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昊陵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陵

庙! 随着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挖掘

和伏羲文化的传播!知名度越来越高!影

响越来越大!谒祖朝圣者日盛一日"而太

昊陵庙最神圣的地方莫过于太昊伏羲氏

之陵" 所有到此者皆顶礼膜拜" 拜谒毕!

都要情不自禁地观瞻耸立于陵前的墓

碑" 由于该墓碑年代久远!碑面斑驳!字

迹模糊! 常使拜谒者叹惋" 该碑没有题

跋!没有落款!中间的#太昊伏羲氏之$六

个字尚依稀可辨! 后一个字是 #陵$%是

&陇$%是&墓$%是&莫$!已争论了很久!并

有传说种种!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谜'

关于该碑的年代"该碑因为没有落款

时间和书者!志书又不曾记载!它的考证

确实很难" 为此!笔者在编著(太昊陵)一

书时!曾经查阅了淮阳当时所能看到的志

书和其他资料!均未有所获* 清朝顺治十

五年
!"#$%&

的(陈州志)关于太昊陵的记载

开篇就说+&太昊陵在州城北三里许!古所

谓太昊之墟!隋以前尽未知崇奉* 唐太宗

贞观四年始禁民刍牧*周世宗显德元年敕

官吏禁民樵采耕犁!然未置守之者* 宋太

祖建隆元年!始置守陵户!然未有祭也*乾

德元年诏每三年一飨!以仲春之月!出大

牢祀官!以本州长官* 有故!则上佐行事

官!造祭器*然未有庙也*四年!诏立陵庙!

置守陵五户!春秋祀以大牢!御书祝板*开

宝四年增守陵户二! 定配享仪以时荐祭!

以朱襄,昊英配!牲用羊豕* 九年!命修祠

庙-.$ 赵匡胤在位
"#

年!&建隆$,&乾

德$,&开宝$均为他的年号*

此后!宋代虽有多次修葺!但是!都

是&修$!而不是&立$!唯有宋太祖赵匡胤

诏立陵庙!其(修陵奉祀诏)在志书里有

载!并收入笔者所著(太昊陵)一书*元代

祀事不修!元末&荡然无遗矣$*太昊陵现

存建筑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诏修建

的!但到正统元年/

"'(#

0才正式重建!且

以后的多次整修都有详细记载* 而宋代

的多次整修都没有碑文传下来* 宋太祖

赵匡胤当皇帝后三次诏立和扩建陵庙!

庙宇建起了!而且气势宏伟!地方官府不

可能不在陵前立碑*由此可以判断说+该

墓碑应是赵匡胤在立庙时竖起的!&太昊

伏羲氏之陵$ 七个大字应是当时的书法

家书写* 谁人书写!现在已无从考证* 有

人曾推测说! 可能是隋朝或者更早时候

立的碑*这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春秋时才

在此兴起坟头!汉时才在坟前兴建祠堂!

又&隋以前尽未知崇奉$!在没有庙宇的

情况下!怎么会立一巨碑呢1

关于该碑碑文的书者* 笔者所见到

的最早的文字记载首先是民国
))

年

/

"*((

0(淮阳县志)! 有一页专门介绍该

碑!并附有临摹的文字* 介绍文字说+&此

碑在太昊宓/伏0羲氏墓前!碑高丈五!字

大尺半!笔力雄伟!苍老古劲!临摹抚未

能稍作下一字!作2陵3又作4陇5!现碑上

此字已磨减不能辨识' 相传此碑为苏文

忠女弟巾书! 兹以为苏长公书! 虽弃款

识!以其剥蚀之状观之要!知为有宋时物

无疑'$曾经参加民国
$

年和民国
))

年两

次 (淮阳县志) 编纂工作的段正则先生

"*$*

年所编的(淮阳名胜古迹散记)小册

子!其(太昊陵前碑)说+&太昊陵前的碑!

高一丈五尺 !宽六尺 /此数不准 0!很高

大!无书者姓名' 据传说!宋神宗时候!重

修陵庙!工将竣!欲于陵前建一丰碑!以

壮观瞻' 知东坡在其弟如舟学署里面住

着!由大家出面!请托他书写4太昊伏羲

氏之陵5七个大字' 纸,墨,字条都送去!

适值东坡出城游玩未归' 其女弟苏小妹

偕女仆同到书室!因见案上笔墨齐全!字

兴大发' 因无大笔!就用她的汗巾!一气

把4太昊伏羲氏之陵5七个大字写完' 东

坡回来见了!喜出望外!以为苍老古劲!

可传千古' 请书者来取!东坡即付之' 所

以后世有以为是苏东坡书的! 或以为是

苏小妹的巾书!至今其说未定' 可是!各

丛帖里面所选苏东坡的字! 确与此碑的

笔意大不相同' 谓为巾书!庶几近之' $

苏轼生活在宋神宗年间!然而!查阅民

国时期的(淮阳县志)和清乾隆时期的(陈

州府志),(淮宁县志)! 均未发现宋神宗年

间重修陵庙的记载' 查新近发现的 (陈州

志)! 也没有宋神宗年间重修陵庙的记载'

太昊陵庙的每次维修都有记载! 而且比较

详细!宋神宗年间若重修陵庙必有记载'从

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太昊伏羲氏之陵$七

个大字既不可能是苏东坡书写的! 也不可

能是苏小妹的巾书'此两种说法皆为传说!

不能成立'

关于该碑的最后一个字是 &墓$是

&莫$!许多年来!也是大家感到特别有趣

的一个字' 传说+苏小妹巾书的是&太昊

伏羲氏之墓 $!但她在写到 &墓 $字的时

候!却写了个&莫$字' 苏东坡回来见了!

说+&小妹太粗心了!竟然把4墓5字给写

错了'赶快改过来'$苏小妹却笑而不改'

片刻!苏东坡恍然大悟!夸赞说+&小妹原

来是以大地为土!太妙了' $从前面的论

述中可以看出!&太昊伏羲氏之莫$ 所谓

苏小妹的巾书!当是民国时期演绎出的!

也是不成立的'

最后一个字到底是什么1笔者特别关

注了(陈州志)对太昊陵的记载+&--陵

前树碑!大署曰+4太昊伏羲氏之陵5'陵下

筑方台--$ 该志的编修距今已
($+

年!

当时的碑文应该是清楚的! 若有疑问!

不会记载这么清楚' 同时!关于墓!帝王

的称陵!诸侯的称冢!圣人的称林!老百

姓的称墓或坟' 当时为伏羲修陵和立碑

者!不会不知道这个规矩!不可能把&三

皇之首$的&陵$书写成&墓$' 从民国时

期的临摹之状看 !其字也不是墓 !也应

该是陵' 所以说太昊陵前墓碑上的七个

字为&太昊伏羲氏之陵$无疑'

!太昊伏羲氏之陵"碑考辨
李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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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 文
,

图0 由青岛

市人民政府,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工

艺美术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第
$+

届全

国工艺品交易会日前在青岛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 高级工艺

美术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研究院院士,

河南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张振福应邀

参加'

本届交易会展场面积达
'

万平方

米!国际标准展位
)+++

多个' 全国各省

区市协会组团参加! 千余家工艺美术企

业亮相展会 ! 参展作品涵盖
""

大类 ,

$+++

余个品种 !达数万件之多 !其珍品

荟萃!是历来之最'张振福的泥塑是展会

上备受追捧的热点!他的新作品(龙的传

人)在本届交易会上获得
)+"$

年&金凤

凰$全国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银奖'

据了解!(龙的传人)长
"$+

厘米!宽

$#

厘米!高
$+

厘米!是张振福目前创作

的最复杂的一件泥塑作品! 其花费了近

两个月时间才完成'此作品精雕细刻!栩

栩如生+前面一位击鼓的少年!张大嘴巴

喊着号子!在助威加油!其余
""

位少年!

双手划桨步调一致! 精神抖擞! 神采飞

扬!主题鲜明' 这件作品中的
")

位少年

以赛龙舟的情景场面! 表达了中国少年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奋力拼搏,敢于竞

争,勇于开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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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街 2)个专业市场

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四

清朝中叶!康熙完成了 &平三藩 ,

治河,漕运$ 三件大事!京杭大运河从

此畅通无阻' 江南上京的皇粮船可以

经山东直接进京!不必再绕周家口' 但

因水运而发展起来的民间贸易却使周

家口越来越繁荣'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

展' 遍布于周家口三岸的主要街道!几

乎全是商业街' 当时周家口有
2)

条主

要街道!每条街就是一个专业市场' 故

周家口又有&

2)

条街
2)

行$的说法'一

类是以经营的商品命名的街道' 如卖

糕点果品的果子街!卖粮食的坊子街!

卖山货的山货街! 经营金银货的德货

街!经营京广杂货,颜料的三义街' 另

一类是以加工的商品命名的街道' 如

打制铜器的打铜街!榨油的油坊街!纺

麻的麻线街!制皮革的皮坊街!制胡弦

的弦坊街!染纸的作坊街!制竹器的筢

子街!打铁的丁字街等' 箭道街当年主

要是为淮军打造兵器的' 每一条街上

都有许多家手工作坊!规模大的!前店

后厂6规模小的!如一间铺面!那既是

作坊又兼门店* 在清代!周家口南北两

岸分属两个县管辖!南属商水县%北属

淮阳县* 因此!周家口的许多商业街是

南北岸对称的* 如南北两岸都有顺河

街!南北两岸顺河街的人都纺麻线6南

岸有坊子街卖粮食! 北岸也有坊子街

卖粮食6南岸有丁字街打铁!北岸有小

桥街打铁6南岸的老街开布行!北岸的

老街也开布行6南岸有牲口市!北岸也

有牲口市* 就连&红灯区$!南岸有万贯

街!北岸有后三义街*

航运的繁荣带来了各行业的兴

盛* 码头装货需要麻袋! 拉船需要纤

绳! 于是沙河两岸的顺河街兴起了纺

麻织袋的加工业6 码头上卸货转运需

要仓储! 于是仓储业和以搬运为主的

&脚行班$应运而生* 南岸万贯街%北岸

后三义街的&翠香楼$%&怡红院$里!住

着来自扬州%苏州的歌妓* 每当华灯初

上!街上车水马龙!院内笙管齐奏!那

些巨商富贾%土豪劣坤%纨绔子弟在这

里一掷千金! 寻欢作乐! 常常通宵达

旦* 有人曾写诗描述那灯红酒绿%纸醉

金迷的生活!其中有&花柳多情地!笙

歌不夜天$之句!把&柳巷笙歌$列为旧

时周家口的八景之一* 娼妓是商品经

济的产物!是社会的弊病!但从这个侧

面可以反映当时经济的繁荣*

在三岸的商品交易中!尤以粮食%

牲畜交易为大宗* 乾隆年间! 周家口

有大型粮行
)%

家%粮坊
%+

余家!每年

从周家口水上运出的小麦% 大豆%芝

麻约为
#+

万石以上!价值
")+

万两白

银* 当时!淮宁/淮阳0县每年的税收

总共是
"+3)

万两!上交河南藩司和中

央户部
*3)

万两!县衙留
"3+$

万两*河

南省各府县留支的税收总额约为
"++

万两* 周家口一年粮食的贸易总额比

每年全省各府县财税收入的总和还

要多出
)+

多万两*其他各行业的贸易

价值更是无法计算* 周家口牲畜交易

全国闻名!两岸共有牲口行
"%+

多家!

从业人员
'+++

多人!高峰期每天交易

量近万头!是全国最大的牲畜交易市

场 !古有 &北有张家口 !南有周家口 $

之说* 白天!南岸%北岸的坊子街!每

天买卖各种粮食的马车 %牛车 %独轮

车数千辆!装卸各种粮食的大小船只

上百艘6南岸%北岸的牲口市!万头攒

动!人流不息!热闹非凡* 夜晚!两岸

店铺%酒肆林立!灯火辉煌6河面上舟

船簇聚! 渔火点点* 清朝初年周家口

南岸! 建有一座雄伟壮丽的普济寺 !

正殿楹柱上有当时举人杜耀德/字兰

谷0题的对联+

灵毓颍川潮!历五十三参奥义!众

生普渡"

唤醒尘世梦!听一百八杵钟声!大

地同闻#

寺内僧人每日敲钟三次! 每次一

百零八响* 每到夜晚!钟声清越!穿透

夜空!三岸可闻* 大有&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江南韵味*

佛塔!又称宝塔%浮屠!原是印度梵文
45678

/堵波0的音译* 它最早是指用来供奉和安置

舍利 %经卷和各种法物的建筑 !直到隋唐时 !翻

译家们才创造出了&塔$字!作为统一的译名!沿

用至今* 在商水县城西北
($

公里处! 有一座楼

阁式千年古塔! 它就是周口市现存最早的地面

建筑777北宋寿圣寺塔*

一代名镇常社店

寿圣寺塔位于商水县郝岗乡常社店村北沙

河转弯处 !西 %北两面紧邻沙河 !与中州名镇西

华县逍遥镇隔河相望*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隶属

于西华县!新中国成立后随郝岗%张明两乡一同

划归商水* 由于宽阔沙河的阻隔!在今人看来!

寿圣寺塔位置比较偏僻!但在元明时期!这里却

是另一番景象* 据(汉书)%(元史)和(西华县志)

等史料记载 !秦汉时期 !寿圣寺西北 %沙河对岸

逍遥镇一带曾设置 1 /

90:

0强县 !元初又设清水

县 !元世祖至元二年 /

")#$

0清水县又并入西华

县* 明嘉靖六年
!"$)2&

(寿圣寺重兴碑)还记载+

&西华县清水东常社镇!旧有寿圣寺$* (明史8地

理志)&西华$条下还记载&有常社镇巡检司$!明

末清初史书(读史方舆纪要)&西华$条下记载有

&常社关$* 这些记载相互印证!说明寿圣寺所在

的常社村在明代是&镇$!设有&巡检司$!是重要

的交通关口* (明英宗实录)卷
"%

&正统元年/公

元
"'(#

年0六月壬子$条下亦有&设河南西华县

常社巡检司$之记载!证实常社巡检司设于公元

"'(#

年
#

月* 明代巡检司是地方性军事机构!一

般设于关津要道要地!归当地州县管辖!负责稽

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 在以水运为

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 这里无疑是重要的交通

关口* 大明天顺七年/

"'#(

0李荣所撰(重建寿圣

寺记) 碑亦云+&寺内修复诸处! 有使客宿歇之

所$!证实常社巡检司设立后!&使客$来往增多!

这已成为&使客$往来的交通要道* 清代时常社

店仍然是镇!(清史稿)&西华$条下就有&常社一

镇$的记载* 清朝初期!当地人还在沙河上架设

了浮桥!乾隆年间桥废*

古寺原貌

寿圣寺塔之名缘于塔下的寿圣寺* 据当地人

说!古时这里有个较大的寺院!叫寿圣寺* 寺庙原

有一座大铁钟!后来因露天存放被盗* 商水县文

物管理所的同志介绍! 钟上刻有双龙图案和铭

文!重达
"+++

斤* 因时间关系!铭文内容已无人

记起* 但明嘉靖六年(寿圣寺重兴碑)记载+&寿圣

寺创于宋! 兵燹于元! 复建于我朝正统纪元之

初$* 正统纪元初年就是公元
"'(#

年! 证明寿圣

寺在北宋始建!元末换代战争中被毁!大明正统

元年也就是公元
"'(#

年又重修* 该碑刻还记载!

明嘉靖六年寿圣寺的布局&中为大佛殿五楹!前为

天王左右
!!

师伽蓝弥陀殿各三楹! 后为水陆殿

七楹$!有&水陆绘像百二十轴$* 佛教中有四大天

王%左右护法!左护法为&韦陀菩萨$!右护法为&伽

蓝菩萨$!所以!上述碑文中空缺的两个字可能是

&护法$二字!&弥陀殿$可能是&韦陀殿$之误*明代

以后!寿圣寺又被战争及水患破坏!

"*$%

年重修!

&文革$时又被破坏!&文革$后开办成了学校*

"**%

年!学校迁出* 但寿圣寺至今尚未真正重修* 在古

塔的东南角!地上尚有一大块石头!是寿圣寺残存

的当年寺庙的柱础!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吹日晒

及岁月洗礼!它仍然保持原来的模样!由此可见

当年寺院的规模和繁华* $未完待续%

!"#$%%%&'()*+

孙培忠 崔中玉

,-./0 !"#$123456789:/;<=>

我市举办戏曲专场晚会
纪念申凤梅逝世二十周年

本报讯 /记者 窦娜0

'

月
""

日晚!

周口师范学院音乐厅内座无虚席!由周

口师范学院%河南省越调剧团%北京兰

凤剧社共同主办的纪念越调大师申凤

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系列活动梨园花

开戏曲专场晚会正在这里举行*

晚会在民族管弦乐 (梨园花开)中

拉开帷幕* 随后!河南省越调剧团副团

长刘少君倾情演唱越调戏歌(鞠躬尽瘁

活诸葛)!迤逦的唱腔回荡在音乐厅内6

毛派传人%河南省越调剧团国家一级演

员李宝霞带来了(诸葛亮吊孝)选段&小

乔坐府$6毛派传人%河南省越调剧团国

家一级演员徐爱峰献上了 (焦裕禄)选

段--一个个经典唱段把现场观众带

进了越调戏曲的魅力世界*

晚会接近尾声时!越调大师申凤梅

先生亲传弟子%&梅花奖$获得者%&文华

奖$获得奖%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登台!

她演唱的(老子)选段再次把晚会推向

高潮!台下观众连声叫好*

&申凤梅先生是越调表演艺术的一

代宗师!越调表演艺术在以申凤梅先生

为核心的艺术家们的不断创新下!已成

为河南省三大剧种之一!深受人们的喜

爱*她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传承和发展* $周口师范学院音乐

舞蹈学院地方戏曲教研室主任张丽说*

据介绍! 本场音乐会是
)+"$

年度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

究重大项目(河南越调文化遗产声像调

查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让更多学子感受戏曲魅力
北京兰凤剧社周口分社在周口师范学院授牌

本报讯/记者 窦娜0传统文化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戏曲文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 也逐渐受到青

年人的重视和喜爱*

'

月
""

日!&越调

研究中心$揭牌暨&北京兰凤剧社周口

师范学院分社$ 授牌仪式在周口师范

学院举行*

据介绍!北京兰凤剧社是在文化部

艺术发展中心支持下成立的一个社会

公益性青年社团!是以传承%弘扬京剧

大师梅兰芳% 豫剧大师马金凤和越调

大师申凤梅的表演艺术为己任! 以戏

曲文化为主导! 以多领域艺术为基础!

用现代全新的艺术理念全力弘扬和发

展优秀戏曲文化的团体! 成员主要以

青年人为主*

&4越调研究中心5及4北京兰凤剧

社周口师范学院分社5的成立!将进一

步拓展和加强我校的地域文化建设!让

更多青年学子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点

燃周口师范学院传承%弘扬传统戏曲文

化的激情* $周口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

院院长何新表示*

在授牌仪式上!豫剧大师马金凤弟

子%北京兰凤剧社社长刘冰介绍!戏曲

文化历史久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代表!在周口师范学院成立分社是该剧

社走进大学宣传戏曲文化的一个开端!

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戏曲文

化!继承和传承戏曲文化*

王朝辉 摄

张振福应邀参加第 !"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