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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 lw bx u j i n g@
sina.com

1987年12月，韩国实行总统民主选举，卢泰愚以36 . 6%的公民选票，当选韩国第十三代总统。卢泰
愚为什么一上任就深谋远虑地积极推进与中国建交，又为什么偕夫人亲自到山东寻根问祖？究其原
因，主要是为了发展韩国经济，加之他自幼通晓家族源流，清楚卢氏的族根是在中国山东。所以，当年
选择山东作为与中国建交的窗口，是他的睿智之举，也为他到山东寻根问祖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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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县归德镇
卢故城为卢氏宗族的
发祥地

卢泰愚就职总统后的第五天，
就在青瓦台总统府召见祖籍为山
东诸城的韩晟昊，希望从山东打开
两国建交的突破口。韩晟昊一时也
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他回去后找
到经常来往山东的吕某，经吕又找
到香港某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某，并
向张说明了卢泰愚的愿景。几天
后，韩、吕、张三人经香港飞往济
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姜春云热情
地接待了他们。经过多次交谈，双
方达成协议：先以民间经贸交流作
为发展的开始。

1992年8月，时任山东省副省
长的李春亭对韩国进行访问，卢泰
愚在会见他时说自己是山东人，并
恳切期望能帮他寻根问祖。李春亭
回国后，立刻批示省史志办公室进
行查证。省史志办随即向全省发出
通知，要求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
长清县史志、文物部门接到通知后
一致认为：本县归德镇古卢城洼疑
似卢氏发祥地。于是组织马前卫、
李勇等同志分赴平安镇石马明庄、
卢庄等卢姓村庄走访询问卢氏源
流状况；到归德镇国街村、坟台村
走访调查卢故城和“坟台”卢国国
君墓 (俗称卢王墓 )遗址的佐证材
料。同时又查阅了长清县志等古
籍。在此基础上，又组织山东大学
教授任相宏等专家学者到归德镇
卢城洼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最
后确认卢故城即是卢氏宗族的发
祥地。

■2 0 0 0年6月1 8
日，卢泰愚偕夫人来长
清寻根

2000年6月18日，卢泰愚偕夫人
一行来长清寻根问祖。

一大早，地处泰山西麓黄河岸
边的长清县平安店镇卢庄村热闹
非凡。卢氏族人们像过年一样，穿
新衣戴花帽，大家或站在街旁门口
或簇拥在村头，准备欢迎他们心中
期盼的远亲族人——— 由韩国千里
迢迢而来的前总统卢泰愚及夫人
金玉淑一行。

9点多钟，在一辆警车的前导
下，车队缓缓来到卢庄村头，卢泰
愚偕夫人走下车后，精神矍铄，在
省、市、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向村
里走来。在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声
中，少先队员们跑向前去向卢泰愚
敬献鲜花并致少先队礼！卢泰愚笑
容满面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频频
招手致意。在全村宗亲们的欢呼簇
拥下，卢泰愚步入会场，在主席台
就座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卢泰愚走
到宗亲当中与大家畅叙亲情。对几
位围上前来的老者说，“中韩虽
然相隔万水千山路途遥远，语言
不通，但困难可以克服，今天我
们终能走到一起来了，实在是太
高兴了。”随后他到农户家走访。
当来到村主任卢圣林家的大门
口时，卢圣林指着迎门墙上已经有
些褪色的倒贴着的福字，对卢泰愚
和夫人金玉淑说：“我们中国人过
春节，家家户户都贴门对子，并把
福字倒着贴，意思就是福到家了，
是祈望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幸福、吉
祥如意。阁下是大贵人，贵人到福
就到，您的到来一定会给我们带来
莫大的福气。”卢泰愚听后哈哈大
笑。

进到堂屋，只见条几前面摆放
着一张古老的八仙桌和两把太师
椅。主人按照右为上的传统礼节，

首先将卢泰愚让座在右边，又请夫
人金玉淑落座在左边。卢圣林的夫
人孔庆英斟茶之后，先在八仙桌前
浇奠，然后才用双手高高举起低头
分别向卢泰愚夫妇敬上，并说这是
按传统对尊贵客人所施的礼节。卢
泰愚夫妇听后连声称谢。卢泰愚
说：“见到卢庄的族人非常高兴。长
清是全世界卢氏的故乡……我们
要共同努力，为建设好我们的故乡
发挥自己的作用。”见主人家里井
井有条，窗明几净，彩电、冰箱等家
电一应俱全，卢泰愚说自己亲身感
受到了宗亲们拥有的美好生活。

卢泰愚向卢圣林和全村每户
宗亲赠送了一口他从韩国带来的

“三星”牌电饭锅。卢庄村的族人们
则向卢泰愚赠送了专门请孔子第
七十三代孙孔庆河题写的大幅

“福”字，意味把福送给卢泰愚和韩
国及世界各地的卢氏后裔们，期望
他们生活美满幸福。

■卢故城遗址碑

前卢泰愚三鞠躬
随后，卢泰愚偕夫人金玉淑一

行驱车10公里，来到长清县城西南
现属归德镇的“卢城洼”。在卢故城
遗址碑前，长清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长清县卢氏源流研究会名誉会
长卢现起，向客人详细介绍了卢故
城的方位、规模、沉没原因等。当来

到卢国国君墓(高侯死后葬于
封地，俗称卢王墓)遗址时，卢
现起指着附近的村庄说，这个
村叫“坟台”，是因卢国国君墓
在此而得名。

卢泰愚环视周围的村庄
后，绕到碑后仔细察看了碑文，卢
现起又向他介绍了卢氏得姓的详
情。卢泰愚此时心情十分愉悦，欲
叩拜先祖，因而询问中国祭祖的传
统习俗。卢现起介绍说，以前民间
在清明或寒食节祭扫先祖坟墓时，
子孙们要认真揩拭墓碑，整修坟墓
添置新土。除用鸡、鱼、肉做菜上供
外，还有水果、茶、酒、点心(食品)等
供品。同时还要焚香化纸(钱)。上香
一般是三炉(支)，下跪行三叩首或
五叩首礼。听完介绍卢泰愚说，在
韩国祭祀先祖时，还要穿孝服。这

次是非正式的，就行鞠躬礼吧，待
以后修建起卢氏祠堂再行大祭。卢
泰愚随即与夫人金玉淑等来到墓
碑前，怀着虔诚而崇敬的心情，恭
敬地向卢氏鼻祖卢国国君墓碑深
深三鞠躬，缅怀这位全世界卢人的
始祖对人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卢氏前身如何

发展到韩国
卢泰愚此次访问确认了韩国

卢氏的根是在长清，那么卢氏的前
身是谁？是如何到了长清？又怎么
繁衍发展到了韩国去的呢？

相传，神农圣祖姓姜，其十六
世孙名伯夷，因辅佐尧帝理政和大
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吕，这就是吕
氏得姓之始；姜太公是伯夷第三十
七世孙，他是姜氏得姓之祖；姜太
公第十一世孙高傒因拥立齐桓公
为王而立下汗马功劳，获赏封食采
于卢(今长清县境内)，卢即卢邑，以
邑为氏，这便是卢氏的起源，傒公
便是天下卢姓的始祖。

史载，唐朝卢氏有八任宰相，
至公元874年，山东曹县黄巢、河南
濮州(今濮阳)王仙之起义，于公元
880年攻陷洛阳，潼关也随即失守，
京师长安大乱。为躲避灾难，时任
刺史的大学士卢惠携家眷及九子
和另外七名要好的大学士，乘船搏
风击浪，东渡到了朝鲜。卢惠与一
路同船的七位好友结为金兰，誓曰
虽不能同姓但可同名，议定各在名
讳旁加一“禾”，卢惠遂改名为卢
穗。他的九个儿子即为韩、朝卢氏
的九大支，繁衍至今韩国卢氏家族
已有40多代，30多万人。

上午11时许，卢泰愚及夫人一
行参加了在县委会议厅举行的“世
界卢氏源流研究会创立大会”。县
长卞允斗首先致词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长清是世界卢氏的发祥地，
是世界各地卢氏的根。卢泰愚在会
上发表了激励辞。他说：卢氏创姓
始祖姜石年圣祖，给人类留下了伟
大的业绩。我们应继承祖先的光辉
业绩和遗训……培养我们的下一
代，有着正确的价值观，继承先祖
光辉灿烂的思想，为人类的富强培
养他们的创造力。

2000年6月18日———

韩国前总统卢泰愚
来长清寻根问祖
□李文德 卢宪震

卢泰愚与卢庄村族人亲切交谈。李文德 摄

卢庄村少年儿童向卢泰愚致欢迎礼。李文德 摄

枣刊前絮语

割不断的血脉
□徐静

卢泰愚，1932年韩历7月16日出生于韩国
庆尚北道大邱市，毕业于韩国陆军军官学
校。1987年6月，韩国宪法修订完成后，卢泰愚
取得了民主直接选举总统的胜利，并于1987

年12月当选总统。他在任期间有世人公认的
两大功绩：一是打下了民主直接选举总统的
基础，一是完成了与中国、前苏联及东欧诸
国的建交。然而，在今天的济南长清县归德
镇卢庄人的心目中，卢泰愚不是当年的陆军
大将，也不是大韩民国前总统，而是远在千
年之前离开故土、东迁朝鲜半岛的卢氏先祖
的后裔，是他们割不断的卢氏宗亲。

2000年6月，卢泰愚应中国外交学会邀请
来我国访问。他此次访华的最后一站，也是
此次访问的一个重点，便是来山东参观访
问，并参加在长清县举行的世界卢氏源流研
究会创立大会。长清是世界卢氏发祥地，卢
泰愚到长清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根问祖。作
为当时这一事件的亲历者，B1版李文德先生
撰写的《韩国前总统卢泰愚来长清寻根问
祖》一文，为我们详细回顾了当时的场景：那
一天，对于卢庄村的村民来说，可是一个难
忘而又令人激动的日子。村里男女老少兴高
采烈，洒扫庭除，插旗结彩，像过大年一样热
闹。世界卢氏源流研究会创立大会代表、《人
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是这样描述当时的
场面和个人心情的：“穿过长长的街道，穿过
街道两旁摇曳着的清凉的树影，一列车队来
到跟前。我们静静等候，等待的仿佛不是韩
国的前总统，而仅仅是一位久违了的远方兄
弟。”正如卢泰愚在献词时所说：“我们要经
常相见，把族情与亲情互相倾诉，积极促进
彼此生活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努力，共
同繁荣。”

B2版上的“天南地北山东人”栏目刊登
的是杨曙明先生的文章《石英，一位令人尊
重的老乡》，“人生在世大都喜欢向上结识，
身居仕途的人喜欢结识大官，神神叨叨的人
喜欢结识大仙，而文学中人则喜欢结识大
师，此乃人之常情。”由于工作关系，杨曙明
先生与著名老作家石英结识，此后的每次见
面，都会从老人身上学到好多东西，悟到好
多道理。就拿出书来说，老先生不屑于拼盘
式的文集，因为他“不满足于数量的积累，还
志在随着时光的推进、阅历的丰厚，尽可能
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生命的感应上应具有更
新的发现，更深的开掘，尽量让读者读起来
不只是觉得充其量是篇目的叠加，而不能受
到任何新的触发”。这样的文学界前辈，当也
是可亲可敬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韩国前总统卢泰愚与夫人金玉淑在卢国国
君墓前合影。李文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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