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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吴姓渊源及名人（2）
吴伯裔、吴伯胤系兄弟二人，小时候家

贫，在舅父刘格的资助下得以读书。据《商丘
县志》和侯方域《吴伯裔伯胤传》记载，刘格曾
举孝廉，“家饶于财，数推与伯裔千金”，且请
名师教导二人。吴伯裔读书刻苦，以至于博
通古今，他的弟弟伯胤小他八岁，读书也同伯
裔一样。归德城里的刘瀚乃刘格之族父，知
他们兄弟两个有才，将来很有前途，便以其孙
女许配吴伯胤，并尽以其财产赠之。吴伯裔
早举明经（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
目，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
学，故以“明经”为名。明经由郡国或公卿推
举，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
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为乡进士，而
吴伯胤淹蹇（谓艰难窘迫，坎坷不顺）。崇祯
九年，吴伯裔乃举孝廉，而伯胤却始终不第。
吴伯裔为人“沉练英博”（沉着练达，亮拔不
群），慷慨负大志，论者以其出处在郭泰、皇甫
观（郭泰、皇甫观是古代刻苦好学终成大才
者）之间。为文章原本经术，归于大家，简贵
（对有地位的人简慢，不巴结）不交时人，独与

侯方域、侯方镇、贾开宗、刘伯愚、张渭为莫逆
之交。吴伯裔挺注意向别人学习，“见人有一
言善者，未尝忘也”。吴伯胤风度文雅，美须
眉，善书，生平事兄伯裔如父，其学亦皆哥哥
伯裔教之，在诗文上不及伯裔，“其余制作温
湛，悉中矩度（指规矩、法度）”，皆不及见用。
侯方域于南京乡试不第回到家乡归德后，与
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徐作霖、刘伯愚等组
织雪苑社，为雪苑前六子。一群绮丽才子或
贤聚华轩，或游戏梁苑，酒酣为舞，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莫不以文采自著，而躬行相砥，甚
盛事也”。雪苑社诸子因文章名响江东，“诸
名士目为吴、侯、刘者，盖伯裔也。”但当时，大
明王朝因积重难返，已飘摇成秋风落叶。清
兵入关，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土地。面对国家
危难，雪苑诸子以天下为己任，发表真知灼

见，却不被朝廷重视。崇祯年间，李自成农民
起义军攻破归德城，吴伯裔、吴伯胤兄弟俩为
守城而死，为大明朝尽忠。

清朝时期，商丘有武士吴友名。据康熙
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吴友名（字辅臣），
力大过人，而且勇武，从军以后被授与归德中
军守备，后来因在战争中有功而迁江西镇标
游击，又因在镇压叛乱中作战勇敢，屡次取
胜，进参军，改山东胶州营。不久因事受到谴
责，调为吉安守备。他的才干受到巡抚董卫
国的青睐，董卫国奏明朝廷，补他扶标中军游
击之职。后来，因叛乱发生，董巡抚进总督，
掌管江西军务，又奏明朝廷，让吴友名做了督
示中军副将。

当时，江西叛乱时有发生，吴友名参与平
叛，先在故里桥与叛军作战，接着又与叛军战

于新昌、凤凰山、罗浮等地。吴友名智勇双
全，所战皆捷，杀敌甚多，而且收复了数座名
城，因功加都督同知，接着又进右都督。

叛乱被平定后，吴友名按功劳得以子世
袭拖沙喇哈番（清朝爵名。汉称为外所千
总）。后来因病乞休，回到家乡商丘，居于商
丘西村。五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吴友名身经百战，在战斗中不畏强敌，常
凭武艺和智慧击溃乱军精锐，攻入并摧毁敌
军的阵地，曾多次荣立首功，但他不妄杀无
辜，总是千方百计保全良民，因此以善闻名。

吴友名子孙繁昌，当时人们都说是他积
了阴德的缘故。他的后代继承他的品德，效
忠于国家，颇有美名。其子名贡字禹来，武功
出众，后以武中举从戎，和吴友名一样，在讨
罚叛乱中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屡屡立功。可
惜的是，他未等叙功就英勇牺牲。吴贡的弟
弟吴灝字素来，任广西西林县知县。当时，西
林县是个贫瘠落后的地方，人们的生活环境
很差，疾病流行，吴灝深入民间察看民情，尽
力为百姓免除灾难，惠及乡民。由于操劳过
度，最后积劳成疾，病故于任上。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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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龙堌堆的故事与传说

（完）

降龙堌堆庙会属于传统古庙会，过去方
圆百里几个县的民众都到这里拜庙赶会，安
徽亳州的香客更是赶着大车，挑着大旗，浩浩
荡荡而来。庙会期间，堌堆周边几个村里都
住满前来赶会的亲戚和香客，个别村里的井
水甚至都被喝干。正会当晚，堌堆之上与附
近几个村的“对烟花”表演堪称经典，吸引数
以万计的民众深夜围观。近年来，降龙堌堆
庙会越办越大。今年的庙会为期四天，人山
人海，热闹非凡。二月十五当天，庙内善男信
女鱼贯而入，五体投地，焚香膜拜；庙外豫剧
团、歌舞团、马戏团等竞相表演，戏声、歌声、
音乐声交响一片，沸反盈天；各种风味小吃、
儿童玩乐、农副产品交易等火爆非常。特别
是睢阳区豫剧团的精彩演出，吸引着周边几
个乡镇的戏迷纷至沓来，场场爆满。正会当
晚，堌堆之上还燃放烟花，方圆十几里外都能
看得到。庙会期间，娄店乡党委、政府还利用
这一阵地，对优秀共产党员、致富能手、好媳
妇、好妯娌进行表彰，促进了乡村文明建设。

八
近年来，娄店乡党委、政府对于降龙堌堆

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产业价值的认识不断提
升，并予以高度重视。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全
域旅游的逐步推进，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已把江庄村列为该乡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点村，作为历史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打项目重点推出。现在以江庄村为中心，以
降龙堌堆保护利用为重点，以传统古庙会为
载体，一些道路、绿化、特色产业发展、环境综
合整治等项目正在稳步实施。在睢阳区有关
领导的积极推动下，在区文化旅游文物等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降龙堌堆一周封土加固工
程已基本完成，平均加宽 5米左右，共用土一
万余方。堌堆周围绿化工程也基本完成，共
栽植松柏 400余棵，垂柳 200余株，还进行了
其他绿化美化等。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地方规划，堌堆之
上的庙宇及其活动需要进一步规范，提升档
次，理顺关系。通过注入历史文化，突出帝喾
降生地这个主题，进而体现特色，形成品牌。
按照古时每年春秋两祭的习俗，在办好二月
十五、十月十五两次古庙会的同时，计划从今
年开始，在麦收前后举办“西瓜节”或“采摘
节”。通过每年“两会一节”，吸引游客到此赏
花观景、品瓜摘果、访古探幽，体验乡村民俗
和农家乐，从而把江庄及周边村的特色农产
品推销出去，把乡村旅游带动起来，把农村经
济搞上去。

随着商鹿快速通道开通，打造阏伯台、降
龙堌堆、帝喾陵三点一线“寻根商祖”旅游线
将成为现实。降龙堌堆和江庄村及娄店集具
有连接南北、聚客中枢的优势，若能充分发挥
好利用好，对于古城南部全域旅游的形成和
乡村振兴，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相信，
有区乡两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牢牢抓住
实施乡村振兴这个历史机遇，通过对降龙堌堆
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古老的降龙
堌堆将会昂起龙头，带动江庄及周边乃至娄店
乡文化、经济、社会事业实现新的腾飞。

因旧时写文章常用带格的稿纸，“爬
格子”一直被视为“文人”的代名词。刚
参加工作，我就被安排到办公室，开始了
我的“爬格子”生涯。

2004年，我的处女作在《京九晚报》
发表。时隔多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手
拿稿样兴奋的样子。有了这条起跑线，从
此在“爬格子”的路途中我日夜狂奔，乐
此不疲。在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的键盘
声中，我的通迅《“公路经济”富了虞城
人》、散文《路的变迁》被《中国交通报》《河
南日报》第一版采用。2005年，我挣到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7000多元的稿费。

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台台式电脑，这
极大地方便了我的“爬格子”生活。在那
段苦并快乐的日子里，我把生活的酸甜
苦辣揉碎，凝结成饱含深情的文字。灯
火阑珊处，狂风暴雨中，我将思绪付诸指
尖，让生活中的春花、夏雨、秋月、冬雪在
键盘下流淌。我撰写的通迅《12名游客
与羌族大伯的生死情缘》荣获全国地市
报好新闻奖和河南省好新闻奖，获此殊
荣的都是各大媒体记者，我是唯一一位

“编外”人员。手捧着证书和奖杯，我思

绪万千，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更加坚定
了一个信念：在“爬格子”的道路上，无论
是荆棘丛生还是暗礁险滩，我将不忘初
心，一往无前。

2006年，我被调到新的单位工作，继
续我的“爬格子”生活。也是从那时起，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起在网上浏
览党报党刊，从里面汲取营养，提升思想
站位，拔高写作能力。“爬格子”除了改变
我的工作环境，还让我认识了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先后跟随一帮舞文弄墨的
文友分别到各地采风。2009年 10月的
一天，从宁陵县石桥镇万亩梨园采风回
到家，我突发高烧，因为急着赶稿件，我
在挂完吊瓶后，连夜撰写当天的采风稿，
第二天，《京九晚报》图文并茂刊发我的
散文《醉在梨乡》。看到照片和文章出现
在报纸上，我百感交集。之后我时常扪
心自问，“爬格子”苦吗？我的回答是，苦
并快乐着。当别人在公园散步、品茗小憩
时，我正苦思冥想、咬文嚼字；当别人酣
然入梦时，我正挑灯夜战。到底什么叫
幸福，我用自己的幸福观来安慰自己：把
自己想做的事做好，这就是一种幸福。

写的作品多了，我的名字开始出现
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在《法制晚
报》上的时评还登上了江苏卫视的屏幕，
当铅字变成犀利的语言时，我又收获了
一次成功的喜悦。2015年，为把散落一
地的“陈谷烂米”装进粮囤，我竟不知天
高地厚地出版了作品集《大路朝天歌》。
我曾自嘲，自己就是一位孩童，在“爬格
子”的道路上刚刚蹒跚起步，读者不对我
的拙作口诛笔伐，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有收藏的爱好，人生历程中的一
张纸片、一片树叶，我都会珍藏下来，因
为它们身上都包含一个个故事，能勾起
人的怀旧情绪。对于我“爬格子”的作
品，我更是关爱有加。每一本杂志、每一
张报纸、每一份稿费单，我都会整理好，
放在我的书柜里。多年以后坐在摇椅
上，在我头发花白时拿出这一页页发黄
的作品，可以思绪飞扬，在风烛残年里回
忆青春。

始于初心，成于坚守。这是我对自
己“爬格子”生涯的评价。一首歌中唱
道，生活是一团麻，在“爬格子”的苦乐年
华里，我正试着将麻绳拧成一束花……

■焦风光

“爬格子”的苦乐年华
闲情偶寄

15年之后，我在家乡——
河南商丘陪母亲过了母亲
节，听她说了远远近近的事
情。有关父亲，有关我……

我去看娘 娘说
指甲剪在小桌上
我故意不买指甲剪
到指甲长一点 就知道
该回家了

我去看娘 娘说
昨天是在洗衣服
没听见电话
八十六啦 经常听不见
上小台阶 腿累

我去看娘 娘说
你前天买的西瓜真甜
我有糖尿病 还吃两块
这会儿 没有谁家
用西瓜皮炒菜了

我去看娘 娘说
微信掉线了 你再
给我弄上 能看照片
小孙女说她眼睛小
其实不小 她是个机灵鬼
得招呼好

我去看娘 娘说
樱桃树开花了 水红
不是樱花 是樱花她堂妹
去年院子里 柿子丰收

石榴减产
红枣又落了一地 鸟吃了

我去看娘 娘说
你王伯伯 不知道在哪
他半身不遂 又胖
你爹走前说 他借那一万块
不要再提 解放商丘
一起打背包来的

我去看娘 娘说
天热了 你的短衣裳
都带来了吧 不能
光穿运动鞋 捂脚
宁陵那个全国乒乓球赛
不打也中

我去看娘 娘说
回忆录 写了十万字
你给我 把把关
你爹在世的时候
经常 趴在你的文章上
查字数

我去看娘 娘看电视
笑着摇头 说
编剧没有啥生活
太假了 都是
逼着闺女出嫁 编矛盾
前些年 葛优跟戈玲
也是编 你爹说
编得好玩 他俩说话俏皮

我去看娘 把电视

调到央五 库里打哈登
娘说 小字我能看见
最后一节 还有三分钟
我说 旁边还有倒计时
每次进攻
24秒 球得碰篮框

我去看娘 娘的洗脸间
有一小筐牙膏皮
我说 我上一年级
放学你去接我 换皮糖吃
现在牙膏皮不用锡做了
也没有人卖糖稀了
娘说 放那儿吧

我去看娘 娘说
学校食堂 晚饭太早
你出门往南 有家属区
先买几个杂面馍
和油窝窝 放着
夜里蘸芝麻酱吃 补钙

我去看娘 娘说
杨树毛毛子乱飞 呛人
骑摩托回家 得戴口罩
充电器放到车筐里
半路没电了 找个地方
充一点
要先给人家钱 说好话

我去看娘 娘说
那棵夹竹桃，一丈多高
种在柏油桶里 十几年
年年冬天往屋里滚

蚊子都怕它
你去湛江的第二年
死了

我去看娘 娘说
老干部赛跳棋 我又第一
你爹在的时候
俺俩天天练 每盘输赢
都有小本子记录
常常 一个月下来
打个平手

我去看娘 娘说
纸元宝好叠 正反一拧
就像模像样了
门后面那一堆 是年后叠的
打算清明回安徽用
天冷 没去成
你不用学叠它，好好教书

我去看娘 娘说
今天星期二
你发文章的报纸 夹起来了
挂在 你的书架上
标题左边
有你的头像

我去看娘 娘在
剥花生 小碗冒尖
一碗饱的一碗瘪的 娘说
你喜欢吃瘪的 甜
明年是你姥爷 去世三十年
他走前就是剥花生

我去看娘，娘说

■宋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