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时期, 商丘古城改睢阳城称宋
城，隶属宋州，后宋州改为睢阳郡，后人
记述也称睢阳城。它是坐落在隋唐大运河
边上的一座重镇、一座繁华的大城，宛如
一颗明珠点缀在这条贯通南北的翠带之
上。这里曾历经“舟车半天下”的盛世繁
华，也曾诞生“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浪漫
传奇，更见证过围城十月的铁血与悲壮。

运河故迹诉繁华

距离商丘古城向南约2.5公里的古宋办
事处叶园村，麦草青青里，一座巨大的玻
璃钢大棚耸然而立。棚下精心保护着的，
就是考古发掘出的隋唐大运河商丘南关码
头段遗址。2014年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
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在隋以前，中国有许多大河，但几乎
全是由西向东横向流动，没有一条南北纵
向的大河。从公元584年到公元610年，隋
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
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
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
大运河。“隋朝开河，唐宋受益”，唐代的
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
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

商丘的运河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东周
时期的鸿沟水系，经过两汉时期汴渠的发
展，到隋代通济渠的开通，正式揭开了商
丘地区古代运河文化与经济大发展、大繁
荣的序幕。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隋唐
大运河故道商丘段自睢县进入，贯穿睢
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
夏邑县、永城市，最后进入安徽省淮北市
濉溪县，在商丘市境内全长199.7公里。

步入宽敞明亮的保护棚，眼前是一座
东西长、南北略短的长方形深坑。四壁黄
沙累累，坑底的泥色则更为幽深，坦露着
的就是汴渠北岸码头一段遗址。2008 年，
为了配合大运河申遗，商丘市文物部门和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地进行了持续多
年的发掘，发掘 4个点，面积有 8000多平
方米，揭露了大运河北岸遗址以及河道、
堤岸上面修建的排水设施等遗迹，出土了
很多遗物及陶器、铜器、铁器等。

“ 汴 水 流 ，泗 水 流 ，流 到 瓜 州 古 渡
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又称汴水、汴
渠、汴河。千百年来，由于黄河多次泛
滥，泥沙淤积，通济渠商丘段大都被掩埋
在地下，因而大体保存较好。这处河岸面
距地表五米左右，北侧一溜月牙形隆起部
分是一处突堤的局部。突堤表面沟壑纵
横，还夹杂许多砖块、瓦片，甚至还留有
坑槽等前人活动印记。那时运河上是一幅
什么样的景象？借由史料也许能一窥其
貌：“天下诸津，舟航所聚……弘舸巨舰，
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旧
唐书》） 大船小船，满载货物，南来北
往，昼夜不息。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
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
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
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
苦，后代实受其利焉。”相比陆路，水运是
一种更便捷经济的交通运输方式。到了中
晚唐，漕运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制
度，江南富庶之地出产的稻米，通过运河
送入京师，供养着三军士庶，从扬州到长
安最快只需40天。

运河沿线的一些码头及城镇也随之迅
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宋州（今商丘）位
于运河中途，是通济渠的“咽喉”要道、

“管控江淮”的门户之地。这里八方辐凑，
店铺林立，粮商、盐商、茶商、丝商等聚
集于此，是全国著名的大都市之一。运河
也使农业生产有了水利保障，人民衣食丰
足，人口茂盛。杜甫晚年在《遣怀》一诗
中曾这样回忆游览宋州城所见：“邑中九万
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
娱……”高栋大屋、道路宽阔、客商云
集，宋州城的繁华面貌从中可见一斑。

当时的繁华从宋州码头遗址考古发掘
上也能得到佐证。仅以瓷器来说，器形可
见碗、罐、壶、盆、盏、杯等数十种之
多，时代自隋始，跨越唐、五代、宋、
金、元、明。“这段遗址有堆积很厚的宋元

文化层，充分证明了当时运河给商丘带来
的繁盛，此处与夏邑济阳镇两处码头遗址
的发现在整个大运河申遗工作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曾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商丘
博物馆馆长王良田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考古勘探和
文献记载，证明了此码头位于“河市”
区。唐朝的城市普遍实行宵禁制度，晚上
到了固定时辰，城门就要关闭。乘船而来
的外地客人，错过了进城时间，就只能在
城外码头附近的客店、酒楼进行食宿、娱
乐等，跟船的货物也在这里流转、仓储，
就带动了这块区域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形
成了河市。

月老传说天下闻

在唐朝，熙熙攘攘、“舟车半天下”的
宋州城，还发生过一段离奇诡丽的传奇故
事。

据唐代李复言的 《续玄怪录·定婚
店》记载：杜陵青年韦固途经宋城，寄宿
于城南客店之中。有人为他提亲说媒，他
因自小是孤儿，一直想早点成家，遂早早
地天不亮就赶去约会地点。途中遇到一位
白须老人，倚着囊袋坐在地上，对着月光
看书。韦固非常奇怪，上前去问老人看的
什么书？囊中有什么东西？老人回答：“此
书是天下人的婚姻簿，囊中有赤绳”，并说
只要以赤绳暗系男女双方之足，便可使他
们成为夫妻。韦固听了忙询问自己的婚事
此次能否成功，老人告诉他：你的妻子现
在才刚三岁，到她十七岁时，才能嫁到你
家。韦固问他，此女现在何处？老人回
答：旅店北边卖菜的陈婆带着的女孩就
是。天亮后，韦固按老人指点找来，却看
见一瞎眼婆婆怀抱一孩儿正在卖菜，而且
这个女孩丑陋不堪。韦固恼羞成怒，命家
奴带刀行刺，家奴于闹市中仓惶刺中女孩
眉间。

此后韦固多方求亲，一直无果。十几
年后，韦固投奔相州 （今安阳） 军的门
下，刺使王泰见他能干，就把自己十七岁
的女儿许配于他。此女面容姣好，韦固非
常满意，但她眉间常贴一朵花钿，就连沐
浴也不摘下。在韦固好奇追问下，妻子含
泪痛说家史：她本是宋城地方官之女，父
亲死在任上，母亲、兄长不久也都去世，
由乳母陈婆带大；三岁时在闹市被疯子在
眉心刺了一刀，幸好未死，只得用花饰遮
掩疤痕，后来她叔叔做了官，认她做了女
儿……韦固这才想起 14年前偶遇月下老人
之事，惊异不已。夫妻俩越发相敬如宾，
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宋城的县令听说了
这件奇事，专程给那家旅店题名“定婚
店”。

这则故事表现的是当时唐人认为的
“命中注定”“生死由命、福贵在天”的思
想观念，但“月老”以后就成了媒人的代
名词了。月老逐渐被民间奉为婚姻之神，
家喻户晓。

在商丘古城，适婚青年男女一直有拜
祭月老、求得美好姻缘的风俗。月老祠原
在城南，目前则位于古城外阏伯台景区
内。月老祠内，月下老人端坐殿中，须发

皆白，笑意盈盈迎送着往来的单身男女。
他座下供奉着香烛、鲜花，周围栏杆上系
满了祈求婚姻美满的红色丝带。很多人相
信，向月老求得良缘，能够婚姻顺遂，幸
福长久。“千里姻缘一线牵”，无论贫富贵
贱、相知相守，古人今人此心相同。

古寺名碑今犹在

在古城西南阏伯台景区东侧，一座开
元寺几经兴废，烟火断断续续从隋唐延续
至今。

黄墙灰瓦，红漆大门上，“商邱开元
寺”几个鎏金大字，苍劲秀逸，是一代泰
斗赵朴初的字迹。开元寺格局紧凑，院内
香火缭绕，梵音阵阵。大雄宝殿雕梁画
柱，三尊白玉大佛宝相庄严。

院内当门一块石碑，简要记述了开元
寺数次更名、几经毁建的历史。开元寺源
于隋代龙兴寺，最早濒临南湖，常受水
害，于唐开元年间在睢阳城内又建寺院，
因此得名“开元寺”。

唐朝会昌年间（841年-846年），武宗
下诏大除佛寺，开元寺因此遭焚灭销毁，
一无遗存。北宋时期恢复，改称宝融寺，
宋太祖赵匡胤曾到寺中游览。北宋灭亡
后，南宋康王赵构在商丘即位，将开元寺
改为商丘寺，后又改为开元寺至今。明清
时期几经重修后，僧侣云集，香火旺盛。
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到此揽胜，该寺被誉为
中州名刹。在 1937年爆发的日寇侵华战争
中，开元寺遭损毁。解放后，党和政府对
文物保护十分重视，多次修复。

据记载，开元寺跟另一处古迹八关斋
有着密切的渊源。公元 772年，开元寺曾
经举行过一场盛大的法事。当时 64岁的书
法大家颜真卿还专程来到宋州，撰书记载
了这一盛会。颜书被刻成八棱石幢置于开
元寺东侧，石碑初称“颜鲁公碑”，因碑文
所记是八关斋会的佛事，便逐渐被叫成

“八关斋”了。
斗转星移，如今的八关斋已经与开元

寺分开，并被单独开辟成一处景点。追慕
颜书真迹，我们来到位于商丘古城南关
外、古宋河畔的八关斋。

幽静的石板路旁，是一处典雅的仿唐
建筑，匾额上“八关斋”三个颜体金漆大
字，透着雍容庄严的大唐气象。当门一处
石雕影壁，简要介绍了颜真卿的生平。进
入庭院，正中伫立着一座重檐灰瓦的八角
亭，亭内一座巨大的八棱石碑，密密麻麻
刻满了颜体大字，便是此行参观的重点
——八关斋石幢。

此碑高 2.67 米，共 8 面，每面宽 0.5
米，全文 983字，碑文全称《宋州八关斋
会报德记》，记载了唐代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五月八日在开元寺举行斋会的源起。安
史之乱中，河南节度观察使、汴州刺史田神
功曾两次解睢阳之围，使全城人免遭屠戮。
大历七年（772年）田神功战累成疾，一时生
命垂危。睢阳城官民于一筹莫展中，只得求
助神明，为他举行八关斋会禳灾祈福。碑文
后部详细记载了法会的盛况：宋州刺史徐向
等邀请一千名僧人赴斋会，接着州、县官吏
和乡绅连续设会，有的“设一千五百人为一

会”，有的“设五千人为一会”，一时佛饭香供
摆满郊野，经声佛号彻夜不熄，善男信女四
方云集。

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中，开元寺也受到
冲击，石幢被推倒，文字也被錾凿得面目全
非，埋与地下。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崔
倬任宋州刺史，他下乡寻访时得知了颜鲁公
碑的遭遇，便命人将残碑挖出，并费尽周折
找到原碑拓本，将其恢复，并重新竖立在原
处。

由于唐朝时的宋州八关斋会的深远影
响和颜真卿的文章书法世所罕见，八关斋不
但被称为宋州一绝，而且被赞为中原奇观。
多年来，不知吸引来多少文人墨客前来观光
研究。如今原碑已残端为两截，被妥善保
护、安置于八关斋景点内的珍宝馆，碑上的
文字虽然经过后人多次重拓，但仍不失颜书
精神，其拓本为国内外收藏家追捧。

睢阳忠烈世传扬

古城南门外，与八关斋正对的是张巡
祠高耸的山门。松柏青青，芳草萋萋，通过
重重大门，进入重檐飞角、气象森森的大
殿，张巡坐像威严，手握宝剑，凤目有神，凛
然之气似乎仍在守卫着身后的古城。“戡乱
勤王社稷精英人敬仰，舍生殉节睢阳忠烈
世传扬”，殿门黑底金字的楹联，道不尽后
世的敬仰。

天宝十四年（755 年）冬，安史之乱爆
发。由于预谋已久，叛军所到之处守将或不
战而逃，或望风而降，唐玄宗被迫西逃。中
原腹地处处烽火，民生荼毒。在此之际，张
巡起兵讨贼，在宁陵、雍丘（今河南杞县）鏖
战，屡破敌军，扼守数月。至德二年（757年）
正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续派大将尹子奇率
13万精兵围攻睢阳。睢阳太守许远邀张巡
共守城池，此时两人兵力仅有6800人。许远
推张巡为主帅，而自己筹管军粮和战争物
资。面对强敌，张巡激励将士固守，连续
拼杀十几昼夜士气不衰，俘获叛军将领 60
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

面对叛军数倍于己的兵力，张巡固守
城池，屡出奇计，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
一次，叛军大将率一千余骑直逼城下招张
巡投降。张巡在城上一边与敌将答话，一
边暗命勇士几十人手持钩、陌刀、强弩从
城上吊下潜入无水的护城壕中，趁叛军失
去戒备时奋勇杀出，叛军猝不及防损伤了
很多人马。

睢阳城在重兵包围中已经成为一座孤
城。临近的谯郡(今安徽亳县)许叔冀、彭城
(今江苏徐州)尚衡、临淮(今江苏盱眙北)贺
兰进明等地方守卫都观望不肯发兵，以求
自保。坚守数月，城内粮草匮乏，数万官
兵平民只能靠网罗鼠雀充饥，煮食马鞍、
盔甲等皮件、树皮充饥，士兵都饿得拉不
开弓。弹尽粮绝之际，张巡无奈只得杀
妾，以爱妾之肉分给将士们吃。

十月九日，叛军终于攻上城墙。城破
之际，张巡面向西方唐都方向长跪不起，
与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一同被俘。与
张巡交手数次并失去一只眼睛的尹子奇对
于这位对手非常尊敬，打算留他一条生
路。可无论对方怎样逼迫、折磨，张巡宁
死不降。被杀前，张巡喊手下干将南霁
云：“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男子汉死
就死了，哪能没有道义而屈服呢？”与南霁
云等三十六人从容就义，是年49岁。

张巡、许远一众英烈最终城陷人亡，
但他们有力地阻止了叛军南下，为唐王朝
的重整旗鼓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使江南
人民免遭生灵涂炭。安史之乱后，唐肃宗
下诏封其为扬州大都督、封许远为荆州大
都督，在睢阳分别为二人立庙，每年按时
祭祀。他们的英雄事迹在神州大地传播，
张、许二人被尊称为“双忠公”，并逐渐成
为民间所崇祀的神明。多年来，东南亚及
港台爱国人士组团来商丘拜谒张巡祠的络
绎不绝。

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的黄金时期。经
过数番战火荼毒，睢阳城也伤痕累累，十室
九空。开平元年（907年），宋州砀山人朱温
灭唐建梁，掀开了五代十国的篇章。北方政
权更迭频繁,混战不已,而南方局势相对安
定,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
南移。运河畔的睢阳城暂时沉寂下去，静
待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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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州交通便利，古迹众多，也因此成为唐朝文人
墨客喜欢游历的胜地。盛唐诗坛“双子星”李白、杜
甫和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曾在此结伴畅游、诗酒唱和，
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

天宝三年 （公元744年） 夏天，李白与杜甫在洛
阳相会，二人约定在同年秋天共游梁宋 （今商丘）。
这年秋天，天高气爽。李白、杜甫和高适三位文学大
家一同如约来到宋州城。

由于商丘在汉代梁孝王时，筑天下著名的苑囿梁
苑，天下文人学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人集游
其上，诵诗写赋，盛有“文雅”之称。李白也渴望在
一千多年后凭吊怀古，追寻司马相如当年留下的遗
迹，从而排泄他怀才不遇的烦闷心情。在梁苑旧地他
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梁苑吟》，看到颓废荒芜的梁苑
旧址，回想起自己与司马相如相似的经历，对天发问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枚指枚乘，马
指司马相如） ”。高适也发出“梁王昔全盛，宾客复
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
千里来”的感叹。他们对酒当歌，忧患朝政，发出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
思多，对洒遂作梁园歌”。杜甫也和诗一首。

三人遂又到达宋城南郊的汴河，写下“荒城墟照
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
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到了这年冬季，李白、杜甫等仍不肯离去，在大雪纷
飞之际，又来到了城西南的清冷台，这里在汉梁孝王
时为钓台。面对大雪三尺，李白触景生情，一挥而就
写下了《鸣皋歌送岑征君》的诗篇，把他依依惜别的
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交鼓吹兮黄鹄，扫梁园之群
英，振大雅於东洛。”之后，他又去芒砀山追寻梁王

旧迹。
李白与杜甫、高适通过这次梁苑怀古游，

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以致在多年后，他们还互
赠诗文，回忆当年盛游梁苑的往事。

李白、杜甫、高适共游宋州
相 关 链 接

本文作者与文化顾问在探访交流

大运河见证的繁华与悲壮
——“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大型探访解析之隋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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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商丘古都城”探访聚焦活动导游示意图（5）隋唐运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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