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千二百多年前许远和张巡率领睢阳军
民展开了激烈的睢阳保卫战，守卫者之神
勇，军民团结之精诚，爱国精神之至笃，可
谓感天地，泣鬼神，撼日月，振人心。尤其
是作为保卫睢阳的将领许远，他的精神，他
的智慧，他的大义，他的决绝与列于史册的
岳飞、文天祥相比也是毫无愧色的。

许远(公元709—757年)，字令威。《新唐
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七许远传
载“许远者，右相敬宗曾孙。宽厚长者，明
吏治。……会禄山反，或荐远于玄宗，召拜
睢阳太守。”

“安史之乱”中的唐王朝，因长安失
守，唐玄宗逃至四川避难。在国家存亡关

头，有人向朝廷推荐许远，说他学识过人，
又谙熟军事。朝廷当即召见并任命他为河南
睢阳太守兼防御使。公元 757年，安庆绪杀
父继位，命尹子琦率胡兵数十万围攻睢阳。
唐朝的经济命脉全靠镇守睢阳保全，睢阳一
失，整个江淮、江汉就会无险可防。

许远到任后，便同真源县令张巡合兵作
战。“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
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
巡俱守死，成功名。”（韩愈《张中丞传后
叙》）在国难当头之时，许远不计得失，以
大局为重，自谦带兵不及张巡，推张巡为主
帅，自己做后勤保障工作。如此气度，令人
尊敬。而拥兵自重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

却以小人之腹，猜度许远、张巡借机抢夺他
的地盘而袖手旁观，致使睢阳守军孤立无
援。

由于当时安史叛军势力之大，其兵所
到，降旗纷纷。许远和张巡却不为所惑，怀
着对国家民族忠义不二之心，义无反顾地守
城卫国。在长达10个多月的保卫战中，睢阳
守军共杀敌数万，杀敌将领 300余人、擒叛
将 60余人，进行了 400余次的大小血战，创
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然而，在死守睢阳10
个月之后，因粮尽援绝，被迫宰食马匹，掘
鼠罗雀充饥。在大批士卒饥饿而死的危急关
头，许远、张巡想方设法给士卒充饥，以誓
抵抗到底。唐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九日
睢阳城失陷，张巡等36名将官被害。叛军首
领尹子琦押解许远到洛阳伪皇宫请功邀赏。
唐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六日，安庆绪
兵败渡河北走时，在河南偃师洛水河畔杀害
了睢阳太守许远。当时附近的百姓把忠义侯
许远的支离身首埋葬在洛水北岸，世代祭
祀。

睢阳保卫战中的许远
□ 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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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杭州国际戏剧节将于9月
11日开幕。来自中国、比利时、巴
西、丹麦等国的 24部戏剧作品将在
19天内演出 35场。在良渚文化艺术
中心演出的开幕大戏 《金色甲壳
虫》，将打破时间和空间顺序，重构
一个古老故事。

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日前在京
介绍，本届戏剧节特设浸没单元，将
有《金色甲壳虫》《人工孤独》《养生
海滩》《Close your eyes》五部浸没
式戏剧上演。

国际单元中，立陶宛AAT剧团
的《在冰下，在冰下》展现商业世
界、文化的贫乏和消费主义的荒谬；
比利时零点剧团的《被遗忘的归于尘
土》通过木偶、视频等方式，讲述一
个被遗忘的记忆和未来；巴西的《骚
动》源于 19世纪意大利浪漫主义诗
人贾科莫·莱尔帕尔迪的作品和日
记，表达 21世纪的爱、死亡与文明
的困局；丹麦的《我的，我的洞天》
融合民族音乐、肢体表达、舞蹈、吟
唱，聚焦性别和家庭本质等主题。

实验单元中，香港舞蹈团的舞剧
《倩女·幽魂》用肢体语言重温兰若
寺里的“人鬼情未了”，祖纪妍编导
的《嘿，是我》以现实奇幻色彩展现
伍迪·艾伦式的知识分子风格，《谬
小姐》通过三位表演者、两把椅子、
一面背景墙和隐匿的音乐人打造了一
部肢体剧，鼓楼西剧场的《枕头人》以

“档案盒”的舞台意象呈现一个暗黑故
事，《神鱼》则仅用肢体与台词之间的
节奏关系来塑造人物、建立时空。

青年单元包括 《惊蛰》《浮士
德》《米奇去哪里》《饥饿海峡》《物
理学家的喜剧》《赵氏孤儿》六部作
品。 （据新华社）

浸 没 式 戏 剧
《金色甲壳虫》将揭
幕第八届杭州国际
戏剧节

8月14日，夏邑县火店镇蒋庄村村民在展示自己新开发的优质宫灯。该镇从事宫
灯、旗穗、中国结等工艺品生产销售人员3.6万人，年产值达8亿元，仅此一项全镇人
均纯收入增加3500元，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近年来，有了重磅推出的“游商丘古都
城，读华夏文明史”的活动，且有声有色、如
火如荼，还有必要谈论游梁苑吗？历史与现实
的回答是肯定的。无可置疑，游梁苑是“游商
丘古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个不可或缺的
维度，是以文培元、以文兴城的又一重要抓
手。

梁苑的前世与今生

梁苑，初名兔苑，后世亦称作梁园，《史
记》称之为东苑，是汉梁孝王在睢阳城东郊所
建的豪华园林。

梁孝王刘武，为汉文帝次子，汉景帝胞
弟，窦后所生。先封为代王，后徙淮阳王，文
帝十二年改封为梁王，封疆梁国，定都睢阳
（今商丘市睢阳区），主政二十余年。其间，在
平定“七国之乱”中，梁孝王旗帜鲜明，力挽
狂澜，坚守叛军必经之地的睢阳达仨月之久，
后与太尉周亚夫合兵，击溃吴楚叛军，“梁所
破杀虏略与汉中分”，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
立下了大功，受赏赐不计其数。梁国作为当时
的诸侯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
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史
记·梁孝王世家》），一时富甲天下，“府库金
银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孝王入
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
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于是，
在这种突出的政治优势与充足的物质力量支撑
下，梁孝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作出了重
大决策：征用能工巧匠，采集奇花异石，堆山
造湖，修殿建阁，历时十余年，终于建成了全
国最大的园林梁苑，从其规模与景物设置上都
超过了汉景帝修建的上林苑。

《史记》称，“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
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
平台三十余里。”《西京杂记》记载：“园中有
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
雁池，池间有鹤州、凫渚，其诸宮观相连，延
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必备。”梁孝
王招延四方名流，与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
人宴游赏乐，并鼓励其竞作辞赋，使梁国以人
才荟萃与文学之盛冠于诸侯。梁苑一时轰动天
下，成了人们向往的圣地。“邯郸、襄国、易
涿之丽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与杂还而往款焉。
车接轸而驰逐，轮错毂而接服……极乐到暮，
乐而不舍。”这是枚乘在《梁王兔苑赋》中所
描述的当年人们竞相游览梁苑时的盛况。宋代
人王仲尃在《南都赋》中则赞道：“若宫室苑
囿之盛，池沼台榭之广，侈美跨前，光辉绝
后，惟梁孝王有足称者。”（清·康熙四十四年
《商丘县志》）

梁苑之所以称为东苑，是因为它坐落在睢
阳城东。古时人认为，东方乃太阳升起的地
方，而太阳则为万物生存所依赖的缘故，以东
苑命名梁苑则增添了神圣的色彩。兔苑，即为
东苑的初名，兔与菟通。古人常用兔或玉兔代
称月亮。梁孝王以兔名苑，其意在于使梁苑与
广寒宫比美，堪为人间仙境。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辉煌的梁苑延续了
数百年，至唐宋时已然衰败。如今在商丘地面

上的遗存，仅有三陵台、清凉台、文雅台、朱
台、平台、汉代银杏树等，真乃时光如烟，岁
月无情。

梁苑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彼时，梁孝王招延四方宾客，邹阳、枚
乘、司马相如等宴集其上，欣欣然制作辞赋，
成为万众瞩目之雅事、盛事，梁苑辞赋繁荣十
年左右，饮誉天下。后世文人纷纷慕名而来，
莫不神游千古，赋诗作词，自汉以来多至数百
首，此被后人称为梁苑文学或梁苑文化，1988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清惠、马国
强、李传申选注的自西汉而至明清吟咏商丘的
诗词赋作品集《梁苑吟》。

“汉代梁苑文学是商丘文学发展史上最为
重要的时期之一，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占
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汉代梁苑辞赋的繁荣在
我国辞赋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商
丘文学通史》王增文、刘同般、王增斌著）经
过深入研究、科学论证，王增文等三位先生得
出一个鲜明的结论：“应该说，没有梁苑辞赋
的繁荣，就没有后来汉武帝时期辞赋的发展和
繁荣。梁苑辞赋是汉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

枚乘，淮阴人，初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
孝王门客，汉初重要的辞赋家，在梁苑的代表
作品有《梁王兔苑赋》《七发》等。《梁苑兔苑
赋》是当时首篇全面描述梁苑的文字，笔法飘
逸，文采飞扬，客观地描绘力梁苑的美景与盛
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为后人了解当
年梁苑旖旎风貌提供了丰富的景观与想象的空
间。清·康熙四十四年的《商丘县志》和清·
乾隆十九年的《归德府志》均收入了此赋。而
《七发》则是枚乘的代表作。此赋是假设楚太
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游
览、田猎、观涛等事劝说，最后再用圣人的要
言妙道反复劝说，这才“霍然病已”。其主旨
是隐晦地劝说梁孝王莫要谋反，告诫膏粱子弟
不要过分奢靡而应注意修身养性，则是弦外之
音。《七发》运用比喻、夸张，散韵结合，铺
写事物细致生动，是汉代大赋正式登上文坛的
标志性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他陶醉于梁
苑美景，作《子虚赋》呈献梁王刘武。此赋以
宫殿、园圃、田猎为内容，以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将文以载道的理念推向
到一个高层次。在赋中，他将“子虚”“乌有
先生”“无是公”作为假托人物，结构宏大，
手法多样，语言富丽，句式多变，形成铺张扬
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其后。汉
武帝读到了《子虚赋》，惊叹“朕独不得与此
人同时哉”，遂邀相如来京。在随汉武帝游上
林苑时，相如献 《上林赋》，延续了 《子虚
赋》的体例和风格，展现了社会昌盛的汉武盛
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胸襟。他为后
世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邹阳，齐人，先投于吴王刘濞门下，发现
刘濞欲谋反，便作《上吴王书》予以劝谏。吴
王不听，遂去吴适梁，为梁孝王刘武门客。后
因忠诚耿直，不阿权贵，遭人嫉恨，被诬陷下

狱。为此，他在狱中写下一篇洋洋数千言的
《狱中上梁王书》，列举了自古以来竭忠尽信于
君、忠谏直言而遭受小人诬陷的大量事实，申
明自己前来投奔梁孝王并为之效命的真心实
意，于哀怨悲叹之中流露出激愤感慨之情。梁
王看后深受感动，遂奉邹阳为座上客。此赋正
气浩然，气势恢宏，动人魂魄，堪为不朽名篇。

言而总之，梁苑辞赋之于当时，从形式和
内容上为汉武帝时期辞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催生了大批的辞赋家与作品；梁孝王礼贤下、
奖励文人的盛举和梁苑作家写作辞赋的雅事及
梁苑遗迹，也为后世文人所心仪、所赞颂，在
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唐朝大
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同游梁苑，追思先贤，
文如泉涌，创作了一首首精美诗篇助推梁苑文
学走上又一个高峰。又如活跃于明末清初的著
名商丘文学社团“雪苑社”，由才华横溢的侯
方域主持，创造了商丘文学的新辉煌。

游梁苑兴文化之构想

昔日梁苑恰似仙境，令人神往；梁苑文学
魅力无限，令人仰慕。当下，它胜迹了了，风
光远逝，但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依然使它如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熠熠闪光。走近梁苑遗
迹，观赏它们，神游千古，追慕先贤，感受梁
苑文学之美，承受汉梁文化的浸润，依然是件
赏心悦目的快事、趣事。

清泠台，“在城西北十八里，梁孝王筑。
相传宋太祖避暑与此，又名清凉台。”（清·康
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原台高数丈，楼台
亭榭，蔚为壮观。台下有池，名为“淥池”，
又名“清凉池”。北魏后在台上始建寺院，后
人称为“清凉寺”。此处，可展示赵匡胤避暑
的故事，可演绎韩凭夫妇“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凄美爱情。清凉台是昔日
梁园盛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吟咏。“一
朝去京国，十年客梁园”的李白，曾在清凉池
畔写下 《鸣皋歌送岑徵君》，抒发了满怀豪
情。北宋年间，欧阳修知应天府兼南京 （商
丘）留守，常常至此处避暑，并写词赞“梁王
宫阙无寒暑”。

三陵台，因宋国宋戴公、宋宣公、宋武公
三公王陵在此相峙而得名。据许登文先生主编
的 《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揽胜》 介绍：“西汉
初，梁孝王刘武曾在台上建离宫，至今尚有离
宫瓦片遗存。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宋纁死后
4年，蒙皇恩迁葬于三陵台前。”游览此处，可
瞻仰天下戴氏共建的祭祖祠堂，可缅怀吏部尚
书宋纁清名比肩包拯、海瑞的业绩，可欣赏 265
棵古柏苍劲挺拔、遮天蔽日的奇观，可诵读三百
年前清初诗人贾开宗创作的诗歌《三陵台》：“三
陵孤峙宋城隈，古木蒙茸一径开……”

汉代银杏树，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沈楼，胸围 6.8 米，树高 40 米，树冠呈蘑菇
形，覆盖面积 400多平方米。知名学者尚起兴
先生曾撰文说，据专家鉴定，此树历经两千年
的风雨洗礼，如今依然郁郁葱葱，是当年梁苑
千树万树中的唯一遗存。而商丘市炎黄文化研
究会原会长杨道乾先生则认为，此银杏树为春
秋时期宋平王建平台时所植，至今已有3000年

的树龄。当下的银杏树是“老树抱新株”，并
赋诗：“银杏挺拔葳蕤光，平台台畔日时长。
枝生鸭掌展神韵，干长虬龙降瑞祥。叶绽荫浓
驰百户，果树香郁洒三乡。”围绕这个货真价
实的老古董，或利用绘画，或利用书法，或利
用声光，可展示梁苑三百里的美不胜收概貌，
展示李白、杜甫、高适同游梁苑的佳作，展示
李白“十年客梁园”的况味，让游客体味沧桑
感、历史感、情趣感。

平台，一名修竹院，又名雪苑，原为春秋
时宋平公的台观。《归德府志》 引用 《水经
注》云：“在府城东二十里，亦梁孝王筑……
离宫所在……宽广而不甚极高，俗谓之平台。
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
故一时之盛事。”因平台是梁园盛景中的佼佼
者，历代文人墨客往往为之倾倒，并作诗赋词
赞之。如今平台遗址在平台镇北一华里许，高
约1米，长200米，宽150米，立有文物部门考
证的碑志。在此处可展示枚乘的《梁王兔苑
赋》《柳赋》、路乔如的《鹤赋》《文鹿赋》、邹
阳的《酒赋》、公孙乘的《月赋》、羊胜的《屏
风赋》，亦可展示南北朝时期谢惠连的 《雪
赋》及江淹的《学梁王兔苑赋》等，引导游客
做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奇特旅行。

文雅台，“在府城东南一里许。世传孔子
适宋，与众弟子习礼大树下，即此。梁孝王
时，邹阳、司马相如辈燕集唱和，是有文雅之
台。国朝顺治十五年知府丘正策重修。康熙年
间知府胡国佐、谈九叙相继修葺。”（清·乾隆
十九年《归德府志》）由此可见，西汉梁孝王
刘武在孔子来宋的遗迹上建起了房舍，与当时
的文人名流写诗作赋，颇有文雅之风，方有了
文雅台之称。此台东西宽约 70米，南北长约
140米，四周筑有围墙。前有过厅，分为南北
两进院。后院北屋正殿 3间，中间神龛内置有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正殿东侧北屋
三间，正中嵌有“十全老人”（清乾隆皇帝自
命）石雕像，环壁嵌有历代碑刻石条 40余通。
北屋门前是“伐檀池”（深约1.7米，周长约33
米）。池南有座两层六角凉亭，内悬匾额“习
礼亭”。亭中立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孔
子肖像石碑一通。此处可揭秘汉文帝之少子、
梁怀王太傅、贾谊与睢阳关系，可展示清人雍
焯、刘德昌、叶增高三人的同题抒情诗《文雅
台》，来个奇文共欣赏。在浓重的历史氛围
里，人们可感受古都商丘的历史悠久与文化的
厚重。

朱台，又名赭霞台，台上有寺，曰朱台
寺，曾有猴爷庙，为西汉梁苑胜景之一，后仅
存一个高高的大土堌堆。20 世纪 70 年代末，
当地群众在土台上重建寺院，栽植松柏。如
今，这个位于解放新村东七八里处朱台村北的
景点，已然楼台高耸，树木葱茏，于2011年被
市政府公布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绳系日乐当年”（唐·李贺《梁园古
意》）。倘若我们积极挖掘梁苑遗迹的文化元
素为我所用或形象地再现出来，再用“梁苑一
日游”或“梁苑二日游”（扩展到芒砀旅游景
区等处）这根红线，将散落的梁苑遗存串联起
来，梁苑依然会再展无限魅力，汉梁文化依然
会大放异彩。

梁苑文化的构建与思考梁苑文化的构建与思考
□ 杨 石

话说清朝初年，归德古城正东三里之遥，有
一个小小的村庄，名叫东刘庄。村子不大，稀稀
拉拉住着二十来户人家。村外，大片大片的紫花
树围村环绕。

村东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这条河，从西
北流向东南，河水四季常清、源源不断。

就在这年的夏天、倾盆瀑雨整整下了一天一
夜。村前村后沟满濠平。村东小河里的水渐渐暴
长、浮到两岸、汹涌澎湃，浪花层层。急流的洪
水一直流向东南。田野里积水成河，一片汪洋。

在这时从西北的水面上飘来一尊木头神像。
急流洪水浪打漩涡，那神像被水冲的滚滚打转时
时漂浮、时时被水吞没，神和人都是同样时运不
济、步步遭难。河岸上几十双眼睛，远远地望着
被水征服的那尊木神像。

眼看神像就要漂到大伙的眼前，猛然间从人
群里闪出一位花甲老人。这老头姓刘，名叫刘老
七，是村上的长辈人。

刘老七少年时，父母双亡，是个孤苦伶仃的苦
人。他十四岁跟叔叔到南海划船，以捕鱼为生，在
海上学了一身好水性，在水下能睁眼、能换气；在
水上，会八步蹬空法，脚点水皮不湿鞋底，又麻利、
又利索。刘老七心想：神仙遭难如同己人。

说时迟、那时快，他“嗖”的一声跳进水
里，双手抱住那尊神像，左拦右摆跟洪水搏斗，
攒足十分力气，单手把神像抱在怀里，游到了岸
上。他甩去身上的短衣，给神像擦去脸上的积水
和污泥。这时，刘老七乐了，笑的合不住嘴，他
双手扶住神像的肩膀，仔细地端详着神像那副威
严的面容：嗬！原来是二爷关公啊！面红赤枣、
单凤眼、卧蚕眉。这一切的一切，使他不由得回
忆起一件往事：一场恶梦浮现在脑海里……

前几天的一个深液，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
梦见发了大水。水势汹汹，好像是一望无际的汪
洋大海，海阔无边、白浪滔天，水面上，漂来了
一只大船，船上站满了一船难民，有男有女，有
老有少。

此时，水面上划出一道红光，神像打一道立
闪，直立在水面之上。而后，红光消失，水面上
站立一人，身高过丈、膀阔三停、细腰乍臂、双
肩抱拢，面红赤枣、单凤眼、卧蚕眉，颌下一团
黑须迎风飘摆，大红中衣、外披黄袍，左手握着

一口偃月宝刀，刀把过丈，粉底锻靴、红绸锻扎
腰，精神百倍、立于水面。他看到难民性命难
保，一斜身子钻下水去，快如飘风、疾如电闪，
单手托住大船闪出海岸。

霎时，哪有什么汪洋大海，是一片百花齐放
的美好乐园。难民跪下给红脸大汉行礼，那汉子
站在船前只是微笑不肯作声。他把刀把一晃在地
上写了一个“关”字，一闪身无影无踪了。

刘老七正在回忆昨晚的梦境，喜鹊的叫声划
破长空，打乱了他的思路。睁眼看时，自己的双
手仍扶在“关公”神像的肩膀上。

村上的男女众人，越过浮桥来到小河的东
岸，都为刘老七乐的合不上嘴。大家点草为香、
聚土为炉，给“关公”行叩拜大礼。刘老七带领
大家回村上拉来木料，运来麦草。又缝一块老蓝
布，打上木桩，围上芦席，给关二爷搭一间临时
小庙。把这尊“关公”木神像请入庙内。

太阳平西。晚霞染红了浅蓝的天边，渐渐映
红了村东小河的流水。大伙越过浮桥，踏着泥水
的大路向村里走，在晚霞的余辉下路上留下一条
长长的人影……

当晚刘老七坐在屋里，脑海里辗转不定心事
重重。他心想：用柴草和木棍搭起临时小庙，受不
了狂风暴雨的吹打，这不是给关二爷雪上加霜吗？

他一晚上没有合眼，决定单人独己远走他
乡，化缘求钱，重建关公庙宇，给千秋万代留下
光荣的传统。

三年如一日，他走了七州八府一百零三县。
求来纹银三百两，铜钱六十串。回到自己的家
乡，他召开同族爷门商量议事，并请来能工巧
匠，备好砖瓦动土施工。

一个多月时间后，三间“关公庙”胜利竣工
啦。重塑金身，把那尊木头关公像请回宝座，披
上红袍、摆上香案。全村人跪倒在地，行了叩拜
大礼。一万头的火鞭火花齐鸣，村东关公庙前一
片欢腾。

刘老七挥挥手，压住人们的喜悦心情。咧着
他那张大嘴巴，语重心长地说：“刘家同族的爷
们，这关公庙本是刘家建，我看起名就叫刘关帝
庙吧。”

大家听他说的有理，一致赞同。从此，刘关
帝庙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

刘关帝庙的传说
□ 闫洪民

民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