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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讯

文化时空

历史上，在商丘登基称帝的人不少，北
魏元颢就是其中的一个。

元颢 (公元 485-529 年)，北魏宗室，字
子明，献文帝拓跋弘之孙，孝文帝元宏之
侄，北海平王元详长子，袭父爵为北海王。
后累次升迁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徐州刺
史，曾被御史弹劾而除名。

武泰元年 （公元 528 年） 春正月癸亥，
北魏肃宗（谥号孝明皇帝，庙号肃宗）元诩
以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相州刺史。武泰元年 （528） 春二月，
北魏肃宗元诩驾崩。四月十一日，彭城王元
勰之第三子元子攸，在尔朱荣等人的相助
下，南渡黄河，登上帝位，为孝庄帝。四月
十六日，孝庄帝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
同三司、相州刺史、北海王元颢为太傅、开
府，仍为刺史。可在此之后没几天，也就在
这个四月间，元颢与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
彧等先后投奔了萧衍。

萧衍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建立者，
为梁武帝。元颢为什么在北魏孝庄帝登基
后，自己的职务继续升迁的情况下，背叛孝
庄帝而投奔南梁萧衍了呢？

武泰初年 （528 年） 春二月，孝明帝元
诩突然驾崩 （传为胡太后鸩杀），无子嗣继
位，胡太后因而将孝明帝独女元氏伪称皇
子，使其登基为帝。待人心已安，又将元氏
废位，改立孝明帝堂侄元钊为帝，世称北魏
幼主。瞬时间的废立使天下震惊，将领尔朱
荣怀疑有诈，遂带兵讨伐，元钊及胡太后被
俘。尔朱荣将幼主元钊和胡太后押送至黄
河。胡太后（姓胡，死后追谥灵皇后，或称
宣武灵皇后） 在尔朱荣面前极尽能言之事，
但尔朱荣充耳不闻，下令将幼主元钊和胡太
后沉入黄河溺毙。这时，元颢仍为相州刺
史。然而，当时自称天子、国号齐、占据河
北数个州县、拥兵数十万的河北起义军首领
葛荣南侵，威胁相州。

尔朱荣拥立元子攸称帝后，自恃兵权在
握，便生异志，纵兵祸害朝廷。尔朱荣害死
了胡太后 （北魏宣武帝妃、孝明帝元诩生
母）以其幼主之后，接着害死孝庄帝的哥哥
无上王元劭、孝庄帝的弟弟始平王元子正，
又加害丞相高阳王元召已、北平王元超、任

城王元彝、赵郡王元毓、中山王叔仁、齐郡
王元温等，公卿以下受害官员二千多人。列
骑挟持皇帝，迁于便幕。何谓“便幕”，即

“用帐幕围成的简便的宫室、屋舍。”也就是
说，尔朱荣令部下挟持皇帝，不让居其住在
都城皇宫，而让其居住在荒郊野外用帷幕围
成的陋舍里。由此可见尔朱荣的野心。

在如此情况下，元颢徘徊观望，想找个
自我保全的良策。但事情没有成功，便和儿
子元冠受一起投奔南梁萧衍。

投奔南梁萧衍后，元颢受到器重。528
年冬十月，萧衍以元颢为魏主，建年号为孝
基，并借兵给元颢，让他北上中原。在南梁
将军陈庆之及其七千部卒的鼎力相助下，永
安二年 （529 年） 夏四月二十日，元颢攻陷
考城（今民权）。五月初一，元颢攻克梁国。

元颢是怎样在梁国都城睢阳南即皇帝位
的呢？

《北史.元颢传》 载：“永安二年四月，
于梁国城南登坛燔燎，年号孝基元年。”

何谓“燔燎”？“燔燎”即烧柴祭天。
《礼 记 · 郊 特 牲》 载 ：“ 取 膟 膋 （lǜ

liáo） 燔燎，升首，报阳也。”膟，牲血；
膋，脂肪；阳，指天上的神。这句话翻译成
白话文其意思是：“取牲血和牲的膏脂一起
燔烧，将牲的头进献到神位前，这是报答天
上的神。”《汉书·郊祀志下》：“天用牲左，
及黍稷燔尞南郊；墬 （dì音，同地） 用牲
右，及黍稷瘗于北郊。”《宋史·乐志十》：

“燔燎具扬，礼仪既备。”
也 就 是 说 ， 北 魏 孝 庄 帝 永 安 二 年

（529） 四月，元颢在梁国城睢阳南烧柴祭天
登基为皇帝，年号为孝基元年。

元颢在梁国城睢阳南面登基，毕竟举行
了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仅烧了一堆柴火而
已。

烧柴祭天，如此登基仪式，可谓从简至
极，也可以理解为十分仓促而并不那么从
容。如此简单的登基仪式，远不如大宋赵构
皇帝在睢阳城南杏山之上筑坛登基那么隆
重。

元颢在梁国城南登基，入驻梁国都城睢
阳了吗？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然而，通过史
载可以了解到，元颢在梁国城南登基后，即

进驻睢阳城，但时间很短，最多十来天。因
为当时的情况，元颢知道，登基之后，攻城
略地、进入京城的任务还很艰巨。五月“二
十二日，元颢攻陷荥阳 （今郑州西荥阳），
俘获杨昱。”趁“二十三日，孝庄帝北巡”
之机，于“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改
称为建武元年。”

然而，元颢进入洛阳称帝之后，并没有
稳住帝位。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颇有
骄傲怠惰的心理。《元颢传》载，“颢以数千
之众，转战屡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
下人情，想望风政。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
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干扰政
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陵
窃市里，朝野失望。时又酷俭，公私不
安。”其大意是：“元颢以几千人马，转战各
地，屡次获胜，占领都城，自出号令。天下
民众，都想观望他的风化德政。而元颢自以
为是天意所授，颇怀有骄傲和怠惰的心理。
过去的宾客和熟悉的亲近的人，都受到他的
宠幸，他们干预朝政大事，元颢又日夜放纵
酒色，不体恤军国大政。所统辖的南方兵
士，侵害民间百姓，朝野因而大为失望。”
二是不听陈庆之劝告，背叛南梁。陈庆之，
南梁萧衍的大将，也是南梁借给元颢军兵的
将领，为元颢入主洛阳立下汗马功劳。但
是，“魏北海王颢既得志，密与临淮王、安
丰王延明谋叛梁；以事难未平，藉陈庆之兵
力，故外同内异，言多猜忌。庆之亦密为之
备，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服者尚多，
彼若知吾虚实，连兵四合，将何以御之！宜
启天子，更请精兵，并敕诸州，有南人没此
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延明曰：‘庆之兵
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复
为人用乎！大权一去，动息由人，魏之宗
庙，于斯坠矣。’颢乃不用庆之言。又虑庆
之密启，乃表于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时
克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
讨。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
摇动百姓。’上乃诏诸军继进者皆停于境
上。将此段话翻译成白话是：北魏北海王元
颢既已夺取了政权，便秘密跟临淮王元、安
丰王元延明谋划反叛梁朝。由于混乱局面尚
未平定，还需借助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

很团结，但实际上已经同床异梦，言语之间
多所猜忌。”陈庆之也暗中做了防备，他劝
说元颢：“现在我们远道而至于此，不服的
人还很多，他们如果知道了我们的虚实，联
合兵力，四面包围，我们将如何抵御呢？我
们应上启梁朝天子，请求再增精兵，同时敕
令各州，如果有梁朝人陷没在该地必须全部
送到我们这里来。”元颢打算采纳他的建
议，元延明却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过数
千，您就已经很难驾驭了，现在再增加他的
兵力，他还怎会肯听您的命令呢？您的大权
一旦失去，一举一动就都要由别人决定，这
样大魏朝的宗庙从此也就要覆亡了。”元颢
于是便没有采纳陈庆之的意见。元颢又担心
陈庆之暗中向梁武帝上表汇报情况，便自己
给梁武帝写了一封表文，说：“现在河北、
河南全部平定了，只有尔朱荣尚敢顽抗，我
与陈庆之便能擒获他。目前各州郡刚刚归
服，正需要安抚，不宜再增加兵力，使百姓
惶恐不安。”梁武帝便诏令正在进军的各部
队都停在边境上，不再前进。

元颢入主洛阳后对形势评估不够，只看
到好的一面，没有看到危机的一面。一头扎
入后宫，日日淫乐，荒废政治，加之拒绝陈
庆之向南梁增兵的要求，暗中背叛南梁，结
果导致洛阳王朝危机四伏，暗流涌动。也就
在元颢进入洛阳的第三天，即永安二年
（529年）五月“二十七日，行台崔孝芬、大
都督刁宣大破元颢后军都督侯暄于梁国，斩
杀侯暄，俘虏其部卒三千人。”在元颢入主
洛阳的第二个月，即公元 529 年 6 月，北魏天
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
穆等，纠集士众，号称百万，拥卫北魏孝庄帝
元子攸杀气腾腾奔向洛阳。绕过陈庆之的梁
军，奇袭洛阳。秋七月初七，都督尔朱兆、贺
拔胜从硖石夜渡黄河，破元颢之子元寇受以
及安丰王元延明军马，元颢败逃。七月二十
三日，临颍县（今隶属于漯河市）士兵江丰杀
了元颢，首级送至京城（洛阳）。七月二十七
日，俘获元颢的弟弟元顼，斩于都市。孝庄帝
下诏凡是元颢授予的爵赏、官阶，尽数追回。
元颢从五月二十五日进入京城洛阳，到七月
二十三日被临颍县卒斩杀，不到两个月的短
命王朝仅仅留下一点历史印痕而已。

北魏元颢在睢阳古城南登基称帝始末
□谢君善

生活中从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商丘，有一片

“美”的后花园，这是位于睢阳区香君路的
“漫拾艺术空间”，是一间少儿绘画和成人零
基础的绘馆。这里有 3位 90后姑娘，她们热
爱生活，积极向上，带着满腔热情与温暖用
艺术传播对美的感动。她们悉心培育着祖国
的花朵，美育之花，正在灿烂的春光中，在
古老的文化里，在她们的辛勤耕耘下美丽绽
放。

艺术永远让人怦然心动

漫拾画室位于二楼，映入眼帘的就是一
个长着翅膀，身材健美的女神雕像，线条优
美、流畅，像从天徜徉而下，衣袂飘然。往
里走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长廊，墙面上挂
满了她们和学员们的画作。画室约 150平方，
阳光刚好透过玻璃窗散落在身上，极简的一
些元素带来了一阵清爽的风，白色为主，灰
色相辅的色调使空间更加简洁明朗。画室共
分三处画房，每个房间中也随处可见她们的
画作和那些简单的线条与色彩的搭配及孩子
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环视画室，四周随意摆
放了花草和干花插瓶，以及各种有趣的手工
品。坐在这里绘画，仿佛置身于莫奈花园之
中，享受着阳光和微风带来的惬意与祥和。
而这些，全是三个小姑娘靠双手和热情一点
一点地构建出来的。她们说，创作的氛围和
仪式感尤为重要，这是大家的一方净土。

“漫拾艺术空间”是这三个 90 后文艺范
儿姑娘一起创立的。卷卷的头发，笑起来眼
睛会弯成月牙的焦亚君；娇小温婉的刘嘉
琪；干练美丽的李月。时尚的穿着，精致的
妆容，眼前的女孩们更加青春洋溢。谈到三
个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她们都笑了，说

“应该就是缘分和那份对艺术不减的热爱
吧”。

放弃不难，但坚持一定很酷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努力加强美育教育。
“美育的发展，在整个教育里面是最短的

那个短板。把美育工作作为一件必须要做的
事，不再是选修，不再是特长。”焦亚君认真
且激动地说。不让孩子成为“美盲”，培养他
们的审美品位至关重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
时代，我们要做到守脑如玉，学会挑拣的能
力，如同在沙里淘金。

污、丧文化充斥着互联网，人们看到的

只是事物的表面，依然停留在良莠不齐的言
论中，从而导致价值观的偏差。藕发莲生必
有其根，缺少美育，审美能力欠佳乃其根源
所在。

在她们心里，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有，
每个孩子都有艺术潜力，尊重和保护属于童
年特有的天分，培养孩子对美术的兴趣，将
来不一定非要成为艺术家，但是人人都可以
过艺术的生活。

“当然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很多事都要亲历亲为，因为我们都是刚毕
业，没有很多资金，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都
要自己去做，从里到外都是我们自己去装
饰，扛桌子装柜子，几个人一起吃苦，一起
笑，互相鼓励。放弃不难，但坚持一定很
酷！”焦亚君说起来开画室的艰辛脸上仍然带
着甜甜的笑容，热爱，好像就不会觉得那么
辛苦了。

去年 12月初，在经历了半个月左右找不
到合适房子的碰壁后，焦焦妈妈突然想到可

以在他们家纺店的二楼开画室。说干就干！
原本的二楼是一个仓库放满了家纺店的货
品。而第一件事，垒隔断，把大厅一分为
二，一半放货，一半做画室。到底有多少货
也说不清，看到的就是那些东西垒成了一座
座的小山丘，在焦焦妈妈的带领下，不停地
搬货，运货，恨不得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
干，因为画室开业时间定到了 12月月底。必
须要守时！一个多星期，终于把大厅和小房
间的货搬光了，空出来的两间房装修都很完
整，墙绘，装饰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优势，
她们从早上画到晚上，接着把画好的画送去
画材店裱起来，一瞬间，作品变成了一幅幅
精美的艺术品，在画家眼里，那是世间最好
看最生动的装饰。

感谢遇见小小的你们

一间充满了仪式感的小画室，就这样诞
生了。小焦曾在朋友圈发过这样一段话，仪

式感不等于矫情，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
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
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
是大自然带给这个世界的仪式感。

12月 23日，是她们的开业期限，也是孩
子们的试课时间，在 22日晚上她们依然忙前
忙后，为了给孩子们，孩子们的家长，更是
她们赋予漫拾画室的一种仪式感。

“画室刚起步，肯定很多人不知道，招生
成了一个大问题，经历了半年的消极时光，
但是幸运的是来试课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喜欢
我们画室的，从任教的第一天起，我们都很
用心，很认真的去教孩子，我们会时不时地
给孩子准备水果，有时候会组织一些有意思
的活动课。真的很喜欢孩子，喜欢和他们在
课堂上的各种互动，喜欢看他们纯真的笑
脸，真的会很开心，就算再累也会被这种笑
容治愈。只要看到他们一点点进步，家长的
认同，所有的辛苦和用心都是觉得值得的，
会非常有成就感。”小刘是个萌妹子，说起话
来却充满了力量。

“首先要画什么像什么，才可以画什么不
像什么，最后才能想画什么画什么。”90后姑
娘的教育方式是自由的，没有条条框框，没
有该怎么样画，由衷的去信任每一个孩子的
自发性，画出来的就是孩子们心里想的。孩
子们的心，是最美好的礼物。在小焦看来，
师徒的学习方式本身就不是商业化的东西，
因为相处时间长了，不可避免地会有感情因
素在里边。漫拾更像是个大家庭，这里的工
作和学习也像是一种生活。

美是我们给自己的一种选择

在这三个 90后姑娘们身上，我们看到了
一种真实，真实地追求精神上的富足而不是
名与利，真实地追求不一样的人生，快乐，
勇敢，漂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
的时代，每个人都带着一颗急躁的心，急着
追逐，急着攀比，急着急着似乎没有了生
活。云无心，有心的人们，争来争去，焦虑
来焦虑去，而水和云，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
流动着，都已经忘了有多久，我们没有停下
来安安静静享受一幅画带来的悠然与从容。

艺术，就是这样让人们慢下来，真正懂
艺术的孩子，下笔不一定惟妙惟肖，但他们
看得到风吹过大树，万片树叶的变化，他们
记得住水流过指尖时，温度和触感的变化，
他们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最容易体会到
细碎美好的人。

漫拾艺术空间的美育梦
□文/图 卢 瑶

本报讯（记者 白鹏 实习生 任
婷婷） 6月 11日下午，央视《百家
讲坛》主讲、河南大学教授程遂营
做客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以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为题，
为该校师生作了丝绸之路与中西文
化交流的学术报告。

程遂营从商丘与开封的渊源开
讲，通过对中国地形图、东西方文
化差异、影响城市发展的要素、中
国古代四大发明对西方的影响等方
面对丝绸之路与中西方文化交流之
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百家讲坛》主讲程遂营
做客商丘师院

6 月 13 日，
宁陵县纪检干
部在革命圣地
井冈山烈士纪
念馆前，面对
鲜红的党旗庄
严宣誓。他们
来到革命圣地
井冈山，对照
党章党规，缅
怀 先 辈 伟 绩 ，
牢 记 入 党 初
心，从灵魂深
处接受红色革
命教育的洗礼。

吕忠箱 摄

6月13日，
夏邑县老年音
乐爱好者在天
龙湖综合开发
区晨练。近年
来，夏邑着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为城镇居
民打造休闲好
环境，早晨和
傍晚来这里练
习葫芦丝、竹
笛、笙箫等民
族传统乐器的
爱好者络绎不
绝。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季哲） 6月 2日上午，
商丘市姓氏文化研究会第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
行。该会会员代表及有关部门和民
间团体组织负责人 120 多人出席了
会议。大会审议通过了商丘市姓氏
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和《关
于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会议提出

“开展文化研究，服务当今社会”、
“建立完善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等
项工作任务，号召全体会员和姓氏
文化爱好者、研究者，深入挖掘姓
氏文化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商丘市姓氏文化研究
会召开会员大会

长篇小说《雪莲花》日前已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以扎根
藏区十五年的一线扶贫经历为创作素
材，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扶贫故
事，全景式展现了高原藏区脱贫攻坚
的壮阔画卷。

据了解，该书作者江觉迟从安徽
来到川藏高原支教、帮扶十五年，创
办了草原孤儿学校，给草原孤儿、贫
困孩子、失学儿童提供基本的照料和
教育。扎根藏区十五年来，除了办
学，她还利用假期和家访时间，深入
藏区偏远山寨，针对特困家庭进行摸
底排查，直接参与了当地政府开展的
脱贫攻坚工作。

《雪莲花》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创
作蓝本，讲述了主人公梅朵从内地来
到藏区支教、帮扶，在生存环境极为
艰苦的深山草原，一边办学一边投身
于当地的扶贫工作。小说既描绘了川
藏地区的风土人情，也塑造了一批带
领藏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形
象。 （据新华社）

扶贫题材长篇小说
《雪莲花》展现新时代
“山乡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