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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崔德文

清代潍县知县郑板桥卸任回乡后，曾填词抒
发对潍县风物的眷恋。其中一首是:“相思不尽又
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隔岸桃花三十里，鸳鸯庙
接柳郎祠。”

这“鸳鸯庙”和“柳郎祠”，今已成了昨日桃
花，连遗迹也难以追寻，现代人仅知道它们曾经
坐落在柳毅山上。这些庙祠与柳毅的神话传说一
起，在时代变迁中，再次在百姓口头相传继续酝
酿，成就新的典故与传奇。

潍县版的柳毅传书
柳毅山位于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街道前朱里

村外，名曰“山”，实际上是一处几乎看不到什么
起伏的丘陵。当地世代传说，此处因有唐人柳毅
当年读书的地方而得名。

明清时期，这里绿树成荫。桃花盛开时，千树
妩媚，万花竞放，站在附近潍河东岸远远就能望
见。郑板桥的“隔岸桃花三十里”一诗即是对这个
奇丽景观的描述。喜爱出城走访游历的郑板桥，
对这一带的风景念念不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据朱里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孙乐华介绍，
柳毅山也叫土门山。据说土门山是因为早先在山
的东侧，有一处几十米高的穹隆形土质山门而得
名。这座土门则是因为经年累月暴雨冲刷而自然
形成的。土门穹顶上面，密林深深，花香阵阵，鸟
鸣蝉唱。

民国以前，潍县通往平度的官道就从前朱里
村经过，还恰巧穿过这处土门，因而这里是交通
要冲。当时，山上还有柳毅祠、柳毅桥、柳毅井、柳
毅读书处、天池等景观。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止日
寇占山为据点，控制交通线，柳毅祠等建筑物都
被在当地活动的抗日游击队焚毁。解放以后大炼
钢铁时，山门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村民又取土
盖房，最后土门轰然坍塌。

对于“柳毅传书”一说，最早且影响最广泛的
当属唐李朝威所作的《柳毅传》。李朝威《柳毅传》
中讲述：柳毅为唐仪凤年间一儒生，参加科举考
试没考中，打算向泾阳（今陕西咸阳市中部）友人
告别，在途中路遇洞庭龙女。龙女所嫁泾川次子
生性风流，耽于享乐，对龙女日渐生厌。龙女将此
告知公婆，公婆爱其子，遂纵容，便罚龙女牧羊于
郊外。

龙女托柳毅传书与其父洞庭龙王，并告之入
海的秘技：洞庭之阴有大橘树，扣树三下，当有应
者。柳毅按龙女所嘱将书信传于洞庭龙王，龙王
得知龙女不幸遭遇后掩面而泣。不料此事被钱塘
君所闻，得知龙女受虐，勃然大怒，将泾川龙子吞
食，救龙女而归。

第二天，龙宫设宴答谢柳毅传书之恩，钱塘
君迫使柳毅迎娶龙女。柳毅严词拒绝，钱塘君谢
罪作罢。又过了一天，柳毅告辞作别，洞庭君赠予
他许多奇珍异宝。柳毅回到广陵，迎娶张氏、韩
氏，但是二人相继辞世。后又娶范阳卢氏，实是洞
庭龙女。龙女一直感念柳毅传书之恩，誓要报答，
于是剪发闭户，不嫁他人。柳毅与龙女结成美满
婚姻，得以成仙，后居南海，又归洞庭。

以上便是“柳毅传书”故事的原型。柳毅传书
故事展现出奇异浪漫的色彩和清新俊逸的风神，
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

这个故事自唐代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出
现了多种形式的文学版本。其中，在民国《潍县志
稿》杂稽志中有对柳毅故事的另外一种记载：“相
传，唐初柳毅，潍州太平村人，业儒。弱冠应试京
师，途中遇一女子，牧羊泽中，见毅与语。恳挽寄
书一封与渤海龙王，因授以牧羊杖。言至海滨，有
橘树，三击可入。毅至其地，如言果入水，见城郭

宫室，巍然一大都府。
龙王貌甚伟，延入，见书叹曰：‘老夫过也！此

女已许配泾河龙王，子弟怪怒，因谪在彼。’遂欲
以女妻毅。毅力辞，宴罢送出。踰年，毅娶芦氏女；
又踰年，生一子。一日妇曰：‘吾即牧羊龙女也，君
德报矣，奈思亲何，君肯偕往乎？吾掘地为池，须
臾可至。’毅许之，即掘池，携子入海。后池水横
溢，居民苦之，设祭立祠，水乃不溢。唐太宗征朝
鲜，历其地，父老备述其事，太宗曰：‘此真龙女
也！’封毅为河平王，龙女为膳国夫人。后遇天旱，
祷雨辄应。”

从唐朝李朝威的《柳毅传》和民国《潍县志
稿》对柳毅传说故事的记载，可以发现两者故事
内容的母题是大体一致的，但后者记载明显融入
了地方特征。比如说柳毅出身为潍州太平村人，
传书对象乃渤海龙王而非洞庭龙王，并且融合了
当地的地理风物——— 柳毅祠和祠堂院内的水池。

《潍县志稿》中还有关于柳毅山、柳毅桥、以及柳
毅读书处的记录，这都是柳毅传说落地化的体
现，为柳毅传说在民间广泛传播穿上了真实性的
外衣。

大年初一测年景
柳毅山下至今还流传着有关两处“海眼”的

故事。“据说，柳毅娶了小龙女得道成仙之后，与
老丈人渤海龙王交往甚密，他们常去渤海龙宫做
客。”孙乐华介绍道。

有一次，柳毅在渤海龙宫住的时间比较长，
念家之情日渐迫切，极想回家探望。渤海龙王欣
然应允，即刻建议道 :“贤婿此次回家，还是从地
宫行走比较好，一是清净，二是少出些麻烦事
儿。”柳毅便依龙王旨意，下地宫而南行。

因柳毅与柳毅山渊源深厚，所以他每当经过
此山，必在山上逗留一番。这次他们行至柳毅山
时，便从地宫上来。结果在他们身后形成了一个
几米深的大洞，一股又黑又咸的海水随之冒出。
柳毅不愿让周围百姓受咸水之苦，便让随从的水
怪们将海水圈住，又从地泉引出一股甜水来。

百姓将这个甜水井用青石砌成三米多深的
六角形水池，常年累月没有干涸过。因此池是柳毅
所开，直通大海，所以后人称之为“天池”。十里八
乡的百姓常来这池中取水饮用，甘甜的池水不停
地外溢，与岳河水交相呼应，泠泠淙淙，涓涓悦耳。

柳毅在柳毅山上待了几个时辰后，看天色不
早，便又顺地宫西行回家。当他约摸到家时，又从
地宫上来，哪知一看走过了头，到了离梅花村（现
在的亓家庄）七八里地的尹家双庙和宋家双庙两
村之间了。同样在此处也留下了一个大坑，坑中
冒出一股股海水，又苦又咸，当地人把它称为“咸
水泉”，也称“海眼”。这一传说，与《潍县志稿》中
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处。

民国《潍县志稿·疆域·泉源》载:“咸水泉，又
名龙神泉，在县城东三十八里宋家双庙庄西河平
王庙内，拔地丈余，二殿并建，因名双庙，水出前
庭，俗呼海眼。泉口十余尺，水与口平，深约三丈，
每日潮汐，水即外溢，由庙门下流出，西入一小池
内，终岁不竭……它水在左右皆淡，惟独此
咸……其地去海近，岂一窦所通？而然亦奇。”

关于“咸水泉”，还有“大年初一看池测年景”
一说。因为池中的水随着潮汐现象，不断地发生
着变化，池水的颜色也在不断地变幻着。当地百
姓常常在大年初一拜完年之后，就挤到河平王庙
院内看池水的颜色，以此来预测一年的年景丰
歉，并决定种植什么作物。如果看见的是一池清
水，就预测着是太平丰收年景；如果看到的水是
绛红色，预示要收高粱；如果看见的水呈乳白色，
预示要收小麦；如果水呈黑色，则必多自然灾
害……

围绕“海眼”，当地百姓分别修建了平王庙和
龙王庙。龙王庙和平王庙的具体建造年代不详，
原庙都在解放时期和“文革”时期遭彻底损毁，现
存的庙均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重修。平王庙，供奉
柳毅，两侧为送生娘娘、略福神、牛王、赠福神、判
官神、路神爷。

可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地震致使地质结构
发生变化，咸水泉就此断流，“大年初一看池测年
景”的习俗，也就从此中断了。

“我小时候还在海眼里洗澡呢，这里真是满
而不溢。老人常说，唐太宗还在平王庙门口歇凉
呢，蚊子都不敢咬他。到现在这个庙口都没蚊
子。”尹家双庙村村民尹兴法说道。现在平王庙中
每年仍吸引人们前来赶会参观，香火依然很盛。

不显灵就同归于尽
平王庙前的龙王庙，供奉着龙王，传说柳毅

是龙王的女婿，因替龙女传书之事与其结了姻
缘。龙王庙里的神像分别为：中间为龙王，前方有
李白和屈原护卫，两侧为闪光娘子、风婆、麦王娘
娘、观音老母、雨师、霹雳将军，多数为主管刮风、
闪电、下雨的气象神。

“过去干旱时候，一定要去平王庙的海眼掏
池祈雨，逢祈必应。祈雨必须得有亓家庄柳姓后
人的参与，否则不灵。”尹兴法介绍道，以前龙池
深约十米，掏池要扎上架子，人下去将池中的水
掏光，用纸扎上一个纸马，然后将其放入池中，纸
马何时沉到池底，便意味着将要下雨。

祈雨者还要头戴柳条帽，给柳毅烧香、烧纸，
摆供养，连进行三日，场面甚为壮观。“老人经常
说，有一年祈雨，有个青蛙跳到纸马上，把纸马压
到池底。马上就变天了，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
下。祈雨的时候不允许带雨具，为了表示祈雨的
虔诚，下雨也不能躲，否则就不灵验了。”尹兴法

说道。
村中广泛流传着昌邑县官来祈雨的灵验故

事：据说昌邑县官姓柳，与柳平王同姓。因当地久
遭干旱，便来平王庙祈雨，他将自己的脖子和平
王爷的神像绑在一起，并在平王爷的头上放上枪
药，用香点燃，威胁平王爷说：“今日你若不显灵
下雨，我便与你同归于尽。”

在只剩一炷香的工夫，天边飘来一团云彩，
骤然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一些给县官抬轿子
的兵卒见下了如此大雨抬不动轿，便逃之夭夭，
结果回到县衙后被罚板子；另外一些忠实的兵卒
则坚持在大雨中追随县官，回去后受到奖赏。

这说明，人们从对柳毅的尊崇与祭拜之初就
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认为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
的等价交换，双方地位大致是平等的、世俗的。民
众祭拜贡献牺牲给神灵，就理应得到神灵的回
报。一旦神灵不显神力，人们就会采用一些惩罚
措施逼迫神灵就范。

柳毅传说在整个寒亭地区盛行与流传，俨然
成为百姓口中的闲谈乐事。当地流传着一个“饿
死不吃猫剩食，冻死不烤灯头火”的传说：柳毅年
幼时家中贫寒，据说他的姥娘家在昌邑化埠，姨
家在樱桃园子。有一年他要饭要到他姥娘家，他
对他妗子（舅母）说自己又饿又冷，结果他妗子让
他饿了就把猫碗里剩的食物吃掉，冷了就用灯上
的火光烤一烤，于是柳毅回道：“饿死不吃猫剩
食，冻死不烤灯头火。”

然而，此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柳毅生气地对
他妗子说道：“难道你就没有用着我的那一天
吗？”他妗子也不甘示弱，便回道：“我要是用着
你，我这就死口人。”结果，柳毅日后成神，当了龙
王的女婿，人们在干旱年间祈雨都去求他。每次
去求，他姥娘家所在的村子都要死口人，日后村
民便求平王爷以牲口代替人口牺牲。这才保住了
村民的性命，化埠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传说一是说明了柳毅显灵，强调其神
性；二则透露出柳氏后人的大众心理：柳毅成神
后自会庇护自己的族人，而凡是得罪了柳毅的人
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同理，欺负柳毅的后人，自
然也不会有好下场。柳氏家族将柳毅奉为他们的
祖先，赋予他崇高的人格、神格，使其成为一个具
有神奇超人力量的神灵，从而居于柳毅信仰体系
的中心位置。

每年的正月十四是双庙的庙会节期，从四面
八方赶会的信众达万人之多，庙宇内、街道边人
头攒动，人们往往在赶会之后拉家常，说起柳毅
的传说故事，又进一步促成了传说的广为流布。
双庙通过一系列传说使自身合法化，从而通过柳
毅这一崇拜对象与亓家庄的柳氏家族结成联盟，
以期得到同样的庇佑，这都为柳毅从人到神的嬗
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雨神”是民众对龙的崇拜
清代潍县学者张昭潜对柳毅山及其神话传

说有自己的见解。在张昭潜所著的《潍柳毅祠辨》
一文中，他认为，潍县朱里的柳毅山应该称刘毅
山，神话传说中的柳毅读书处可能是刘毅读书
处。依据是:《后汉书·刘毅传》中说，刘毅是北海
敬王的儿子，封平望侯。刘毅的文学修养为当时
的名士马融所推重。后来的潍县柳毅山可能是刘
毅藩居和读书的地方（北海即北海国，是东汉地
方藩国，国治及主要辖区都在今潍坊市境内，平
望当时也隶属于北海国）。

张昭潜还认为，《柳毅传书》的神话传说早先
见于唐代李朝威所撰《柳毅传》及《异闻录》。而

《柳毅传》及《异闻录》中都说柳毅是唐代仪凤年
间的人物，而且不是潍坊人。潍县人相传柳毅为
潍州太平村人，又附会了龙女传书的故事，还传
说唐太宗封柳毅为河平王，封龙女为膳国夫人。
这些传说，直到明代在潍县地方志书中才有记
载。

传说本不能太较真。在看天吃饭的时代，人
们无力与其抗衡，而雨水对生存的重要性，决定
了“祈雨”是普通百姓面临灾难的一种无可奈何
的自救行为，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司水或者雨水之
神来体民间疾苦、怜苍生百姓，得以使其远离灾
难，安享太平。

早在《山海经·海内新经》中就有：“东海之
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
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
处东海。”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指出，禺虢与禺
京各分治一海为海神。“由此可以看出黄帝之子
孙分治北海与东海，潍坊地处北海，其地亦近东
海也。这也就证明了，有关海神与河伯的神话故
事是在潍坊地区最早产生的。”潍坊历史文化研
究专家孙敬明介绍道。

“潍坊地区由于承继远古的神话传说，人们
历代信奉龙王、河伯、水神。”孙敬明说道，在《潍
县志稿》中有从宋至明清时期潍坊地区多处修建
龙泉庙的记载，这亦与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有关，
凡此风气皆由古代沿袭而来。

而柳毅作为龙王的女婿，界于自然神与人格
神之间，因其也有行云布雨的功能，以及多年来
人们对龙王是司雨之神的崇拜，那么柳毅被封为
水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干旱，寒亭地区还饱受雨涝、风暴、虫灾
等自然灾害和朝代更迭、战争纷扰、土匪作乱等
人为灾难的折磨与侵害，多数灾害导致房屋倒
塌、群众死伤、农作物减产甚至绝产。在各种自然
和人为灾难的威胁下，一个村落的力量是有限
的。

因此，村落之间需要利用地缘、血缘、亲缘等
关系结成一个联盟，共同抵御外界的侵袭，维护
自己的利益。对于没有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村
落来说，他们无法依靠这种关系结成共同体，但
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另辟蹊径，依靠共同的信仰
来结盟，相互照应。

年复一年，在一代代人繁衍生息的同时，民
众也不自觉地将“柳毅”这个传奇中的人物，推举
成区域性的雨神。2011年6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
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寒亭的《柳
毅的传说》榜上有名。眼下，寒亭区正以“柳毅传
说”为依托，全力开发建设“柳毅山文化旅游景
区”项目，重点打造一个彰显以“情、缘”为主题的
生态文化旅游景区。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民国《潍县志稿》对柳毅故事记载：相传，唐初柳毅，潍州太平村人，业儒。弱冠应试京师，途中遇一女子，牧羊泽中中，见毅与语。

恳挽寄书一封与渤海龙王……柳毅被唐太宗封为河平王，龙女被封为膳国夫人。

柳毅：从传书儒生到寒亭“雨神”

□ 本报记者 卢 昱

在全国不少地方，有诸多关于柳毅传说的
古迹。作为民间生动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有关柳毅的传说和古迹是值得关注和保护
的。

多地传说柳毅井
除了潍坊市寒亭的柳毅山文化体系之外，

在湖南岳阳、宁夏固原、江苏苏州、湖南常德等
地，都有一口柳毅井，传说为柳毅下龙宫之处。

湖南省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的洞庭山（君
山）就有所谓的“柳毅井”。岳阳君山自古产柑橘，
君山龙口内的龙舌山下有口井，被称为“橘井”。
相传柳毅是从橘井入口处下洞庭湖传书的。自柳
毅传书的故事传开后，柳毅被尊为“洞庭王爷”。
据《柳毅传》记载，柳毅的故乡为“湘滨”，投书地
址在“洞庭之阴”，“有大橘树”为记，而岳阳君山
岛恰在洞庭湖之南。

《岳阳县志》说:“橘井相传为柳毅传书之
处(入龙宫之门)。井入口丈许，有片石作底，凿
数孔以通泉，石下深不可测。”

柳毅井到底有多深？果真直达东海龙宫
么？据说，过去君山上的崇圣祠有个老和尚，
曾作过试验，用半斤丝线，一端系上铜钱吊下
井去，丝线放完了，还未探到井底。

泾河岸边与洞庭龙宫为柳毅传书的起始地
与目的地，泾河、洞庭就成了故事的主要发生

地点。《柳毅传》的作者李朝威是甘肃陇西
人，所以熟悉泾河流域的自然人文，把故事背
景设在泾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泾河边上有
陕、甘、宁三省区的14个县市，都与泾河龙王
有关。

位于六盘山下的泾源县是泾河的发源地，
泾河源头有个老龙潭，老龙潭因唐代“魏征梦
斩泾河龙君”而得名，传说柳毅传书的故事就
发生在那里。在老龙潭的香龙河畔有一座独秀
挺立的翠绿色山峰，传说是柳毅传书中龙女的
缩影。相传龙女让柳毅传书后，便化作一座秀
峰立于河边，牧放的羊群变成了遍地的石头。
所以有人认为，《柳毅传书》的创作背景应在
现在的泾源县一带。

在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东山镇东北翁巷村也
有所谓的柳毅井。据考，附近有龙女庙和白马
土地庙，传柳毅传书时曾把白马系在这里。

太湖的柳毅井附近，还有一石壁，据说是
柳毅传书问询之处。井边有明正德五年（1510
年）大学士王题刻的石碑。井圈苔痕斑驳，陈
迹古雅，泉水香甜津芳，“旱涝无盈涸，风摇
亦不浊”，是东山名泉之一。

传说中的柳毅井，湖南常德的洪沾洲亦有
一口，清澈的泉水千古流淌，永不枯竭，被当
地人说成是“柳毅传书”下龙宫之处。

山东省内亦不同
柳毅的传说极具生命力，但各地版本不

同。在泰安新泰市也有相关古迹，新泰市西南
10公里处的寺山（原名峙山），山上有碧霞元
君祠、龙女庙等主要景观。峙山相传是爱情故
事“龙女牧羊、柳毅传书”的发源地。据清乾
隆《新泰县志》记载 :“峙山，县西南二十五
里。山石上有羊蹄迹。相传龙女牧羊于此，士
人柳毅为之传书洞庭，遂成姻媾……”

而在鲁南临沭县白旄镇柳庄村，柳毅又落
地成“龙神老爷”。当地百姓在村西给柳毅修
建的庙堂中，正中供奉柳老爷，左边雹子老
爷，右边柳奶奶。东面是霹雷将军、风婆婆、
雨师傅，西面是薛礼、赵匡明、杨戬。

农历三月三日，是龙神柳老爷的生日，又
是建庙的纪念日，每年三月三柳老爷庙会，香
火繁盛，流传至今，在沭河两岸是一个仅次于
春节的节日。这天，柳庄附近几十个村庄，家
家户户蜂拥而至，还有来自江苏、河东、莒南
等外省、外县数百里之外的善信。龙神堂聚集
上万民众，热闹非凡。而庙会的形成与龙神堂
供奉的保护神——— 柳老爷的传说密不可分。

“柳毅传书”在这里却变了味道，还与一
个“柳”有关。唐朝初年，书生柳毅到京城长
安赶考，走到沭河东岸的柳庄，遇见当地刚下
过雹子，庄稼东倒西歪，有的人还得了痔疮、
便血等难治之症。听村里的老人说，有一种
“鬼仙木”的花果能治这个病，可谁也不知道
“鬼仙木”是什么东西。

柳毅是识文解字的人，仔细一想“鬼仙
木”三个字，去掉当中的“仙”字，合起来就

是“槐”字，柳毅就告诉他们采槐树上面的花
果治病，凡有痔疮、便血的人吃了槐花米以后
病都好了。大家为柳毅解字破迷治病很是感
激，就热情地让他在庄上住了一宿，第二天才
送柳毅到京城长安赶考。结果时间耽搁考期已
过，柳毅没有考上，准备再顺着原路回到家
乡。

当柳毅走到泾河边，遇到了受苦受难的龙
女，龙女委托柳毅把一封书信带给自己的父亲
东海龙王。柳毅按龙女指点，在柳庄九龙槐进
入龙宫，把信交给了老龙王。老龙王把信看
完，派洞庭君把女儿接回来。老龙王看柳毅是
仁义君子，将小龙女许配柳毅，在龙宫与龙女
成婚。柳毅夫妻二人不能久居龙宫，想回到凡
间去。老龙王把一个小花瓶拿来，告诉柳毅这
是观世音菩萨的净瓶，里面插着柳枝，让他们
夫妻到凡间去，遍插柳条造福百姓。

柳毅夫妇来到凡间，每天用柳枝蘸着瓶子
里的水在地上点啊点啊，点一下就长出一棵柳
条。不久沭河岸边的河滩上变成一片茂密的柳
林，夫妻俩就在沭河岸边住了下来，生了一个
白白胖胖的小子。可美中不足的是，孩子生下
来不分昼夜地啼哭。一天夫妻俩哄着孩子在河
边散步，柳叶儿拂在脸上，妻子灵机一动，剪
下一捆细长的柳条，编制了一个圆柳筐，把孩
子放进去，孩子一下停止了啼哭。柳毅管妻子
编的圆筐叫“泼儿筐”。

从此，夫妻俩就开始采柳条编柳筐，还把柳
编手艺教给当地农民。“柳庄”也由此得名。

神话是无尽财富
在潍坊文史专家孙敬明看来，汉魏之后神话

故事日渐繁盛，不但天地鬼神演绎成篇，而且神
话亦如同津渡一样，架起人与神密切沟通的桥
梁。“人类不仅需要得到冥冥之中的天地鬼神的
嘉佑，并且有时还要与神交朋友，甚至人与神相
恋，有的还结出爱情的种子。”

孙敬明阐释说，及至隋唐以后，这种人神相
恋的神话题材，似是演绎发挥到了极致。如以今
寒亭为中心的，自唐代以来既已广泛流传的柳毅
与龙女的爱情婚姻故事，即是中国所谓“孟姜女”

“牛郎织女”“梁祝”“天仙配”“白娘子传奇”与“柳
毅传书”等六大爱情神话之一。

而饶为有趣的是，所谓“六大神话”，其
中五大神话即产生于山东或与山东有密切的关
系。诸如“孟姜女”即产生于今淄博一带；
“牛郎织女”当产生于今沂源一带；“梁祝”
应产生于今济宁微山县一带。2003年10月27日在
微山京杭运河流域发现的，大明正德十一年丙
子（1516年）所立《梁山伯祝英台墓记》一块
碑刻，记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天仙
配”则见于汉代人刘向的《孝子图》、晋人干
宝《搜神记》记载董永卖身葬父及其与仙女成
婚的故事；甚至曹植的《灵芝篇》中亦颂赞董
永“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织机”。而此三家所
记所赞是为西汉时期的千乘（今博兴近广饶一
带）董永家贫卖身葬父，而感动天上仙女与之
婚配的故事。

由此可见，古齐鲁一带不但注重儒学，恪守
孝道，而且亦是由孝道而衍生出忠贞、真爱的，从
人间的至诚至信以至于感动天上、大海的极尽浪
漫而又美妙的爱情故事。

先秦时期所谓“燕、齐之间多神仙”。有神仙
则必有神话，由先秦而降比汉唐时期，山东多神
仙的传统得以承传与弘扬，故而生出许多的神
话，而神话又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无尽财富。

·相关阅读·

神话落异地 生根各不同

柳毅山春景 卢昱 摄

柳毅读书处 卢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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