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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文化时讯

“太上老君”与“太丘”的传说
□ 夏浚钟

在永城市西北太丘镇一带几百上千年以
来世代流传着一串民谚：“不要慌，不要忙，
二月十五老君堂；不要急，不要燥，三月十
三关老爷庙；丘庙的集，丘庙赶，丘庙不赶
就傻眼。”这串谚语说的是太丘一带发生的民
俗事件，二月十五老君堂说的是从古延续至
今的太丘集上的老君堂庙会，关老爷庙说的
是太丘集西南3里路的谭关老爷庙村的关帝庙
会，三月十三关老爷磨大刀，是下雨的日
子，关老爷磨大刀需要用水润磨石以达到刀
刃锋利，所以这一天也是下雨的日子，世代
赶庙会的人们明知这天可能会下雨却故意不
带雨具，在这天既赶庙会购物、看热闹，又
准备随时挨雨淋往家跑，这天的雨一般不会
下太大，淋着细雨往家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
景和乐趣，被淋雨的人们往往会把淋雨的事
当作话题向乡众说上好多次，就像遇到了一
件多么美好的事一样兴奋不已，别有一番情
趣。丘庙距离老君堂3里半路，因丘庙是传说
中最早的与黄帝同时代的“老君爷”化身传
道之地、又是远古以来的“太丘社”所在
地，所以丘庙办起了早市形式的“集”，每次
历时一个时辰左右，由于时间短，来的人少
了，就成了“丘庙的集，丘庙赶，丘庙不赶
就傻眼”的局面。

老君堂在明清是一个宗教建筑群，现仅
存三间大堂，以传说的“太上老君”化身老
子李耳的生日二月十五为节点举行庙会，庙
会规模特大，古时历时一个月，近代改为一
天，影响很大。据老人们讲常见一千里路的
信众在这一天来老君堂焚香上供祭祀“太上
老君”，大堂内供奉“太上老君”和其化身

“老子”，同时还供奉“四大天师”。“太上老
君”在这一带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老君

爷”，“皇天上帝”被称呼为“老天爷”，土地
神被称呼为“老地爷”。这个称呼方式显然是
这一带的人们把太上老君、皇天上帝、土地
神当作自己的祖宗神对待了，拉近为一家人
了，一个“爷”字蕴藏了百姓的诸多敬畏、
亲近、怀念、感恩之情。这一代老百姓为什
么对天地神灵亲近与不外气呢？古老的传说
可以解释这些疑问。

相传，现太丘镇南丘庙村脚下是蛮荒时
代的一个大丘，由于存世的年代久远，被称
为老丘，古字“老”通“大”“太”“泰”加
上文明元素就成为后来的“太丘”了，这个
丘之上是黄帝时代“太上老君”化身现世的
地方，“太上老君”化身一位老者现身授“燧
人氏”火种带动民众脱离“茹毛饮血”、教授
炼丹造药去除病痛疾苦、延年益寿，“太上老
君”化身的老者被百姓尊称为“老君”，后来
称为“老君爷”，当地百姓认为老子就完全代
表着“太上老君”。老百姓口头语的一个

“爷”字显然把天神融入了每个人的家族行
列，从感情上视为自己人，原因就是认为他
们的祖先曾与天神一起生活过，更直接的原
因就是这里还是最早期商部落的神社、商鼎
盛时期的王级土地神社、殷商衰落之后的宋
国神社“太丘社”，在这个“社”里帝王君臣
用牛、猪、羊“太牢”通过土地神祀“天”，
向“天”传达祈求意愿，人们丰衣足食、子
嗣旺盛。由于这里的人们世代耳闻目睹

“社”里进行的一切活动，久而久之导致习以
为常，故有与皇天上帝、土地神、太上老君
亲如一家的感觉，所以称为“爷”，这是带有
区域特性的称谓方式，超过这个地域就很少
存在这种称谓方式了。古制社庙同地，这里
也是孔子家族祭祀祖先的宗庙所在地，《论

语》与《史记》均记载孔子为殷人，殷商是
总称，商朝迁都殷墟之前称商，迁殷墟后才
商殷共用。孔子与太丘的渊源是深厚的血脉
宗亲关系，孔子周游列国时在芒山、太丘一
带游住许久，以至于发生了《论语》与《孔
子家语》记载的孔子与宋国司马恒魋之间发
生个人过节的故事，恒魋把孔子带领弟子演
练礼的场地的大树砍倒对孔子示威，孔子就
对众人说:“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
（tui）其如予何’？”以示对恒魋的蔑视，孔子
思想对这一带老百姓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直到现在普通百姓对遇到的蛮不讲理的家庭
立即评价为“孔夫子没到过的地方”，足见孔
子的影响与教化有多么深厚！

因为司马迁在 《史记》 中把丘庙下的
“宋太丘社”定位在与周的国家社稷存亡、秦
的失国、中华九鼎的去存同等重要的位置，
所以引导了西汉在太丘先后设置敬丘候国专
职事上帝、置太丘县立汉太丘社的行为，直
到东晋大水带土淹没后消失于人们视野，以
此传说后世人们以“土地庙”丘庙村为中心
周边4里路范围建了众多的寺祠庙宇，北面建
有著名的“老君堂”，“老君堂”的初建年代
已不可考，传说朱洪武（这里称明开国皇帝
朱元章为朱洪武）时代即有“老君堂”，有记
载的是 1903年请山东的木匠整修过，“老君
堂”大殿尚存太丘中学院内，2015年在原址
东北 100余米处重建了“老君堂”，2017年 7
月决定打造“道教文化产业园”，一期扩建

“老君堂”，二期重建“太丘社”；东面建有
“玉皇阁”，古老的“玉皇阁”毁于“文革”，
2016年在原址重建开光；东南面原有著名的

“清凉寺”毁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冯玉祥扒庙
办学堂运动;南面建有专事送子的“奶奶庙”

现仅存庙台；西面有敬奉武圣的“关帝庙”，
当地称谭关老爷庙仅存遗址；西北近处一箭
之地有全国罕有的“猪牛羊神庙”遗址庙
台，可能是源于猪、牛、羊是天地神喜欢的
祭品“太牢”的缘故，人们可能是希望牠们
繁衍兴旺又感激牠们为人类对天地做出的牺
牲，据说该庙也毁于冯玉祥为河南督军时的
扒庙办学堂运动；同方向延长2里半路还有曹
庙，其中供奉已无人说得清楚。道教典籍中
有“太上老君”还化身过李耳“老子”留给
世人“道德经”后升天而去，后来又化身

“张天师”张道陵到人间传道布教兴盛道教的
典故，这个典故给几千年来李耳“老子”的
身世年月的不解之谜给出了一个解释，几千
年来无论是《老子》还是《史记》对老子其
人都没有确切的身份认定，对其行踪不知所
终，《史记》中甚至自相矛盾、无所适从，从
宗教的角度说，“老子”作为神的化身不知所
踪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丘庙村之下的“太丘”是一个神
奇的地方，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里有
《史记》《资治通鉴》等文献对“太丘社”的
确切记载也有远古至今的天地神灵在人间活
动的传说，有大量的与传说相印证的近古宗
教遗迹,考古发现的隋唐大运河酂阳大码头的
设置应与方便古时官民到丘庙之下的汉太丘
社祭祀有关。远古以来的先民们心存对神灵
的敬畏，心中道德底线分明，在这里虔诚的
焚香祭祀，向皇天上帝、土地神灵献上“太
牢”祈祷天命恒稳，增福增寿、减消灾祸同
时感恩上天与大地的丰厚赐予。所以，挖掘
发扬传统民族信仰文化，心存敬畏，划清道
德底线，遵纪守法，国泰民安，是一件利国
利民的好事。

归德路是我市主要道路之一，随着城
市的不断发展，交通压力不断增大，双向
4车道，机动车道仅 14米宽的归德路显得
愈发狭窄，越来越不堪重负。通过升级改
造，归德路机动车道由双向 4车道变为双
向8车道，宽度由14米拓宽为28米，道路

“颜值”更高、通行更顺畅。

2016年2月，归德路拓宽前工作人员对行道树进行移植。升级改造后的归德路，车辆通行变得更加顺畅。

现代大气的归德路

“颜值”让人称道
文/图 本报记者 崔 坤

这是一场雕塑艺术的盛宴。中
国百年以来 316位雕塑艺术家的精
品力作 590件，6日起在中国美术
馆全部展厅及户外空间展出12天。

展览分 7大篇章，共同叙述中
国百年雕塑历史。小至十几厘米的
雕塑，大到几十米的城市雕塑的图
像展示，大量难得一见的文献资料
都在本次展览中有所呈现。展览还
借助 3D扫描和打印技术，在展厅
内重现《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雄
浑悲怆的场面，同时也从西藏自治
区征集到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著名
泥塑《农奴愤》残存的头像 30余
件，均为本次雕塑大展的亮点。

中国美术馆馆长、本次展览学
术总主持吴为山表示，在波澜壮阔
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运动中，在
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
革开放新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征途上，几代中国雕
塑家用指纹和刻痕将民族精神铸就
为不朽的丰碑，成就了无数永恒的
经典，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据新华社）

中国美术馆展出
百年来316位雕塑家精品

近日，全国第七届青少年书法大赛在郑州举
办。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国 700多名选手参加，我市
睢阳区“跟我来祺淳书社”派出了 8 名小选手参
赛，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比拼，取得了1银7铜的
优异成绩。

“跟我来祺淳书社”的掌门人孙祺淳说：“这是
孩子们第一次参加比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作为
他们的老师我是既高兴又自豪。”孙祺淳说。2012年

孙祺淳毕业于中国美院书法专
业，供职于商丘市睢阳区文联。
现任浙江省书协会员、睢阳区书
协副秘书长、应天印社副秘书
长。2011年出版《祺淳书法作品
集》。

2015年，孙祺淳利用自己的
艺术专长，顶着各方压力开办了
书法公益班——祺淳书社。书社
成立之初，确实是“赔本的买
卖”，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甚
至由于他那身夸张而不被人接受
的衣着打扮而遭人非议：“穿的
不伦不类，哪有一点书法家的样
子？他行吗？瞎胡搞！”

作为一家书法公益班，祺淳
书社不但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要
倒贴笔墨纸砚，赔本赚吆喝的
事又有谁会理解支持呢？外界

的压力、家里人的不理解，时常让他处于困境，
仅书社本身的房租和水电费，每月都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书社成立之初常常捉襟见肘；曾有一个
月，孙祺淳兜里揣着四块钱，到处奔波东借西
凑，艰难的维持着书社的运转，为的是坚守他心
中的那个书法梦。

孙祺淳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商丘人，自幼师从
商丘文人书法家赵鹏九先生，受其影响，孙祺淳对

孙伯翔、曾翔、石开先生这些“北派”大家神往已
久，被他们的技巧和碑学的大气与古朴深深折服。
他大学就读于中国美院，学习过程中，与世界最前
沿的书法理念“碰撞”，在校期间将“学院派”的书
法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回家乡后，孙祺淳以他独
特的优势，孜孜探索，融合“南北两派”，化古出
新，以解构主义、形式主义的艺术理念不断完成自
我突破，探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书法理念和教学方
法。

孙祺淳认为，字如人，人如字。每个字就像我
们大千世界不同的人，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外貌特征
和故事秉性。学生们要传承的是古代书法艺术而不
是复制老师所教的写字“规矩”，所以说学书学古不
学师，这是他一直以来坚守的教学理念。

从 2015年招收的第一名学员至今，祺淳书社开
办的公益班学员中有 3人成为了河南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15 人在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展览中获
奖，学员翟孝东在举办的全国书展中 5次入展；书
社高考班，连续两年书法高考过校率100%！书社门
额上面由中国书协会员、著名书法家李林书写的

“祺祥纳福无非写字，淳良致善只是读书”，鼓励着
孙祺淳和他的学员们。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他，虚心
学习、孜孜探索、不失率真；他，置身书法，致力
艺术，不断填补历史文化传承的断层；他，融合南
北，立古出新。这就是孙祺淳，一个穿着大胯裤走
上书法家之路的“教书匠”。

我只是个“教书匠”
——商丘青年书法家孙祺淳侧记

文/图 本报记者 白鹏 实习生 马世卿 李文适

艺苑风景

创作书法时进入忘我境界的孙祺淳创作书法时进入忘我境界的孙祺淳。。

近日，商丘市纪检监察系统“喜迎党的十九大，讲忠诚、
守纪律、做标杆”主题演讲比赛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全
市共有14位选手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宁陵县纪委选送的
曹亚梅荣获一等奖。 吕忠箱 摄

9月7日，夏邑县纪念毛泽东逝世41周年像章展在贵宝红色
家庭教育馆举行。该馆是由老干部马来宝自费创办的家庭收藏
馆。开馆已来，已举办几十次教育活动。中央电视台、《河南日
报》等媒体作过报道。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