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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岗(下)：小村走出的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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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商丘美丽乡愁”系列之七

“一岭十八岗”（6）

【阅读提示】

明朝的兵役制度从英景以
后渐坏，至嘉靖时，因边兵艰苦
且常缺粮饷，便连续发生兵变，
而严重地影响到国防。

大同是明代的北边门户，
军事重镇，在嘉靖三年（1524
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原
因是由于当时山西巡抚、都御
史张文锦的建议，在大同城北
90里处建立“五堡”，作为防御
鞑靼入侵的前沿堡垒。并计划
派遣戍卒 2500家，前往镇守，
每堡驻扎 500家。消息传开，
戍边军士认为，居住在距城 20
里处尚不断遭到鞑靼侵扰而无
宁日，现在要到距城近百里的

“五堡”居住，一旦有敌入侵，谁
来相救？五堡孤悬，敌来必
死。于是表示宁死不愿迁徙。
张文锦知道后，严令不得抗
命。他派参将贾鉴对拒不迁徙
者严刑处罚。此举终于导致了
当年七月边卒的兵变。

哗变倡乱的头目主要有郭
鉴、柳忠等，他们煽动士众劫狱
囚，焚都察院。张文锦仓皇逾
墙逃走，躲在宗室博野王家中，
终被乱兵搜出杀死，碎裂其尸
以泄其愤。叛卒杀人放火，大
肆劫掠，大同大乱。

八月，朝廷决定由山西按
察使蔡天祜继任山西巡抚，都
督桂勇为总兵官前往平抚，
另派太监武忠镇守，同时派
遣兵部侍郎李昆前往宣布赦
免旨令。到任所，蔡天祜就

向太监武忠、总兵武振誓言
说：“弥此巨变，非奋不顾身不
可。”（1995年版《民权县志·人
物》）蔡天祜带领几个骑兵驰入
城中，前往叛卒营内，宣谕朝廷
威德，传令要叛兵供出首恶者
10余人，其余人员不予追究，
局面稍有缓解。逢尚书金献
民、总兵官杭雄出师甘肃，取道
大同，叛卒怀疑被讨伐，又起
哄。城中人心惶惶，到处传言

“京营暨诸镇兵已驻近地，剿大
同矣”等消息。蔡天祜急忙请
求朝廷再宽赦。兵部说首犯不
除去无以警示后人。请求特别
派遣大臣总督宣化、大同军务，
以控制其变故。于是命令户部
侍郎胡瓒偕同都督鲁纲率领京
军3000人前往。

胡瓒等未出发而户部派进
士李枝带着饷银到了大同。叛
卒说：“这是秉承密诏杀尽大同
人，作为犒赏军队的。”叛卒再
乱，纵火烧毁民宅百余家，围攻
李枝的住处，在把公文给他们
看了才解散。不久又杀死知县
王文昌，围攻代王府，威胁代王
奏请赦免他们。总兵官桂勇处
死了叛卒50余人。

十一月，朝廷乃派胡瓒、鲁
纲率亲军征讨大同叛卒，称“诛
首恶，胁从不问”，驻兵宣化
府。大同城中叛卒得讯大恐，
群集巡抚衙门前哭泣求救于蔡
天祜。蔡天祜力劝胡瓒赦免。
众人得此允诺人心稍定。

深秋的寄岗村是红色
的，一如村民们红红火火的
幸福生活。收获的季节，一
望无垠的田野里，尽是红得
让人眩晕的朝天椒。如今，
寄岗人把小辣椒做成了产
业，寄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
优质辣椒生产基地，辣味香
飘韩国、新加坡等，这也实现
了大伙的小康梦。

火辣的日子，与悠久的
古韵交相辉映，这就是寄
岗。去年深秋，笔者在民权
县文物所所长刘光华的陪同
下，探寻寄岗遗址。遗址处
红色的岗土与岗丘上村民蒋
巨声院落里到处搭着的红辣
椒，特别引人注目。

刘光华所长说，寄岗人
在汉代以前已经在此聚居生
活。据寄岗遗址文物保护碑
刻记载，该遗址为汉代聚落
遗址，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30米，遗址中部土岗高出地
面3米，文化层厚2—3米，发
现有汉代筒瓦及粗绳纹灰、
红陶片、短矮鬲足等遗物。

明代，寄岗蔡氏家族一
位官至中央的官员的诞生，
更为这个村落增添了色彩。
他，就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蔡
天祜。《明史》中记载为蔡天
祐，当为有误。我们以清光
绪《睢州志》、1995 年版《民
权县志》为准，取“祜”。而关
于蔡天祜为睢县人还是民权
人的争议，只是因古今行政
区域的划分不同而有分歧，
无论何时，他都是寄岗村
人。据寄岗蔡天祜后裔蔡永
生介绍，寄岗蔡氏元末避乱
从安徽砀山迁居于此，后来
又多迁往睢州蔡桥。笔者为
了解蔡天祜事迹，前往睢县
城南 10 多里的蔡桥村寻查

《蔡氏族谱》。意外的是，该
村至今竟无一户蔡姓者。据
村里老人讲，该村村名因蔡
姓居此村头有桥而得，但蔡
姓后来都迁居他处。

蔡天祜（1476—1535年），
字成之，号石岗。“其先砀山人，
元末避乱迁至睢州北石岗（今
民权县龙塘镇寄岗村）”（1995
年版《民权县志·人物》）。其父
亲蔡晟，明成化五年进士，官至
山东济南府知府，以廉洁仁惠
闻名，治绩山东令守第一。

蔡天祜自幼聪颖过人，众
皆视为奇童。年长通五经，补
州庠博士弟子员。明弘治十一
年（1498年）戊午科举人，弘治
十八年（1505 年）乙丑科进
士。这一年他是武科第二甲第
五名，授职翰林院庶吉士，遂得
广读宫中秘籍。庶吉士，明清
时期翰林院官员，由科举进士
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
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
讲解经籍等责，之后再授各种
官职，为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
源之一。

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
年），蔡天祜被授予吏科给事中
（明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
工六科，各设给事中一人，正七
品官，吏科中掌侍从、规谏、补
阙等百司之事，遇上朝时，站立
在殿廷左右，记录谕旨）。在任
吏科给事中时，因看不惯官场
中的各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

“謇谔自持，封驳无所避”（清光

绪十八年《睢州志·名臣》），得
罪权贵，被排挤出任福建按察
司佥事。在上任的路上，正赶
上江西盗贼起兵，朝廷用闽兵
协剿，下令让蔡天祜统领兵平
乱，不久叛乱即被平息。在福
建，蔡天祜尝负责内府供应菱
纱事务，革新宿弊，权豪因而敛
迹，省钱数千金，部使向朝廷推
荐他。

不久，蔡天祜转山东参议，
继而被改任为山东副使（明代
按察使的副官），分管巡视辽
阳，弊绝风清。这时正值山东
庄稼歉收，赤地千里，民不聊
生，他体恤百姓疾苦，想法设法
节约开支，用以救济灾民，使 1
万余人得救。

为了百姓长治久安，蔡天
祜还在山东沿海辟海道围圩筑
田数万顷，让农民种上庄稼，为
民奠定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当
地人深感其德，将所造之田称
之谓“蔡公田”。

济南龙山、淄川匪盗作乱，
恶少劫掠乡邑，危害地方，百姓
深恶痛绝。蔡天祜捕获其首
领，用法律绳治，其余匪众乃自
行散去，平息了当地的祸乱，还
民众安定生活环境。后转山西
左参议，迁山西按察使，提点刑
狱，风清气正。

蔡天祜平定大同兵乱的事情
上报朝廷，皇帝知道后，认为他做
得很得体，优诏褒奖说“有臣如
此，纾吾远虑”，意思即：有臣下这
样的做法，就解除了我的长期顾
虑。命大司马行赏功之典，并赐
给蔡天祜飞鱼厂衣一袭，还有白
金、彩币等。蔡天祜晋升右副都
御使，巡抚如旧。他在任屡败鞑
靼兵的进犯，确保了地方安定。

嘉靖七年（1528年），蔡天祜
又就地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几年
后，召回兵部。奉诏还京时，大同
民众为此罢市，户户香花净水泣
于道旁，哭声震野，且送且留者
300余里。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
的功德，就在当地建生祠祭祀，并
立碑纪念。

蔡天祜因边将俸禄长期短
缺，又每年需要修缮边墙，就以提
高淮盐盐引价格的办法补贴军
用，为权幸所忌被揭发。皇帝赦
免了他。而后，御史李宗枢又追
论以前的事，蔡天祜于是称病离
职，奏疏三上，皇帝才准他归
里。

嘉靖十二年（1533年），山西
大同再次发生兵乱，皇帝又令蔡
天祜前去平乱，他奉诏起用。“未
至京，得疾告归，卒”（《明史》卷二
百 列传第八十八），即未到京就
因生病请假回乡，卒于石岗书
屋。享年95岁。皇帝震悼，命有
司营葬，遣河南左参政蒋淦谕祭
如例，入乡贤祠。

蔡天祜多才多艺，《河南通

志·异考志》载曰：公生有艺才，弹
棋围棋、射的投矢、演阵占象无不
精晓……著有《石冈诗稿》《奏议
文集》存世。其诗《襄台》：“十年
江海倦游迹，忽上襄台泪满衣。
新谱未调歌馆寂，曲池犹在主人
非。青山气远仙何处，白屋春寒
昼掩扉。为爱从溪风韵好，晚凉
杯酌短檠辉。”清代工部尚书汤斌
对蔡天祜有很高的评价：“吾乡先
辈名臣，必以石冈公为首，其人品
甚高，所用未尽其才。”

蔡天祜有谋略。大同兵变
时，叛卒的耳目甚多，幕府的动静
对方都知道。蔡天祜就广招占卜
的人、琴客、游食或有技艺的人往
来军中，因此对叛卒的内情了如
指掌，终依赖他们获得成功。在
边镇7年，蔡天祜威德大扬，边境
父老为他修建了安辑祠。

蔡天祜去世后，葬在了睢州
城西南。其墓高如丘，至上世纪
50年代仍有 4米多高，墓顶用水
泥浇灌，上有封土。墓前有墓碑，
四周有柏树。“文革”期间，红卫兵
数次试图砸开蔡天祜墓，终因筑
墓水泥坚固而作罢。如今，蔡天
祜的墓在哪里？在睢县宣传部黄
业波、县城老居民杨文礼的指引
下，笔者得知蔡天祜墓在睢县老
回中的东墙东侧。在杨文礼老先
生的带领下，笔者在蔡天祜墓原
址看到的只是周围盖起的民居与
高楼，墓冢已经不复存在。杨文
礼还给笔者讲了蔡天祜墓上夜间
有金鸡打鸣的传说。

总兵官桂勇、千户苗登用诱
捕的方法擒住首犯郭鉴、柳忠等
11人，全部斩首示众，把首级送
交胡瓒。叛卒又认为桂勇出卖了
他们，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集胡
雄、徐毡儿等人再次聚众作乱，遂
焚毁苗登的家，包围桂勇的住宅
捆绑住他并杀其家人，要把他杀
死抵命。蔡天祜不顾个人安危，
来到他们中间，宣诏旨意：“朝廷
派官兵来，但诛首恶，协从不问，
如果你们还继续这样，就等于盲
目被杀。”叛兵听后感动得泣不成
声，桂勇方幸免一死。

蔡天祜处死了徐毡儿等 4
名首犯，郭疤子逃走，胡瓒想发
兵追杀，被蔡天祜阻止，称“首恶
即诛，全党釜鱼耳，易处也”。胡
瓒遂班师回朝。第二年二月，
郭疤子纠集同伙数十人潜入城
中，乘夜晚焚烧民宅。待天亮
之后，蔡天祜关闭城门大搜查，
擒住郭疤子及其同党 34人斩首
示众，并赦免了被迫跟从的人，
将变兵完全镇服。然后蔡天祜
又散布间谍，陆续又捕杀了逆党
数百人，历时经年，大同之乱完
全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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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政为民 至今犹忆“蔡公田”

守卫边防 平定大同兵哗变

杨文礼在蔡天祜墓遗址
处介绍蔡天祜事略

蔡天祜后裔蔡永生介绍寄岗蔡氏迁徙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