 舞蹈表现雄性鸡毛人在
劳作中遇到美丽、 快乐的蟾并发现蟾为
异性，于是有了对异性的追求。 同时，鸡
毛人雄性的魅力也征服了蟾。

据介绍， 鸡毛人逗蟾舞曾经一度
濒临失传， 在县文化部门进行普查时
被发现，后被评为市级、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重点项目。

武侯行祠 后人景仰

从瓦屋赵村向东南而行十余公里，
记者一行来到址坊镇诸葛寺村。

西华县志记载，诸葛寺汉冢墓在诸葛
寺村西北 2里处，原有鼎足式 3个土冢，现
只剩其中 1个，为汉代墓冢。

诸葛寺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 据村
民挖出的 3块石碑、2块石匾记载，诸葛
寺村古时叫“文昌寨”。文昌寨紧靠沙河，
水运交通便利，村西南处有一寺院。东汉
末年，豪强军阀割据混战，国家陷于四分
五裂，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诸葛
亮就出生在这个年代， 不幸的是诸葛亮
幼年失去父母。 传说，公元 194年，诸葛
亮的叔父诸葛玄被任命为豫章 （今江西
南昌） 太守，14岁的诸葛亮便携幼弟随
同叔父去豫章。路上三人路过文昌寨，夜
宿文昌寨寺院里， 得到寺内住持指点迷
津，言语非常投机。 后来，诸葛亮功成名
就后来到文昌寨谢恩，一时成为美谈。隋
唐时，该寺规模扩大。 唐显庆年间，显庆
皇帝下旨扩建寺院，后称“显庆寺”。明朱
元璋御笔亲题“武侯行祠”，又改显庆寺
为“诸葛寺”，改文昌寨为“诸葛寺村”。

随着时代变迁， 今日诸葛寺已不及
历史规模，史上建制的四通蛟龙碑，一通
埋于寺院内，一通碑身、碑首被损，另外
两通保存完好。

走进诸葛寺院内， 只砖片瓦都是历
史的记载，都在见证着聚“民族智慧的化
身”“鞠躬尽瘁的典范”于一身的诸葛亮，
被后代人钦佩、景仰。

腾霞故里 闪耀光芒

在西华县址坊镇南陀村东头， 有一
个院落比较简陋。在院子南面的院墙上，

“马腾霞故居”几个大字赫然入目。 村民
们介绍， 这儿是西华县早期共产党人马
腾霞曾经居住的地方。

马腾霞，又名马学铭、马梦霞，1911
年生于西华县址坊镇南陀村，1933年壮
烈牺牲。

当地人介绍，马腾霞 1927年在开封
东岳学校读书时加入共产党。 1928 年
秋，党组织派其回西华工作，在青年村青
年公学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发展党员，建
立组织，宣传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
后因党组织遭到破坏，离开该校。

1932年，中共豫东工委又派其与刘
修英(共产党员)等人分别到沈丘县立五
小、黎明女校任教，马腾霞任中共槐店区
特支书记。不久，他们领导发动了一场砸
教堂、驱洋人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以县
立五小为核心，联合黎明女校、乐育等校
师生，进行集会演讲，游行示威，高喊革
命口号，围攻砸毁教堂，把财物分散给穷
人，吓得教主神父胆战心惊，越墙而逃，
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国民党反动派对示
威师生进行了武力镇压，马腾霞被逮捕，
刘修英转移，校长庞正斋(共产党员)被迫
辞职，学校停课，参加人员被勒令赔款和
经济处罚，党组织遭破坏，沈丘县党的活
动陷入低潮。

当地群众曾编顺口溜反映此次运

动：槐店小学校，打了天主教。 灭了洋人
威，长了民族志。 屈辱县政府，鬼子受袒
护。 押住马梦霞，修英被逼走。 为救马梦
霞，群众把钱拿。 毁了庞老弼(庞正斋的父
亲)，田地卖干啦！

马腾霞组织领导这场轰轰烈烈的反

帝斗争， 打击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嚣张
气焰， 增强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勇
气。 由于当地广大师生和爱国群众对马
腾霞有着深厚的感情， 千方百计筹款
1800块银圆， 把他从牢里保释了出来，
并及时护送转移外地。

1933 年春， 受爱国人士王拱璧邀
请， 马腾霞到河南省方城县嵩山公学任
教， 因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
李子纯一起参与策划国民党 30 军军长
彭振山倒蒋，不幸被捕，宁死不屈，英勇
就义。

如今， 马腾霞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
佳话。

登顶珠峰 精神永恒

在址坊镇南流村东头沙河岸边，一
方巨石赫然挺立，巨石的正反两面，镌刻
着用隶书题写的几个大字———“王富洲

精神纪念园”，书体厚重，用笔遒劲，寄托
着当地人民对登山家王富洲的缅怀及崇

敬之情。
说起王富洲，址坊镇无人不知，他的

英雄事迹让全国人民心生敬仰。
王富洲于 1935年出生在址坊镇南流

村， 从小在沙河岸边成长的他有一个愿
望———将来能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因
此，他发奋学习，在村里读完初小，又到镇
里读了初中，后又到百里之外的淮阳县读
高中，1954年，19岁的王富洲考入北京地
质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

王富洲当初选择地质考察类专业，
是因为他觉得可以把个人兴趣和理想完

美融合。 1956年，就读大学期间，王富洲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身材高大魁
梧、 身体素质超群的王富洲也被组织选
中，成为一名登山队员。从北京地质学院
毕业，他被调入国家登山队，性格倔强、
做事执着的他很快脱颖而出， 加入了中
苏联合登山队， 他与苏联登山运动员一
起， 登上苏联境内海拔 7134 米的列宁
峰。

1959年 2月，王富洲又与我国登山
队员一道， 登上西藏自治区境内海拔
617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东北峰。 当年 7
月， 又登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海拔
7546米的幕塔克峰。

就在那一年， 王富洲获得了运动健
将称号。

1960年 2月，组织向已经成为国家登
山队中坚力量的王富洲等人下达了一项光

荣而艰巨的任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

峰！ 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
但凡对登山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珠

穆朗玛峰的北坡是一条 “死亡之路”，即
便在各方面条件大为改善的今天， 从北
坡登顶珠峰也是极其艰险的事情， 更别
说是在几十年前。 1960年 5月，王富洲
带领队友贡布(藏族)、屈银华，开始向珠
穆朗玛峰北坡发起冲锋， 王富洲担任突
击队长。

5月 25日凌晨 4时 20分， 王富洲
与队友一起成功从北坡登顶珠峰， 将这
座海拔 8848.13米的世界第一高峰踩在
脚下，并将一面五星红旗留在峰顶，作为
见证。 王富洲等人由此完成了人类历史
上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伟大壮举，
在中国登山史乃至世界登山史上留下光

辉的一页。
据王富洲本人生前讲述， 珠峰上的

气压极低，气温更是低至零下 70℃，在登
顶的最后阶段，一行人体力耗尽，每往上
攀爬一米， 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体力和勇
气， 完全是凭借着一股强大的毅力和信

念，互相托举着，组成“人梯”，踩在彼此的
身体上，拼了命地往上爬。

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 为了防止登
山鞋的鞋钉踩伤队友， 王富洲脱掉了登
山鞋， 零下 70℃的超低温瞬间袭来，王
富洲的脚部失去知觉，冻成冰块。就在那
次登顶中， 王富洲的脚趾头冻掉了好几
个，手指也严重冻伤，比正常人的手指短
了一截。

1975年，王富洲与中国登山队再次
出征珠峰，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这次集
体登顶珠峰人数之多，科考成绩之大，在
世界登山史上前所未有。

由于长期从事登山运动， 王富洲的
身体留下多处病根，晚年饱受脑血栓，听
力、视力障碍的困扰，几乎每年都会旧伤
复发， 病痛让他背负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压力，但他依然乐观地面对人生。

王富洲是勇敢的攀登者， 同时也是
精神的引领者， 一代又一代的登山者在
他的感召下， 让五星红旗在世界之巅迎
风飘扬。

为把王富洲不畏艰险、永不言败、舍我
其谁的大无畏精神，勇往直前、为国争光、无
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发扬好， 目前，
“王富洲故里”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王富洲
故居计划占地两亩，前面是游园，中间是住
室，后面是展厅。

守护根脉 强基固魂

在址坊镇各村，处处一片繁荣景象：
工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农业生态发展
多种多样。近年来，址坊镇依托优越的文
化历史资源和区位优势， 各方面发展蒸
蒸日上。

址坊镇镇长李文涛介绍 ， 面对
新的机遇 ， 该镇将充分利用历史文
化资源优势 ， 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胜
地 。 按照 “守好红色根脉 ，一张蓝图
绘文化 ，固根基 、铸灵魂 ，大力推进
红色文化旅游事业 ”的发展思路 ，建
设王富洲精神纪念园 、马腾霞故居 ，
对南流 、南陀村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
模仿陕北窑洞风格建造的混砖窑洞

民居资源进行集中修缮 ， 联通各家
窑洞屋顶平台 ， 形成独具特色的址
坊天上街市 。

同时， 该镇将致力于打造诸葛寺村
诸葛寺、 公主墓、 灰渡口闭环文旅观光
带，高质量建设沙河生态经济带。突出址
坊特色，最大限度用好水资源、做活水文
章，打造一条融自然性、生态性、亲水性、
人文性、红色性为一体的文化长廊、休闲
长廊和生态长廊。 ①2②16

广袤的豫东平原上，滔滔江河顺流而下，滋润一方水土，哺育一方生灵，承载浮沉，历经沧桑。 远古时期，先民缘水而居，傍水而行，“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
以济不通”。 航道作为一种原始的运输通道自然萌生。

周口，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有过辉煌的内河航运史，沙河、颍河、贾鲁河等众多河流，千百年来默默守护着三川大地，滋养着周口人民，也见证着周口的沧桑巨
变，孕育了独特的“漕运文化”。 漕运的兴盛，让四方商旅齐聚周口，给周口打下深刻商业烙印的同时，也带来了街道的繁荣和会馆的兴起。 近年来，周口的中原港城建设
日新月异，临港经济风生水起。 新的一年，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周口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确立了周口“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定位。

为深入做好“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同时为周口“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战略定位进行历史溯源、寻找文化脉络。近日起，本报组织精兵强将，
沿沙河、颍河、贾鲁河等河流所经乡镇（周口流域内）深入调研采访，用大河奔腾向前的自然线有机串联文化线、历史线、故事线、成就线、精神线，讲好内河润泽经济、繁
荣人文、滋养民生的故事。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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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坊镇：突出地方特色 打造文化长廊
记者 王彦涛 张劲松 张猛 苑美丽/文 李龙周 王亚辉/图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之大河奔腾

美丽的沙河从址坊镇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