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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州市陵城区糜镇有个田家庄，经考证，西汉
时期的盘县城就尘封于此。几千年前，古人在这一带
用土山布局，使河水勾连八方，有规则地组成了一个

“回”字形罗经盘的造型，盘县县城就因此得名。因古
代盘与般通假，这里经常被称为“般县”。如今，鲁西
北平原上曾出现的这片迷宫仍有遗迹残存。

“开了田家堰，淹了德平县，乐陵不来堵，淹到武
定府……”这是当地流行的一首民谣。田家庄旧属德
平县，村西不远处的一道古堰被叫做“田家堰”。《德
平县志》中说：“邑西南有田家古堰一道，不能详所自
始，其东田庐、城郭在焉。”千百年来，田家庄脚下的
古城郭和古堰始终是一个历史谜团。经过近年来的
考证，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其中的古堰可以一直
追溯到大禹治水之前的“鲧堤”。

古代所称的“堰”是用来截流分水的工程，田家
古堰就是古河道分流的枢纽。田家庄往南1公里为基
山，以前有勾盘河、鬲津河在这里交汇。县志中也说
到田家堰的走向，“金堤自德州入禹贡、基山”，这是
古堰朝向东南的另一端，在汉代时称“金堤”。顺着金
堤向东南，在鲧堤刘村至今有鲧堤遗迹。古籍中说鲧
是大禹的父亲，这里是他治水时留下的河坝，有些史
学家也给予了认定。从“田家堰”上溯到“金堤”、“鲧
堤”，都是不同时期治理河流的产物，可谓一脉相承。

在当地的很多传说中，有的说鲧治水失败后在
基山被杀，他的一腔热血化作了水中三岛；还有的
说，大禹在基山抗洪抢险时发现了“禹粮石”，挽救了
灾区的饥民，治水大获成功。而神话传说能包含多少
史实依据，自然有待商榷。

据1978年山东省地质局《德州地区农田供水水文
地质勘察报告书》记载，“陵县——— 渤海农场大断裂
带”正好经过田家庄一带。由断裂带形成的自然河流
从西向东，数万年来一直流经这里，形成了当地水文
化的摇篮。那么，鲧和大禹在此治水的说法也就有了
一定的根据，并不是空穴来风。

提起田家庄的古城郭，老人们说，过去田家庄四
周的“土围子”是借老城墙建的，分别有东、西、北、西
北四门，至今东南角的遗址仍在；东门北边有一座

“九神奶奶庙”；村子中部呈龟背状的古城址隐约可
辨。

是什么原因让古城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被忽
略？这与河流在此发生巨变有关。仅在民间和方志上
就出现过很多河名，如红土沟、鬲津河、勾盘河、笃马
河，纷繁复杂让人难以厘清。

在《水经注·卷五》上标注了盘县故城的位置，而
且还提到，盘河是大禹治水的九河之一，东汉时公孙
瓒曾在这里打败黄巾军。“由此再向东为白鹿渊水，
平时是一片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的水
域，只有等到夏季洪水泛滥，水深达到五丈，方能使
整个盘河通畅流出，又经盘县故城北……”至此古盘
城出现了！《德平县志》也注意到白鹿渊与盘县故城
是一北一南相互依存的关系。

经考证，田家庄西北即是古代白鹿渊的所在。今
天，这里有新老四条河流交汇，即马颊河故道、笃马
河故道、新马颊河、大宗旱河，水面面积之大仍属罕
见。河流之间的很多农田海拔仅在13米左右，而周围
的村庄海拔均在18米以上，依然可见原先白鹿渊的

“小盆地”面貌。
白鹿渊的名字与这里的人文历史也相互印证

着。白鹿，也叫神鹿、麒麟，原型就是麋鹿。南岸的糜
镇古称麋鹿镇，基山南坡有古村叫“见麟里”；北岸至
今有著名的“玉麟寺”遗址，这里是远古天文观象台

“北宫神鹿”的所在地；在范家桥村还出土了“戒贪现
麟”石刻。漫漫白鹿渊水，不知掩映着多少古盘县的
故事。

据《新唐书》记载，“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
地”。陆终见于《史记》等很多史籍，他是上古“火神”
祝融部族中最关键的人物，承先启后，掌管天文历
法、观象授时。

陆终等先人以观测日月星辰、鸟鱼花虫等天地
物象的变化规律，来为人间制定时间标准，发布节气
农时等，设计构建了“回”字形观象台系统，四面八方
是土山和方台，全部用沟渠流水相连，这应是后世易
道“罗经盘”的原型，主体面积80余平方公里。

汉高祖刘邦在平原郡设立盘县，高帝六年（前201
年）号令天下县邑筑城，此后县城位置固定下来，是
为西汉盘城。

盘县古城南依基山。据考证，基山原名“箕山”，
与天上“东宫苍龙”星象中的箕宿对应，有四座山峰。
箕山正西2公里是红土山，象征“北斗星象”，为整个观
象系统的中心，这里的圜丘和方丘，图解着《易经》中
所说的“太极生两仪”。在此向西是三刘村三座山丘，
呼应着“西宫白虎”星象的参宿，向南有代表“南宫朱
雀”的古凤凰城糜镇，北有“北宫神鹿”，正所谓“两仪
生四象”。其他分置在八方、内外两层的观象台，至今
称为山的还有白虎山、白花山、土山等土丘，还有县
志中记载的一处“观台”，全部与“八卦”相印证。

2013年在古盘城笃马河的下游东北26公里处，考
古发掘出了“尹家岳石文化”遗址，文物中发现的细
石器年代在距今8000-10000年。因此，盘县拥有上古文
明是可信的，在陆终故地——— 观象历法机构出现“立
体罗盘”更是自然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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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出生地”
宋廷认祖归宗

宋真宗是宋朝的第三个皇帝，民
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
上。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结束了宋
辽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但也拉开了
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序
幕。

战争结束后，宋真宗将大把时间
花在了文化建设上。为了给自己脸上
贴金，宋真宗以梦见神人为由，认定赵
家的始祖是轩辕黄帝，并布告天下。

认了祖还得归宗，可人们只知道
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叫寿丘，而寿丘在
山东、河南、陕西等地都有，难辨真伪。
于是，宋真宗召集来文官，查访确认寿
丘的真正位置。几经推敲，最终，大臣
们将寿丘真身定在了山东曲阜。

在此基础上，宋大中祥符五年
（1012年）闰十月，宋真宗召集群臣，下
诏在京城与曲阜寿丘各修建一座体现
皇家威严、规模宏大的景灵宫。这两
座景灵宫的分工略有不同，其中，京
城景灵宫奉祀黄帝及赵氏先皇诸

“神仙”，而曲阜景灵宫则是负责祭
祀始祖黄帝及圣母嫘祖。因此，景灵
宫的功能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太庙，
祭祀也是按照太庙之礼进行的。

这还不过瘾，确认了曲阜寿丘是
黄帝出生地后，宋真宗又颁诏将曲阜
县更名为仙源县，隶属于袭庆府，即后
来的兖州府，并干脆将千年鲁城弃之
不用，把仙源县城搬到了曲阜城东的
寿丘附近。宋朝《鲁国之图》描绘的就
是仙源县的格局。今天，曲阜有个地名
叫“旧县村”，就是仙源城旧址。这座城
一直沿用到明朝，后因刘六、刘七率农
民武装攻下县城，将县衙署一火焚之
才荒废。直到明嘉靖元年（1522年），曲
阜城才重新搬回了阙里孔庙一带。

如今来看，曲阜寿丘是黄帝出生
地的说法有待商榷。“曲阜寿丘说”由
汉代学者孔安国在伪古文尚书中最早
提出，同时期其他的文献中没有出现
过。

另外，《史记》等正史明确记载，黄
帝是华夏集团有熊氏人，而当时的曲
阜属于东夷集团地盘，显然地理不合。
况且，如果真和黄帝是老乡，“铁粉”孔
子又怎么会从未提过呢？这些道理宋
朝儒臣们并非不知，只不过是为了迎
合宋真宗，人为营造了仙源城这么一
个圣贤频出、仙气十足的文化中心。

共1320间房屋
顶三座曲阜孔庙

曲阜景灵宫由当时宰相王旦负责
督建，通判大理评事麻其温、知兖州监
宗御史王臻监修，出动了三四万名劳
役，建造了1320间房屋。对比一下，曲
阜孔庙现存建筑460多间，也就是说，
景灵宫相当于三座曲阜孔庙的规模，
堪称气势恢宏。

在用料方面，景灵宫也处处体现
了“国家工程”的气派，建筑所用石料
有郑、淄等州的青石，衡州的碧石，莱
州的白石多种。而给黄帝雕琢的玉石
圣像，则用的莱州白硝玉石。

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月
时，寿丘景灵宫、太极观终于建成。第
二年，宋真宗专门派遣宰相王旦等人，
到曲阜奉安圣祖玉石像、为圣母上懿
号。

曲阜景灵宫规模要比当时的阙里
孔庙大，建筑群与仙源县衙、县学整合
为一体。县城的前部东为县衙、西为县
学，中部为景灵宫、太极观、东西配庑
等，后部为寿丘和少昊陵，错落有序、
层次鲜明。

然而，十几年后的宋仁宗天圣年
间，景灵宫建筑群遭遇火灾，琼楼玉宇
焚毁殆尽。此后，虽然屡次重修，但在
战火硝烟中，寿丘景灵宫、太极观与阙
里孔庙一样，惨遭兵火荼毒。

元朝末年，曲阜景灵宫被废。改建
仙源县城时，北城墙将景灵宫建筑群
遗址割断，分割为城内和城外两大部
分。

巨碑“万人愁”
体量居全国第一

如今的景灵宫只剩下断壁残垣，
更多的遗迹早已深埋在黄土之下了，
但孤立在地面上的巨型石碑还是能显
示出它昔日的辉煌。

宋徽宗时期对景灵宫进行的大规
模整修中，在宫门之外安放了四块巨
型石碑，如今仅存两块。其中，最具传
奇色彩的当数“万人愁碑”了。“万人愁
碑”由碑首、碑身、龟趺构成，其特点是
大，是中国现存体量最大的石碑。

“万人愁碑”碑额浮雕六条盘龙，
雄壮生动，两侧各雕一尊护神力士，
呈托举巨碑姿势，实属罕见。碑身没
有文字，龟趺雕刻简洁，龟盖上刻有
花纹，反映了早期龟趺的特点。碑额
与碑身虽为1：1 . 4，但矗立之后，显得
十分协调，可见设计科学。整碑通高
16 . 95米，相当于五层楼高，合计重达
上百吨，即使是有起重设备的今天，
想把它吊起来也绝非易事。据传因为
石料巨大，沉重难运，所以人们称它
为“万人愁碑”。

当时，碑帽蛟龙已经刻成，碑面也
已磨光，只等镌刻碑文，但工程尚未完
工，突然金兵南侵打到这里，工匠和百
姓四散而逃，石碑成了“烂尾工程”。后
来，有诗人据此发出了“丰碑不书字，
遗恨宣和年”的感叹。

光阴似箭，清朝时康熙皇帝外出
巡视，要到曲阜来，当地的官员因为

“万人愁碑”无字，害怕皇帝看到后责
怪，居然脑洞大开，让人将巨碑击碎，
埋在土里，“万人愁碑”至此碎成了140
多块。直到1991年，巨碑的残件才得以
重见天日，并由当地政府拨款修复，因
此，现在看到的“万人愁碑”浑身伤痕
累累。

遭受相同命运的是立于池塘西岸
的另一块巨碑“庆寿碑”。它的建造时
间与“万人愁碑”相同，也是因金兵南
侵未来得及刻字竖立，碑上“庆寿”两
字有一米高，是后来元朝补刻的。康熙
年间，“庆寿碑”也被击碎掩埋，1992年
修复。当时由于“庆寿碑”龟趺座未能
找到，维修时按东碑仿制。2009年6月，
终于在“庆寿”碑西发掘出土了“庆寿
碑”龟趺座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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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故里曲阜被称为“东
方的耶路撒冷”，在孔子之后的
两千五百多年里，曲阜的命运
往往和孔子紧密联系在一起。
然而到了宋朝，这座圣城的主
人公却被“人文初祖”轩辕黄帝
所取代，甚至连曲阜县城都挪
了地；配套建起的景灵宫，更成
为整个大宋王朝的祖庭“太
庙”，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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