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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文化写真

颛顼是远古五帝的第二帝。关
于颛顼迁都商丘，《晋书·地理上》
记载：“颛顼始自穷桑，而徙邑商
丘”。《黄帝神农氏谱系表·释考》
记载“颛顼高阳氏……在位七十八
年。国都若水，徙商丘”；《太平御
览》 卷七九载“颛顼……始都穷
桑，后徙商丘”……

有一种影响不小的说法：颛顼
“徙邑商丘”不是现在的商丘，而是
濮阳，并列出《世本》和《帝王世
纪》中的话作证。商丘有的学者也
认为颛顼“徙邑商丘”中的“商
丘”是濮阳。

颛顼当年“徙邑”的是现在的
商丘还是濮阳？濮阳在历史上叫过

“商丘”吗？这一问题多年来没有弄
明白。现在我们看答案到底是什么。

《帝王世纪》 引 《世本》 说：
“《世本》，契居番，相徙商丘，本
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
所居也。故 《春秋》 曰阏伯居商
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
火，谓之辰。故辰为商星，今濮阳
是也。”

这一说法的毛病首先在于“阏
伯之所居”“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
也”。众所周知，契是远古时期五帝
之一帝喾的儿子。现代著名史学家
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
纂》中说：“阏伯为商之先人，而商
之先人为契，则契与阏伯是一非
二”。阏伯所封之商丘称“商”，又
称“殷”。《史记·殷本记》载：“契
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
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
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
商，赐姓子氏。”《帝王世纪》的作
者皇甫谧也说：“殷出自帝喾。子姓
也。”并说，“帝俈（喾）高辛……
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
亳。”帝喾所都之亳在哪里？《史
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宋州
谷熟西南，南亳古城”。“宋州”即
现在的商丘，这是无可争议的。唐
代对古代政区地理沿革进行比较系
统叙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高
辛故城在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帝
喾初封于此。”《归德府志》记载：

“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里，帝喾所都
之地，帝喾都亳，故葬此……有宋
太祖开宝元年诏祀帝王陵寝碑可
考。”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虽然
引了《世本》的话，但也对亳进行
了考证，说：“学者咸以亳在河洛之
间，今河南偃师西二十里有尸乡亭
是也。谧考之事实。失其正也。孟
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案地理
志：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汤

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汤使亳众
为之耕，有童子饷食，葛伯夺而杀
之。古文《仲虺之诰》曰，汤征自
葛始。计宁陵去偃师八百里，而使
亳众为耕，童子饷食，非其理也。
今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之
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师也。”皇甫
谧说来说去，最终肯定“亳”在梁
国（今日之商丘），而不是在别的地
方。

皇甫谧又再次考证说：“孟子
称，汤居亳与葛为邻。案地理志：
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汤地
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
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
饷食，葛伯夺而杀之。计宁陵至偃
师八百里，而使亳众为耕，童子饷
食，非其理也。今梁自有二亳，南
亳在谷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
故古文《仲虺之诰》曰，乃葛伯仇
饷。（汤）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
也。汤又盟诸侯于景亳。然则二亳
皆在梁矣。春秋会于亳是也。”再次
肯定“亳”在今日之商丘。

皇甫谧还说：“若汤居偃师，去
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
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梁国
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皇甫谧经过再三再四的考证，
帝喾所都之亳、商汤所都之亳皆在
今日之商丘。亳在今日之商丘无
疑。那么，“殷 （商） 出自帝喾”，
就是“出自”现在的商丘了。“商
丘”是由“商”而来，濮阳（或称
帝丘） 不是“商”，何以为“商
丘”？《庄子·人间世篇》中有“南
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注释】 曰

“商之丘：即商丘，在今河南省，地
名。”又是商丘是今日之商丘而非濮
阳的佐证。

另外，《左传·昭公元年》载：
“昔帝喾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
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
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
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现在的商丘有古代的阏伯台、阏伯
庙，即阏伯墓所在地。《括地志》
载：“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
商丘也。”因此，契（阏伯）所封之

“商”即今日之商丘，而不是濮阳或
其他地方。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
生和范文澜先生研究甲骨文，都认
为“商”就是现在的商丘。《甲骨文
合集》第九七七四版正面上部有一
句卜辞说：“□子卜，□咸于丘商？
勿咸于丘商”？释文说：“丘商，今
商丘”。王襄在《簠考·地望》中
说：“卜辞屡见，‘王人于商’，‘大
邑商’之文，此云‘在商’当为契
封之故地，即河南之商丘”。不是别

的地方。
而且，“《世本》，契居番，相

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
火正阏伯之所居也。故《春秋》曰
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也
是不对的。“契兴于唐、虞、大禹
（夏朝开国君主） 之际”（《史
记》），而“相”（公元前 2054年-
前 1899 年） 为夏朝的帝王仲康之
世子，是夏朝第五位君主，与契的
时 代 相 距 很 远 ， 怎 么 能 “ 阏 伯
（契） 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
呢？应该是阏伯的孙子“相土因
之”才对（《左传》载“阏伯居商
丘……相土因之”）。况且，夏帝

“相徙商丘”也不是濮阳。《夏商合
传》说：“夏后相之四年丙戌，贼
羿篡位，后相奔出，依商侯相土而
居。相土俭朴，不能徇后相之欲。
居二年，于六年戊子，又往青州依
同姓所分诸侯斟灌氏、斟鄩氏二
国。”最后才迁之濮阳，怎么能说

“相徙商丘……故辰为商星，今濮阳
是也”呢？

至此，有充分的根据下结论：
颛顼“徙邑商丘”所徙的就是现在
的商丘，而不是濮阳。“相徙商丘，
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
之所居”中的“商丘”也是现在的
商丘，不是濮阳；相徙商丘在先而
迁濮阳在后。帝丘（今濮阳）虽是
颛顼之墟，但也不能因此否定颛顼
徙商丘是现在的商丘。颛顼所徙之
邑在商丘，因此现在的商丘也足可
以说是颛顼之墟。

那么，“颛顼徙邑商丘”所徙的
地方在现在的哪里呢？据康熙二十
九年《项城县志》记载，颛顼当时
徙邑商丘，所都之地在现在的项
城。项城为古商之地，在 1965年之
前还属商丘专区，为公元前 2800-
2300 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古曾曰

“南亳”，又云“耿亳”，为殷商故
地，境内有“高阳帝丘颛顼之国”，
亦有古“广阳”及“顿丘”遗址。
《项城县志》记载：项城内“循谷河
而北为南顿，南顿古项子国”，“南
顿在昔一都会也，背枕太昊之墟，
左倚颛顼之国，耿亳在指顾下，古
帝王（指颛顼、帝喾）皆出其间”。
今项城市高丘寺镇“高阳帝丘”亦
曰“高丘”，即故颛顼之国之所在。
颛顼号高阳，高阳帝丘的“颛顼
冢”与广阳内的“骨头冢”遗址部
分尚存，冢内出土有灰土层，黑陶
片、残鼎角、鹿角、贝壳、动物
骨、牙齿、人髅骨等，文化土层明
显可考，1980年前被河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为龙山文化遗址。2005 年 4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与濮阳市
文物保管所联合对濮阳高城遗址进
行考古钻探和试掘，探明古城址面
积达 916万平方米，城建于东周时
期，从时代上就是卫成公迁徙的都
城帝丘。综上所述，“商丘”并非卫
成公时期的卫国都城帝丘。

颛顼所徙之商丘是濮阳的说法
与《水经注》有密切关系。《水经
注》 是为 《水经》 作注，以 《水
经》为纲，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一
千多条大小河流的流经及那些地方
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
传说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水
经注》所引用的大量文献因为历史
的原因很多残缺不全或已全部散
失，所以《水经注》保存的许多资
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
有很多的参考价值。但是，正像

“人无完人”一样，书也无全是。
虽然郦道元的 《水经注》 价值很
高，而由于郦道元所处的当时南北
分裂，他虽然博览群书，学识渊
博，而由于当时诸种条件的局限，
不可能把中华的所有地方都详细考
查一遍。因此，《水经注》对一些
地区的记述，难免有袭谬沿疑之
处。另外，其 《水经注》 所引之
书，也有被剪裁、改写不当的地
方，那些书籍在长期传抄中造成的
讹误不少在所难免，以至“经”与

“注”互相混淆；有的章节误简夺
讹十分严重，几至难以辨读，因此
深为后来之学者所困扰。所以，明
清两代，不少学者都十分重视《水
经注》 的校理工作。明代朱谋玮
（宁献王朱权七世孙。封镇国中
尉，摄石城王府事） 校理，著有
《水经注笺》 40 卷。清乾隆年间，
更有全祖望（清代著名史学家、文
学家，博学才俊）、赵一清 （少禀
父昱教，学于全祖望，从事根柢之
学）、戴震 （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
家、哲学家、思想家）三人全力以
赴注释此书。光绪年间，又有王先
谦汇列全、赵、戴三家校语，参考
其他研究成果，撰成 《合校水经
注》。他们不但从大体上分清了先
前被混淆的经文与注文，而且纠正
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原有的不少
错误，《水经注》 已逐步接近原
貌。然而，上述诸家所注仍存在不
少问题。清末民初杰出历史地理学
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
家、藏书家杨守敬与门人熊会贞发
愤编撰《水经注疏》，用了二十多
年的时间撰写 80 卷，对郦道元
《水经注》 所引之书皆注其出典，
所叙之水指详其迁流，集中了《水
经注》各家纂疏的精华，给了我们

一部较为完美的《水经注释》，其
中对“商丘即濮阳”一说进行了令
人信服的纠正。

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的
《水经注疏》就《水经·瓠子河注》
云：“河水旧东决，迳濮阳东北，故
卫地，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
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
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进行
了驳斥：“全云：帝丘岂商丘耶？阏
伯之商丘在睢阳，非帝丘也。王伯
厚 （王应麟，南宋官员、经史学
者。字伯厚，为学宗朱熹，涉猎经
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
度，长于考证）曰：此盖出于《帝
王世纪》之缪。赵（一清）云：按
《寰宇记》卫南县东北七十里土山
村，即古帝丘，卫成公迁于此，郦
氏以商丘当之，真属臆说。会贞
按：《左传·昭十七年》，梓慎曰，
卫颛顼之虚，故为帝丘。杜《注》，
卫，今濮阳县。《续汉志》：濮阳，
古昆吾国。《通典》即昆吾之墟，亦
曰帝丘。又《左传·襄九年》，阏伯
居商丘，相土因之。杜《注》，商丘
在宋地。是颛顼、昆吾居帝丘在
卫，阏伯、相土居商丘在宋，渺不
相涉，乃《帝王世纪》谓颛顼自穷
桑徙商丘，于周为卫，又谓相徙商
丘本颛顼之墟故阏伯之所居，随举
《春秋传》文为证，俱引见《御览》
一百五十五，则混帝丘而一之，而
以颛顼、昆吾与阏伯、相土所居为
一地矣，舛误殊甚。以郦氏之好
辨，竟承用皇甫说，不置一辞，不
可解也。”

《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
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
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
火。”《左传·昭十七年》载：“宋，
大辰之虚也。”商丘这个地方正是辰
星的分野，怎么是濮阳呢？

杜冠章先生《光武帝元光河决
滑县辨析》说：“郦道元把‘帝丘’
与‘商丘’混为一谈，再次犯了移
花接木的毛病，说濮阳‘号曰商
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
伯之所居。’《左传》载：‘陶唐氏之
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
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阏
伯的封地为‘商’，墓冢被称为‘商
丘’。而这些都被郦道元错误地移到
了濮阳。”

至此已非常明白，说商丘是濮
阳是错误的。显然，向来持帝丘是
商丘论点的，是受了郦道元和皇甫
谧舛误的影响，而不知杨守敬纂
疏、熊会贞参疏的《水经注疏》早
就进行了纠正。

颛 顼 迁 都 商 丘
□ 刘秀森

作品赏析

3月13日，夏邑县文联学雷锋文艺志愿者服务队在县敬老院演出。连日来，县文联组织县戏协、音协、曲
协、民协等协会学雷锋文艺志愿者深入到县乡敬老院义演，为老人送去温暖和欢乐，深受社会各界群众称赞。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小时候，常跟着父母一起看
《梨园春》，被那些才子佳人的文雅端庄和丫鬟仆人的
凡俗质朴吸引，久而久之，也成了小戏迷。

看似偶然，实为有缘。2015年，随着工作的调动，
我来到了与戏曲有着浓厚渊源的乔集乡，成了一名乡
镇干部。

平时工作，免不了下村入户，闲暇时与年逾古稀
的老人攀谈，说戏，追忆起一段段年轻时的过往。

曾几何时，柳琴戏风靡豫东，乔集的柳琴戏更是
颇具盛名。柳琴戏早期称“肘鼓子”，又称“小戏”，后又
因其唱腔具有扯魂拉魄的魅力被形象地称为“拉魂
腔”。建国之后，根据该剧种主要伴奏乐器为状似柳叶
的弹拨乐器柳琴，而正式定名为柳琴戏。几十年前，正
月里乔集的柳琴戏是整个豫东农村的狂欢。十里八乡
的老百姓都去听戏，此间少不了亲朋好友，于是唱戏
的那个村子的人家，都从戏台下往家里认客，请听戏
的亲戚到家里喝盅白干酒，吃个热馍馍。偶有铁杆老
戏迷老早赶来，不愿动地方，一坐就是一天，中午从大
襟棉衣里拿出块干粮，掰碎，一点点吃下。村里的亲戚
不忍，左一遍右一遍地叫，老戏迷就是不舍得离开地
方，生怕一走下午就寻不到这么合适的位置。吃饭是
小事，耽误了听戏可是大事。叫不走老人，本村的亲戚
不过意，干脆就做了饭，派孩子送到戏台下。戏，黏合
了亲戚间的情感，热闹了那个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

乔集的柳琴戏出名，不无缘由。以柳琴戏之祖王
小柜子为首的李大小庄王家戏班，是豫东最早的柳琴
戏戏班。王小柜子，瞧这名字便知道咱们的这位祖师
爷会的戏多，会的戏全。他的唱腔具有轻快、爽朗、委
婉的特色，表演让人赏心悦目，其情节有的催人泪下，
有的振奋人心，丰富多彩，出神入化。精湛的表演，独
特的唱腔引来不少慕名学戏的人，于是那些年乔集的
男女老少各个能唱，各个爱唱，便有了“一天不唱拉魂
腔，喝水水不甜，吃饭饭不香”的说法。大大小小的戏
班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并不断向外延伸。据了解，当
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张集马滩柳琴戏班，砀山柳琴戏剧
团，淮北柳琴戏剧团等都师从王家班。

乔集的戏班多，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戏
曲种类上。大鼓书，二夹弦，坠子书，都有。而规模最
大、数量最多的还得数豫剧。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

大朱寨李家班。台柱子李正寅擅长丑角，据说解放前
后被誉为“中原第一丑”。他的表演独具特色，惟妙惟
肖，代表作品是《诸葛亮吊孝》。相传著名豫剧大师马
金凤老师幼年曾在李家班学戏，“唐派艺术”的开山鼻
祖唐喜成老师和豫东红脸王唐玉成老师也都曾在李
家班学习过。

不看戏就体会不到随着旋律，手拍膝盖、仿佛置
身于剧中的那种乐趣；不看戏也就不知道戏剧艺术的
博大精深和戏剧蕴含的丰富人生哲理。如今，时代在发
展变化，网络影视充斥着现代化的生活，曾经辉煌的戏
剧渐渐沉默下来。为做好戏曲的传承，丰富民俗文化，
乔集乡党委、乡政府努力挖掘整理戏曲文化，积极申请

“非遗”，力争让曾经辉煌的地方戏曲焕发新的生机。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未来的日子里，古老的

故道岸边又要上演乡村振兴的大戏。

“戏”说乔集
□□ 王小玉

知道邵长军出了本书《光阴的
模样》，在朋友家翻过几页。但因
和他没有过深交，不便开口索书。
过了几个月，曾翻阅过的故事，本
以为平淡无奇，但却奇怪地留在了
脑海里。他曾邂逅的那个玫瑰花一
样的女人，那只酒杯里斜插着的红
玫瑰，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摇曳，那
悠悠的香挥之不去。

终于找了个借口，厚着脸皮问
他要了本书。没想到他竟热情地签
名，双手赠予我。回来细细翻阅，
心里有诸多感慨。首先邵长军是真
实的，他的散文写的大部分是自己
的亲身经历。甚至有些是别人不会
在作品里袒露的，比如那朵摇曳在
生活之外的红玫瑰。他的真实使我
有了更想阅读下去的欲望。

他写的大多属于叙事散文，他
的文笔如日月湖的春水不急不慢，
娓娓道来。一朵桃花、一棵杏树、
一缕月光，都弥漫着淡淡的乡土气
息。他的文字的香，是豫东平原的
麦子，在五月铺开的金黄；是一卷
诗开合的禅定；是旧院落里父母脸
上挂着的慈祥；是老照片里悠悠晃
荡的夕阳；是我们每个人曾怀揣的
少年时光。他的文笔是厚重的，一
朵海棠开了，亦能让他洋洋洒洒。
他是多愁善感的，一朵桃花谢了，
亦能让他忆起过往。我是个对文字
比较苛刻的人，写叙事散文不多。
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这种文
体。觉得比较难驾驭，写不好就成
了流水账。所以还是比较爱读诗，
写诗。但《光阴的模样》这本书我
是一口气读完的，生活中那一朵
花，一棵树都被他剖面形成了有趣
的文章。他生活过的村庄，他去过
的城市，他看过的风景尽入他的笔
下。无一不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乡
愁。而正是这一丝丝一缕缕深情，
在不知不觉牵引着我，让我一口气

读完了整本书。这一点，他是成功
的！

从书中得知，他以前是一名教
师，后来才成了一名公务员。但他
的字里行间，所散发的却是浓郁的
乡土气息。这大概和他童年时代在
农村生活有关，豫东的风在他身上
烙刻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纵然
时光《流过三月的沱河》，纵然经
历过《醉美的邂逅》，他《记忆深
处的三月》，依然是故乡深处《庭
前花开花又落》。当《时光漫过琴
与茶》，当《林花谢了春红》，那些
《毛驴承载的少年时光》，依然在他
的文字里，向我们一一走来。

光阴最美的模样大概就是读
书，这是许多和我一样的文字爱好
者，所深深向往的生活。因为《书
香是朵永生的花》，我很荣幸，在
《在周末，去日月湖发呆》，在一朵
梅花就唤醒了春天的三月，与邵长
军的《光阴的模样》邂逅。这个春
日，我捧着他书里的山水，看得如
痴如醉。他所经历的 《那年的烟
花》和我的童年雷同，那些《永不
褪色的记忆》，如日月湖的水，缓
缓流淌。《站在生活的低处》，你会
发觉人的命有时候如日月湖的水，
一样低。你不可能去奢望，一缕夕
阳就把你的黑夜点亮。

你也不能奢望哪朵浪花，能读
懂你的一生。但我又是幸运的，在
春天，我邂逅了这么一本书，这么
一卷乡愁。永城，它不是我的故
乡。但故乡又是没有地域区别的。
我们都踩着一样的黄土，风卷过来
的故乡，都有着相同的乡愁。《故
乡，我们的爱与疼痛》 也是雷同
的，愿邵长军能在以后的日子里，
用书香和真诚，唤来更多的阳光，
点亮更多美丽的篇章，日月湖的桃
花每一朵都蠢蠢欲动，愿他以后的
日子也如桃花般美好。

岁月底色上的生活原味
——读邵长军《光阴的模样》

□□ 梁晓娜

本报讯 （记者 彭浩） 3 月 9 日，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召集我市部分知名
词作家、诗人，就新时代广场舞歌曲创
作进行座谈。

会议传达了市委书记王战营，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全周关于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时代广
场舞歌曲创作工作的指示精神。会议指
出，广场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将广场
舞编创工作与持续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大精神有机结合，寓教于乐，使党的创
新理论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使广大群
众家喻户晓、入脑入心。会议号召我市词
作家、诗人在总结柘城县“新时代广场
舞”做法的基础上，积极创作全市新时代
广场舞歌曲。

参加座谈会的词作家、诗人纷纷表
示，一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
一批富有时代气息，思想性、艺术性、
趣味性相统一的广场舞歌曲精品。

我市召开广场舞歌曲创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丁新举）3月13日。我
市书法家黄一远接到中国书法美术大赛
网通知，其参赛书法作品荣获“2019迎春
杯全国书法美术大赛”一等奖。

黄一远自幼酷爱书法，多年来坚持
每天临帖苦练，进步很快。2014年，黄一
远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年秋，
看了他的经文体书法作品之后，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大加称赞，并为黄一
远书斋书写斋号“易远斋”。

黄一远此次的参赛作品是用自己
的经文体书写的三首唐诗。2019迎春杯
全国书法美术大赛由中国书法美术大
赛网主办，赛程历时 40天。参赛选手面
向世界华人。本次比赛选手达 5730人，
奖项分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和优秀奖。特等奖2名，一等奖8名。

黄一远获全国书法美术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