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铜头铁额今安在？始信轩皇苦用兵”。
数千年前，“兽身人语，铜头铁额”的蚩尤，

与“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的黄帝战于涿鹿之
野，兵败身死，“身首异处，故别葬之”。历史上
始有“四冢磔蚩尤”之说。

百年前，王国维的咏诗之问，后来一直成
为横亘文人骚客、专家学者、汉苗同胞心头的
一道坎，难以逾越。

近年，阳谷县的考古与研究发现，方始揭
开蚩尤首级冢之谜，还蚩尤“人文始祖”之正
名。

假设与求证：
从“皇姑冢”到“蚩尤冢”
在今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往西约2公里处，

有一大土丘，高约4 . 5米，占地约2500平方米。土
丘周遭槐树环绕，夏时，草木苍郁青翠，静水环
流，冬时，群周静穆，铁树铮铮。当地人称 “皇
姑冢”。

有人言，既称“冢”，则为一人文之物。但
“皇姑冢”是否葬皇姑？无从得知。

1973年的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山东队在皇姑冢遗址中心高台北端考察时，
发掘了一条探沟，出土了一批陶片和一些骨、
石器。经研究鉴定，为4000至6000年前，新石器
时期的仰韶、龙山文化遗物。1992年6月，该冢被
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为证。1994
年冬，山东省考古所考古学家带领考古勘探队
员对此冢再次挖掘，进一步发现了部分城垣，
确定为后岗一期和龙山文化。

2006年，阳谷县文化局与聊城市文物考古
队一起，第三次对“冢”及其周围进行全面勘
探，绘制了遗址平面图。发现，此冢原来坐落在
一个古城中心，此城呈东北西南向，南北长约
400米，东西宽约150米，面积大约6万平方米，因
黄河数次决口，此城被埋在地下。并探明，“冢”
最上层是汉代文化层，中间是龙山文化层，底
层是大汶口文化层(兼有少量仰韶文化）。

上世纪70年代至今，对此冢已进行三次考
古发掘，据积累的资料来看，此冢、城与蚩尤生
活的时期大致相同。

如此一来，“皇姑冢”名应为以讹传讹。那
么，在这座近五千年巨冢中沉睡的，到底是谁？

“皇姑冢”是否就是蚩尤冢？人们孜孜以求。
在随后的研究探索中，文献史料成为破解

这一谜题中的重要一环。据《皇览·冢墓记》记
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阚乡城中，高七丈，
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曰‘蚩
尤旗’。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汉
书·地理志》载：“寿良(汉时寿张县)蚩尤祠在西
北济上。”

那寿张即是阳谷么？史料记载，寿张县历
史悠久，原名“寿良县”，至东汉时因避讳光武
帝刘秀的叔叔刘良，更名为“寿张县”。三国时
期，寿张县属东平国。1964年，寿张县建制撤销，
以金堤为界，金堤以北的张秋、十五里园、寿
张、李台等四个区划归阳谷县至今。从行政区
划资料来看，今天的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叶街
村，自春秋、秦汉、三国时期到1964年期间，一直
属寿张县管辖。况且，除皇姑冢外，在原寿张县
范围内，目前尚未发现第二处与《皇览》里所提
到的蚩尤冢相似的封土遗址。

至此，考古发掘与文献史料相吻合，“皇姑
冢”在成冢年代，地域范围以及墓冢规模等方
面，几乎与《皇览》等史料记载的蚩尤冢相契，

“皇姑冢”具有“蚩尤冢”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特
征。

此外，据《皇览·冢墓记》记载，在蚩尤冢附
近一带，每年十月都有祭祀蚩尤的风俗。而阳
谷及周围地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家家户户
都要上坟，连出嫁的姑娘都要回娘家烧纸祭
祖。并且，阳谷民间一直流传的，如《古柳树的
传说》、《十日一祭祖节的来历》等传说，也与蚩
尤有关，民俗资料旁证了蚩尤冢的真实性。

文献记载，考古支持，民俗佐证共同证明：
皇姑冢就是蚩尤首级冢。2009年，山东省文物局
批复，阳谷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冢遗
址”更名为“蚩尤冢遗址”。

“蚩尤冢遗址”，作为一种深埋地下的文化
遗存，在什么时间段被发扬光大，与文化遗存
本身的价值有关，更与这个时代发扬它的人的
眼光、努力有关。阳谷以一县之力，在蚩尤文化
研究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
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工作艰难却成功，
最终使得蚩尤首级冢之谜破解，并得到各界认
可，阳谷也因此被称为“东夷之都”。

兴农耕，冶五兵，创百艺
——— 蚩尤始作
上古时期，阳谷地区是东夷集团政治、经

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蚩尤带领九黎氏族部落，
在此兴农耕，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
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使阳
谷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专家在黄河下游

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发现了距今4000年至
6000年，仰韶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
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石器、陶器、
骨器、草蓆印、窖藏粟粒、猪骨架、牛骨架等。

这些器物的出土，意味着当时的农业以及
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饲养业也已成规模，粮
食产量较多，已有剩余。从大汶口文化晚期，龙
山文化早期的年代及分布来看，此考古发现正
好同蚩尤九黎部落生存的时代和活动地域相
吻合，可以视作最早从事农耕稻作的蚩尤九黎
部落所留下的文化遗存。

从史料记载来看，蚩尤也是冶五兵的老祖
宗。《管子·地数》有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
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载”；“雍
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
雍狐之戟，芮戈”。又曰：“造冶者，蚩尤也。”《吕
氏春秋·荡兵》亦有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
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蚩尤发明铜质生产工
具和武器，用于生产与战争。及至蚩尤战败，部
族一部融于炎黄部族，将冶金(制铜)术传入，于
是炎黄部族更加壮大，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历
史上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蚩尤并未被
杀，而是成了黄帝的臣子，使之“主兵”。有的更
明确地说，“使之主金”，专任冶金造兵器之职。

传说，作战时，蚩尤除使用金属兵器外，还
能用巫术制敌。《玄女兵法》载：“蚩尤幻变多
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述
异记》曰：“蚩尤能作云雾”。《山海经·大荒北
经》云：“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尽管记述
带有极强的神话色彩，但是不难看出，蚩尤在
与炎黄的战争中，使用本族巫术手段攻伐黄
帝，也是有可能的。九黎率先发明的宗教即巫
教。至今，在湘、鄂、渝、黔一带，苗族聚居地区
流传的“赶尸”、“落洞”、“巫蛊”等巫术相传都
与蚩尤有关。

此外，《述异记》卷上云：“蚩尤氏头有角，
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
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
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这种“角抵戏”是古代冀
州的一种民间娱乐，它来自于蚩尤以角抵人。
据专家考证，民间的摔跤、抵头，大雅之堂上的
拳击、相扑、杂技，苗族绝技表演，蚩尤拳等等
都起源于“蚩尤戏”。

农耕、金属兵器和刑法等，这些蚩尤九黎
部落所创始的文化因子，被后来的黄帝部落所
汲取，继承和发扬，成为奠定整个中华文明最
初的基石之一。

蚩尤和炎帝、黄帝，中国远古时代的三位

显赫人物，在最初的地位上，其实并无轩轾。直
至涿鹿兵败，蚩尤方被后世圣贤史家贴上“乱
神”的标签，视为“非我族类”，孤零零云头立，
难入人文始祖的行列。

然而数千年以降，蚩尤的丰功伟绩，并未
被遗忘。许多史籍与传说，都记载和歌颂他在
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形成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齐鲁地区的蚩尤崇拜，史书就有明确记
载。《史记·封禅书》曰：“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
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
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
神：……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
乡，齐之西境也。”

秦始皇祭祀的“八神将”之一就有作为“兵
主”的蚩尤。汉高祖刘邦起兵之时，“祭蚩尤于
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在天下定于汉之后，
刘邦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起兵祭蚩
尤，保佑胜利，胜利后祭蚩尤，则安天下。

今天，苗族同胞对蚩尤的尊崇，可谓更加
坚定而真诚。“我们是蚩尤的后代！”是无论居
于何处的苗族同胞对自己祖先的坦承和心理
认同。在苗族的图腾崇拜，神话，风俗中，也有
许多同蚩尤有关的内容。苗族普遍崇尚牛，并
以牛为图腾。这种习俗与纪念蚩尤有关。在涿
鹿之战中失败的九黎族，辗转迁徙，颠沛流离，
一部留在炎黄部落，融入华夏汉族之中，一部
西迁又折而向南，滞留在湖北、湖南，继而分散
到云南、贵州、四川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之中，
蚩尤是所有苗民光荣的初祖。

现今，从苗族内部尊蚩尤为祖并为其鸣不
平，学术界为蚩尤正名，到河北涿鹿“三祖堂”
落成，阳谷蚩尤首级冢发现、蚩尤陵建成等等，
意味着蚩尤文化在历经千年风云战乱和朝代
更替之后，重新凝聚起人们关注的目光。

为什么不呢？静心思忖，承认炎帝教民稼
耕之德行，黄帝传六艺、教化万民之功，理所应
当的，我们也要承认蚩尤氏教民冶金、开疆拓
土之绩，恢复蚩尤数千年被剥夺的中华人文初
祖的光荣地位，这不仅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更
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和睦统一，传承、发扬
中华优秀文明的需要。

石板房是鲁南山区先民们的一项创造，当
地先辈们就地取材，把漫山遍地的石头和石板
修造成一幢幢具有地方特色的石板房，用石块
垒成院墙，用石条砌成小路台阶，就连家中用的
桌凳、灶具、盆缸也全部取材于石料。

在鲁南山区的一些古老村庄，至今还能看
到石板房的影子，用石料做成的许多日常生活
用品至今完好，但因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进
步变化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大多石板
房都成了无人居住的“空房”而即将消失，那些
古老的石制生活用品也已被人们所抛弃，成了
民俗艺术赏品。

鲁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板房
建筑群位于枣庄山亭区山城街道办东北4公里
处的鲁南第一高峰翼云山东侧，村名兴隆庄，此
村山高林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石
板房依山而建，“房龄”最长的已有260余年。

据记载，清乾隆年间，单姓和陈姓两户人家
来此躲避战乱，携带家人逃荒至此，就地取材建
造石板房以定居，以上山打柴、开荒种地为生，
繁衍生息，慢慢就成了村庄。

该村原名“穷命庄”，相传，在村西边的翼云
山上，有一堵墙壁像是两扇关闭的大门，一年炎
热的夏天，一村民上山砍柴，站在石门路边的一
棵大树下，从肩上把扁担拿了下来，竖立在了胸
前，准备坐下来乘凉，这时，墙壁上的两扇石门
突然打开，一道金光射出，他走进洞内，只见洞
内满是金子，他便随手将扁担放在了山门内侧，
拿了一块金砖转身走出石洞，想回村喊村民搬
运这些金子，当他走出石洞不多远时，那两扇石
门突然关闭。据说，那个村民所用的那条扁担是
取材于山上的一棵椿树，这棵椿树就是开启这
个山洞石门的唯一钥匙，钥匙被丢放在了山洞
内，山门就再无法打开。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村民们把“穷命庄”改称了“盛隆庄”。但由于地
理环境和历史原因，无水、无路、无电，制约着村
民的生活，村民所居、所用仍是原始的石板房及
石料制品。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
出台实施，该村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村民们又将村名“盛隆庄”改成了“兴隆庄”。
现在，为彻底改变村民居住及生活环境，当

地政府又统一在山下建起了一个新村，大多村
民从石板房搬迁到了宽敞明亮的新居，但村里
许多老人因留恋旧居，图个安静，依旧住在石板
房里，他们的生活状态极为原始，为今人展现着
一种古老的石板房文化。

现村内老人居住的这些石板房屋，面积较
小而低矮，房高都在2至5米，除门窗、梁椽等用木
料外，其余全用石料，据村里年长者讲，这些石
板房，风雨不透，冬暖夏凉，防潮防火，但采光较
差。几代人流传下来的石桌、石凳、石灶、石臼、
石磨、石槽、石碾等石制日常用品，至今仍旧保
存着原始面目，老人们仍在使用。

如今，这些即将消失的石板房作为鲁南山
区先民独创的一种民居建筑艺术和一项不可多
得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引起当地政府的
关心重视，被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点保
护单位，而且已成为当地一个知名的旅游村和
影视拍摄基地，电影《沂蒙六姐妹》、大型电视连
续剧《南下》等影视剧，先后在这里拍摄取景。全
国各地的旅游团队及摄影爱好者也纷纷慕名而
来，亲身感受着古老的民俗文化和历史底蕴深
厚的古村部落。

阳谷以一县之力，在蚩尤文化研究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使得蚩尤首级冢之谜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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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消失的鲁南石板房
□ 于绍迎

在《三国》里，诸葛亮是个神话般的人物。然
而，他是人而不是神，他有自己的私心，不说别的，
单从魏延的冤枉就可以看出他的私心有多重来。

魏延自投蜀后战功卓著，也深得刘备喜爱，每
每委以重任。对魏延这样一个能征惯战的大将，诸
葛亮几次却要置他于死地，由于刘备的爱才，诸葛
亮才未能得逞。然而，等刘备死后，诸葛亮还是遗
计杀死了魏延。究其原因，诸葛亮对魏延的厌恶有
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始于魏延降蜀之初有一种傲气。取下长
沙时，魏延杀主韩玄献城，这对于蜀军本是大功一
件，而诸葛亮却评价他“食其禄却杀其主，是不忠
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
反骨，尔后必反”。为此，欲斩魏延，幸刘备制止，才
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单凭着自己的直觉，就要斩
一个立了新功的大将，这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吧。

二是诸葛亮曾经许下了有“反骨”的魏延“久
后必反”的愿，像他这样的神人，其口愿是不能落
空的。如果当时诸葛亮斩魏延是为了杀其骄气的
话，那么，尔后痛下决心杀魏，一来因为魏延桀骜
不驯的性格，二来就是诸葛亮曾经发过的口愿。

三是抗上。魏延有勇有谋，刘备做了汉中王，
而五虎上将中却没魏延的份，论功劳论能力论资
历，魏延应在黄忠、马超之上，没有“评”上“五虎
将”，魏延并没有因此而发牢骚不干事，而仍是兢
兢业业拼杀于战场，这便显示了其大将的风度。诸
葛亮要杀他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他敢于对抗领
导。当时，诸葛亮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诸葛亮说
魏延傲慢，目中无人。而魏延的傲慢正是他智谋的
体现。随着刘备许多亲信去世，蜀中已无人，诸葛
亮自恃功高盖世，对相反的意见相当厌恶。对处于
绝对领导地位的诸葛亮来说，魏延自然是他的眼
中钉肉中剌了。刘备故去，诸葛亮更是大权独揽，
有恃无恐，他已经听不进反面意见，在抗魏的战略
上独断专行而引出的失败可见一斑。对于有独到
见解敢于直言的魏延，更是厌恶至极，其杀心更
甚。最为典型的就是魏延诈败引司马懿进葫芦谷，
诸葛亮火烧木栅寨，除了想烧死司马氏，再就是魏
延了。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大雨救了司
马氏并魏延的性命，魏延责问诸葛亮，被诸葛亮拿
马岱当了替罪羊搪塞过去。魏延遭受如此冤枉都
没有“反”，仍是作到了一个部属的本份，以此，可
见其是忠诚的。

诸葛亮死后，他把兵权交给了跟魏延有矛盾
的部将杨仪，利用杨仪与魏延的矛盾，去逼有“反
骨”的魏延，最终除掉了魏延，使其“口愿”得逞，仍
是神机妙算之人。魏延一生英雄，终于没有逃过诸
葛亮的“陷阱”，而做了刀下之鬼。魏延原本忠勇，
敢于直见，不怕得罪领导，在上级面前又不善变
通，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魏延的“反骨”
□ 彭 波

■ 尺书闲话

孟向坤乃章丘旧军名扬华北的十大堂号之一
学恕堂之后，其与矜恕堂之后大名鼎鼎的东方商
人孟洛川乃同一大家族，平日飞扬跋扈，为乡人所
不齿。他喜欢打猎，每年春秋两季都在家奴院工的
簇拥下外出郊围。光绪二十八年春，孟向坤在郊围
路上发现一只狐狸，他拈弓搭箭，射中狐狸后腿，
狐狸带箭逃进墓田，钻入坟穴。他命侍从掘墓搜
之。

掘人祖坟，是丧尽天良之举。坟主闻讯后前去
制止：“你身为乡绅，掘人之墓可知犯法？”孟傲然
回答：“夺人之物可知有罪？”坟主道：“坟墓非人怎
能为盗？”孟说：“你家祖宗的阴魂作崇。”说完命家
奴带着猎物傲然回府。坟主知其仗势欺人，便到县
衙告状。时杨学渊署理章丘，准双方过堂听审。孟
向坤身着官服，出动全部执事，如同当今开着宝马
车，耀武扬威，赶奔县城。

杨知县传令升堂，原告将开坟掘墓的前后缘
由述说一遍，不等知县发话，孟大声责问原告：“你
祖宗阴魂为盗，生前一定不是好人，你不认罪尚且
罢了，还狗胆包天诬告乡绅，岂有此理，杨县太还
不快给他动刑！”杨学渊强压怒火：“孟大人，你今
天怎么说起了荒唐怪诞的话来了，人死后怎能为
盗？”孟发火了：“杨学渊你小小知县，竟敢审起郎
中来了。”杨学渊问：“孟向坤，你可知道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孟向坤指着县太爷，“你放肆，你敢
奈何郎中老爷？”

杨学渊见孟向坤如此无礼，再也压不住心中
怒火，令堂上衙役：“孟向坤光天化日之下掘人祖
坟，咆哮公堂，摘去乌纱，脱下官服，给我重打40大
板！”

孟向坤在县大堂挨了打，没有回旧军，直接奔
济南府，去省府找抚台毓贤告状，毓贤大人听完大
吃一惊，亲往瑞林祥探视。毓贤未来山东前，就与
孟家有来往，关系至密。见了孟向坤问及被打原
因，孟假说杨学渊在章丘为所欲为，想暗加田赋银
两，是他为了维护皇家声誉前往县衙指责，故遭此
辱。毓贤半信半疑，遂安慰了几句就回了府衙，不
想杨学渊已在此等候。毓贤素知杨学渊为官清正，
对孟向坤的许多劣迹早有耳闻，无咎可责，便让杨
学渊在省城休息一日再回章丘。杨陈述了在章丘
的许多不利条件，请求调职，毓贤认为言之有理，
遂将他调出章丘，此案就此了结。

■ 群贤毕至

章丘知县

怒打“富二代”
□ 王繁荣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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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汉代石刻蚩尤
右：皇姑冢龙山城址

平面图
下：蚩尤铜像

必也承其功，正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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