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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的定慧寺是一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古
寺，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专门为齐河僧人智寿
禅师而建，曾与长清的灵岩寺有“姊妹寺”之称。
九五之尊的皇帝，为什么给一个县城的和尚建
寺院？

据康熙年间的《齐河县志》记载，智寿禅师
姓吕，字松岩，法号智寿，祖籍北平府宛平县时
雍坊村，跟随父母一块来山东谋生，落籍齐河，
他幼年即倜傥不羁，“慨然有跃马横槊志”，喜欢
读孙吴兵法，酷爱武术，练就一身好武功。后来，
他在齐河县城的龙光寺，削发为僧，出家修行。

吕智寿在齐河县城的龙光寺中，过着晨钟
暮鼓、青灯黄卷的生活。可是，寺院里宁静，寺院
外并不宁静；齐河南，大明京城南京的皇宫里，
建文帝在思虑着如何削掉各地藩王的权势，使
自己的皇位坐得更稳当；齐河北，北平城里，燕
王朱棣一方面费尽心思地防范南京的皇帝对
自己的算计，另一方面，他心底有一个欲望蠢蠢
欲动，那就是——— 登上九五之尊的帝位！

为了活命，也为了夺取皇帝宝座，朱棣发动
了“靖难之役”。建文二年，燕王军队南下打到山
东境内，首先打下德州，得粮百万余石，大大充
实了实力。士气正盛的燕军随即对济南进行包
围，由于铁铉、盛庸等人带领济南人民顽强抵
抗，不仅三个月始终未能拿下，而且朱棣险些丧
命。

在围攻济南的时候，朱棣部队的前线指挥
部，设在与济南隔河相望的齐河县城的龙光寺，
朱棣的军师、僧人姚广孝住在龙光寺僧舍，为燕
王参谋军计。一天，姚广孝偶然发现寺里的和尚
吕智寿与自己性情相投，武艺不凡，当即收为门
徒，引见给燕王朱棣。

朱棣接见吕智寿，一经交谈，很是欣赏，当
即赐给吕智寿一个银碗，并让他在周围募集军
兵，随军征战。吕智寿积极行动，募集到六郡良
家子弟5000余人。此后，吕智寿离开龙光寺，跟
随朱棣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屡立战功，被授予
指挥使(正三品，相当于副部级)。

1402年7月，朱棣的部队终于攻破南京，黄
袍加身的朱棣，不忘对追随者论功行赏，加官晋
爵。姚广孝被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之后被封为
资善大夫、太子少师，人称“黑衣宰相”。朱棣也
大大地升赏吕智寿，升他为都督同知(从一品，
比正国级小一点，比副国级大一点)。同时，赐给
他官职、府邸、宫女，而吕智寿和姚广孝一样，不
愿在朝廷为官，谢绝封赏，愿意出家当和尚，依
然跟着姚广孝修持。

朱棣对这两位佛门朋友的举动很感动，也
很无奈。吕智寿向朱棣请求，再回到齐河的龙光
寺修行。派人回齐河一问，在吕智寿随军出征之
后，本县官吏已经把寺拆毁，寺里的殿堂、房屋、
坟塔已经夷为平地！吕智寿把这个情况向朱棣
奏明，朱棣大怒，立即把山东和齐河的有关官吏
提取到京城，宣判罪过，发遣充军。正好遇上皇
帝大赦天下，这些人又都被赦免，都发还本地，
从事旧业。

明成祖朱棣令齐河的地方官自筹资金，自
备木石，在原地重建龙光寺。很快，龙光寺的胜
迹复兴，蔚为壮观。朱棣为了让智寿禅师满意，
同时以皇家的名义，建造一座更大的新寺，赐名

“定慧寺”，所以老定慧寺的匾额写的是“敕修定
慧寺”，作为对吕智寿的补赏、嘉奖。

但是，定慧寺修成，明成祖朱棣却没有让吕
智寿回来，而是委派别的僧人来主持寺政。

1418年(戊戌岁)九月二十日，智寿禅师在北
京的庆寿寺无病端坐而逝，据记载，“异香满庭
院，士庶莫不共闻”。明成祖朱棣对智寿禅师的
圆寂很感伤，也很重视，赐祭葬，在齐河的龙光
寺前起塔安放骨灰，朱棣还专门给智寿禅师写
了祭文。据历史记载，原定慧寺中，有明姚广孝、
吕智寿画像，俨然如生，也许是朱棣安排名手所
画。

和尚参战、参政，古已有之。最著名的是唐
代的少林十三棍僧助唐王李世民。姚广孝、吕智
寿参战、参政，与普通的和尚修行生活大异其
趣，吕智寿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按姚广孝和吕智寿的作为，都是僧人中的
异类，好武好勇，好兵好战。二人的志趣、行事，
都是“身在禅林，心在功名”，与佛家的主旨相去
颇远。可是，为什么智寿禅师只是帮朱棣打下江
山，却不肯受封赏呢？这是一个谜，令人好奇。

600多年过去了，智寿禅师那些耐人咀嚼的
历史，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猜测不已。

齐河定慧寺和尚之谜

【行走齐鲁】

□姜仲华

受封成武

湖底现“水下龙宫”

讨伐商纣王后，姬周代
商，周武王为了维护天下稳
定，将自家的亲戚分封到七
十多个不同的地方，形成

“封邦建国”的局面。虽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当
时的周朝统治区域并不大，
主要位于中原地区，因此山
东的中西部成了邦国选址
布点的重点，位于山东成武
的郜国就是其中一员。

郜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
王同父异母的弟弟，获得封地
后，他被称为郜国公硕父。按
照惯例，周天子为硕父举行了
隆重的分封仪式。分封总得有
点信物才能彰显王道尊严，当
时还没有传国玉玺的说法，象
征国之重宝的是青铜器，于是
郜国从周天子那里得到了一
件青铜器巨制：郜史硕父鼎。
鼎上的铭文详细记载着郜国
受封的庶民、臣仆、车马、戎
兵、田地，以此昭告天下，宣示
主权。

手续也办了，仪式也搞
了，郜国公硕父满心欢喜地带
着大鼎赶往了封地。可到了封
邑一看，郜国公硕父却傻了
眼。这里虽然不像鲁国有商朝
的残余力量，也不像齐国有连
片的盐碱地，人文和地理环境
都还不错，可是水有点太多
了，四面望去河湖密布，整个
郜城就像漂在了水上，来场大
雨就有受灾的风险。所以，郜
国建国之后，历代国君都把治
水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
知道郜国在成武，却说不清都
城究竟在哪里，因为郜国都城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
半点痕迹。如果不是郜鼎的存
在，人们甚至怀疑是否曾经真
的有这个国家。

直到三十年前，真相才水
落石出。现在的成武有处著名
景点叫文亭湖，原先叫“城
湖”，湖水面积将近万亩，烟波
浩渺，气象万千。1986年，当地
人在湖区开挖鱼池，意外发现
一批文物。后来经过专家的考
证，确定湖里藏着一座水下先
秦古城遗址，并认定为是古郜
国的都城。

先秦时期，为了躲避洪

水，人们往往堆土成山，择
高处定居，显然，这座“水下
龙宫”在郜国时代应该是一
处制高点，尚能抵御洪水的
侵袭。到了汉代以后，先民
为保护成武的城池，高筑堤
防用来挡水。经过两千多年
的黄河淤积，护城堤外比堤
内高出近3米。用护城堤抵
挡，城外的水是进不来城
了，但城内的水也同样排不
出去，水越积越多，就成了
文亭湖，早期的郜国都城也
浸没在了水波深处。

宋贿于鲁

臧哀伯谏纳郜鼎

也许是忙着和大自然
做斗争的缘故，力量弱小的
郜国非常低调，将近四百年
的存续时间里，几乎没有留
下什么可圈可点的记录，反
倒是沾着郜鼎的光，在亡国
之后出了名。

郜国被宋国所灭，亡国
之后，传世国宝郜鼎也落到
了宋国手里。公元前710年
的春天，宋国发生一场令人
大跌眼镜的政变。朝廷中的
两位重臣发生矛盾，一怒之
下，太宰华父督杀死了司马
孔父嘉，这还不算，华父督
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
妻子，一时舆论哗然。朝臣
如此胡闹，让毫无存在感的
宋殇公很生气。杀红眼的华
父督才不吃这套，一不做二
不休，把宋殇公也“咔嚓”
了，另立宋庄公为国君。

弑君毕竟不光彩，华父督
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
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
国进行贿赂，其中，就把郜鼎
送给了鲁国。鲁桓公得此宝物
很是高兴，把这件“赃物”安放
在鲁国的太庙里欣赏。

鲁国大夫臧哀伯是个
明白人，赶紧劝鲁桓公。他
告诉鲁桓公，恪守礼制、尊
卑有序，百官警戒畏惧，不
敢违反法度，国家才能安
定。现在国君毁灭德行，树
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
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
此明白昭示百官，这是传递
出坏的信号。如果百官从此
都来效法行贿，君王又用什
么去惩罚他们呢？

把郜鼎放在太庙，不仅

是“非礼”，而且还有鼓励行
贿、纵容腐败的暗示，刚愎
自用的鲁桓公显然不会考
虑那么多。俗话说“听人劝
吃饱饭”，可鲁桓公就是对
这番金玉良言完全听不进
去，依然我行我素。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宠赂章也。”官员腐
败，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官员
堕落，是从权钱交易开始。两
千多年后，臧哀伯的这番话仍
然令人振聋发聩，时至今日，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故事依
然有教育意义。

相马识人

文成武就伯乐地

除了拥有郜鼎，郜国还诞
生了一位名人：伯乐。传说中，
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
在人间，人们则把擅长鉴别马
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因
此，伯乐只是“艺名”。

伯乐的真名叫孙阳，少有
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郜国人。
别看今天马已经渐渐退出人
们的生活，但在春秋时期，伯
乐的相马术可是一门强国的
绝技。在当时，大到军事作战、
国家仪仗、驿站传递信息，小
到野外狩猎、杂役运输等，都
离不开好马。因此，养马、相马
遂成为一门重要学问，绝非游
戏人生。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
下，孙阳自幼选择了相马作为
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不过，
在孙阳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相
关的经验著作可以借鉴，只能
靠自己比较摸索、深思探究去
发现规律。孙阳学习相马非常
勤奋，《吕氏春秋》说：“孙阳学
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
也。”

学有所成之后，孙阳认识
到在积贫积弱的郜国难以施
展才华，长大之后就离开了故
土。他游历诸国，最后西出潼
关，到达秦国，得到了秦穆公
的重用。相比于中原国家，秦
国位于西陲之地，畜牧业本身
就比较发达，相马的市场需求
很广。特别是为了对抗北方牧
人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
己的骑兵，对养育马匹、选择
良马非常重视。孙阳的到来，
无疑是让雄心勃勃的秦穆公
如虎添翼，立刻就被奉为了座
上宾。

凭借一身相马术和卓越
的人品才干，孙阳得到了秦
穆公信赖，被秦穆公封为“伯
乐将军”。从此，孙阳以监军
少宰之职，随秦军征战南北，
在秦国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立
下了汗马功劳。孙阳在工作
中尽职尽责，不仅会相马、荐
马，还有识人、用人的才华，
为秦国举荐了九方皋这样的
能人贤士。

虽说当了大官，孙阳却不
忘初心，继续研究相马术。经
过多年的实践、长期的潜心研
究，取得丰富的相马经验后，
孙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
他搜求资料，反复推敲，终于
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
学著作：《伯乐相马经》，对后
世影响深远。

伯乐去世后，葬于郜国故
里。墓地就在今成武伯乐集镇
驻地伯乐村前。20世纪50年代
犹存明嘉靖重修孙阳伯乐墓，
虽饱经风雨和磨难，今墓址仍
存。20世纪70年代，曾于伯乐
墓前挖掘出伯乐残碑，上有篆
书“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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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在山东成武，曾经存在一个低调的姬姓古
国：郜国。大概是常年忙着治水自保，郜国的内政外交并没
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低调了近四百年的郜国出了两件宝：
一是在亡国之后引发政治风波的传国郜鼎，一是从这片土
地走出助秦相马的伯乐。

▲郜鼎

郜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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