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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伯成

濒临济水而得名，

历为县、军、镇驻地

汉代的朝阳县城在现在
黄河镇临济村东南。朝阳县，
汉县。高帝封华寄为侯邑。宣
帝时，封广陵厉王子舜于此。
后汉曰东朝阳，以南阳郡有朝
阳，故此加东。晋因之，改属乐
安国。刘宋仍曰朝阳县，属济
南郡。后魏因之，齐废，隋开皇
六年复置。

临济一名最早出现在汉
代，经过了若干年历史变迁。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
“（临济）本齐之狄邑，汉置狄
县，后汉改曰临济。隋并入高
苑。故城在今高苑县西北。”临
济故城在高青县高城镇西北，
也就是故狄城所在地，东汉改
名叫临济县。南朝刘宋时期，

（公元420年—479年）将临济县
迁于西部的刘家镇（现在的黑
里寨镇刘镇村），属乐安郡。到
了隋至唐时期，临济县迁至章
丘。《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临
济条：“汉菅县地，隋改置朝阳
县（隋开皇六年），后改临济县

（隋开皇十六年），宋省，故城
在 今 山 东 章 丘 县 西 北 二十
里”。也就是说，隋代，改州为
郡，将临济县并入高苑县，隶
齐郡；同时，将位于今章丘的
朝阳县改名临济县，县治在今
章丘黄河的临济村。武德元年

（618年），在临济县治设邹州。八
年（625年）邹州废，临济县改隶谭
州。贞观元年（627年），临济县改
隶齐州。元和十五年（820年），
临济县隶齐州。宋朝咸平四年

（1001年），临济县废，并入章
丘。景德三年（1006年），新建与
府州同级的清平军，临济属清
平军驻地。熙宁三年（1070年）
清平军降格为县级军，驻地迁

往旧军。金代又为临济镇，是
县属四镇之一。临济，自隋代
以来，历为县、军、镇驻地。

孔子闻韶台等

古迹众多

隋朝开皇六六年（586年）在
此置朝阳县，开皇十六年改为
临济县。唐朝武德元年（618年）
设邹州，州址与临济县同城。
宋朝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
在临济置清平军，辖章丘县。
金代为临济镇，是章丘四镇之
一（普集、临济、明水、延安四
镇）。民国伊始，章丘分为十
区，临济为第三区，辖140村。

临济村及周边古迹甚多，
民间传说：临济北有闻韶台、
南有终军墓、西有土城子、西
南有郦食其冢。

孔子闻韶台：临济村北三
华里处原有一土筑高台，相传
这就是孔子闻韶台遗址。韶乐
是上古时期一种高雅的乐舞，
公元前498年，孔子游历齐国于
此，听到了在他的家乡鲁国早
已失传的韶乐演奏，赞美备
至，“竟三月不知肉味”。

崔氏城（土城）：在镇政府
驻地西南5公里。村西靠黄河大
堤。《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前
546年)》：“崔成请老于崔。”杜
(预)注：“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
崔氏城。”《唐书·宰相世系
表》：“齐丁公伋嫡子叔乙让国
(笔者注：应为季子让国叔乙)，
食采于崔，遂为崔氏城。”清道
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载：“崔
氏城在县治(今绣惠)西北70里，
大清河之滨，俗名土城。”《水
经注》云：“漯水又东北经著县
故城南，又东北经崔氏城北。”
按：“大清河即济水，自西南
来，经济阳南关外，绕城而东
北，其南之上即章丘界，俗呼
土城，乃崔氏城也。”

郦食其墓：郦食其为汉王

刘邦的著名谋士。公元前206年
(汉元年)，刘邦以韩信为大将，
乘机暗渡陈仓，揭开了楚汉战
争的序幕。当时，鲁中地区对
楚汉两方来说都是势在必争，
谁占有了山东谁就得到了战
略后方。故而刘邦对齐王采取
了军事与外交手段并用、双管
齐下的谋略。一面命韩信攻
齐，另一面又派郦食其为使节
到齐国游说。郦以智谋说服齐
王田广、相田横归汉。韩信这
时进抵平原，听到郦食其已说
下齐国，本想罢兵，谋士蒯通
对韩信说：“郦生一士，伏轼掉
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
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

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
儒之功乎?”韩信在其煽动下，
遂令三军前行，直抵齐境，长
驱直入，袭破齐之历下军，并
攻占临淄。田广、田横认为上了
郦食其的当，一怒之下烹了郦
食其。郦食其惨遭火烹，应在韩
信攻齐之后不久，据道光十三
年《章丘县志》记载：“郦生墓，
在章丘县北临济镇西。”又据

《章丘县乡土志》记载：“郦食其
墓，在县北临济镇南。”章丘著
名诗人吴连周在《高唐齐音》中
记载：“郦食其墓，在临济镇
西，今有碑。”清乾隆年间，章
丘文人郝敏中也曾写有一首

《再过郦食其墓长歌》：
韩信耿弇谁为雄，祝阿历

下迥不同。
独拔劲敌难为力，袭击已

降易见功。
郦生当日奉明诏，淮阴暗

受何人教？
一为贪功一纵酒，两两错

误皆冥报。
夜半陈留取令头，胡善其

人又相仇。
暗室有神怒目视，隐隐挑

拨启其谋。
杀机一片起蒯彻，层层祸

胎从此结。
高阳狂生已被烹，钟室奇冤谁

与雪。
郦食其为何葬在这里？经

考证：当时临济是从历下通往

临淄的北路要道，韩信曾在土
城驻军攻齐，烹郦食其就在田
广向东逃遁至临济时所为。后
人曾为郦食其写下这样一副
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终军墓：村西南有汉武帝时
“弱冠请缨”的青年英雄终军之
墓。清乾隆年大学士郝敏中也著
有《临济西南吊终军冢》。

辅公祏祠：隋朝年间，辅
佐杜伏威起义的二号人物辅
公祏即生长于此。临济原有辅
公祏祠。

此外还有临济大庙，至今
依然存在。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
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接上期）

不怕房先生笑话，我那天进
炮楼是强作镇静，为了给金龙和
金额壮胆，其实我哪里见过那么
多枪啊，炮啊的！刚进炮楼那会
儿我都吓得尿到裤子里了，怕影
响孩子们，我就颠着小脚弯着腰
强忍着没让孩子们知道。你说我
要是在前面吓得不会走路了，俩
孩子还不更紧张？说这事情让您
见笑了啊！大奶奶和房老先生说
着话，却一直攥着二嫚的手，笑
嘻嘻地盯着她看。二嫚被看得不
好意思了，一个劲儿地朝着金额
使眼色。

娘，你也让人家二嫚坐下歇
歇，你光让人家站着干啥呢！金
额说。

金锁大奶奶这才缓过神儿
来，笑着松了手。大嫚又把二嫚
拉过去，让她在自己身边坐了，
笑嘻嘻地轻声说：“我叫大嫚，你
叫二嫚，我看你和我们家金额很
般配！咱俩的名字又巧得很，你
进了门咱俩成了妯娌，外人还以
为咱俩是亲姐妹跟了他们兄弟
俩呢！”一席话出口，大家伙都笑

了。只是房老先生装作没听见，
在聚精会神地誊写药方。

那边的金锁和翠花因为小
袖子娘开口说话兴奋得很。在回
来的路上，金锁看见了一只野獾
在路沿下的一块花生地里扒花
生，抬手示意翠花牵了小毛驴静
静呆着别动，自己搬了一块平整
的薄石头慢慢地凑到野獾上面
的路边，然后把石头垫到屁股底
下，一屁股朝着野獾坐了下去，
只听野獾一声惨叫，被金锁一屁
股砸晕了。金锁拎起野獾来，朝
着石头上又摔了几下，直到野獾
彻底没了气息，才拎着野獾爬到
路上面来。翠花一见野獾又肥又
大，嚷起来：金锁你真厉害，这是
我见过的最大的野獾呢！金锁鼻
子一哼：“逮这玩意小菜一碟，我
金额叔上次想用手掐一只野獾
的脖子，被野獾一扭脖子，把手
指头都给咬穿了。你看咱一屁股
就把它给砸挺了。我厉害吧！”

俩人说说笑笑地进了家门，
一进门，看见家里来了客人。老
先生仙风道骨，姑娘娉婷婀娜，
自己呢？翠花一身柴火棒还牵着
毛驴，金锁弄了一身土还拎着一

只野獾，觉得有点形象不佳，就
想往外撤步。

房老先生发话了，你是金锁
吧！我听你爹金龙说，你上抗日
小学识字了，不错！你今天是知道
爷爷我要来你家吃饭，特意上山逮
野獾招待我吧！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野獾不光肉好吃，炼出来的油
可是治疗烧烫伤的好药呢！

金锁傻傻地点了点头，说：
“你们大人说话，我和翠花去收
拾野獾去。”说着牵着翠花，一头
钻进厨房里了。

金龙笑着说：“这就是我的
犬子金锁和结了娃娃亲的翠花，
让老先生见笑了。”

金龙啊！人家给咱逮了山珍
野味来了，咱哪能笑话人家。让
大嫚和二嫚去生火炖了它吧！我
和你爹今天要在你家划拳行令，
尝尝你家的柿子酒呢！

厨房里，二嫚悄悄地和大嫚
说：“嫂子，你和大叔、大婶说说，
得托人去我家说媒啊！我爷爷和
我爹都说你家不主动呢！说哪有
女孩子家主动提媒的，我们家又
不是啥破落户，难道是金额哥心
里有另外的女孩子了？”

傻妹子，我们家商量好了，
等过完秋家里缓过劲儿来，我们
备好聘礼，准备春节明媒正娶迎
你进门。再说现在我们家还欠你
家的药钱，还不上债，我们咋有
脸托人去说媒呢！今年收成好，
金额在外面干石匠，金贵在外面
干木匠，家里也有了点家底。俺
家准备最近去你家提亲，春节娶
你进门，咱好好事成双过大年
呢！

二嫚笑盈盈地应了，俺知道
了嫂子。

对了，你庄里的满意爹和俺
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又杀过鬼
子，我爷爷和爹都很敬重他。你
们请他去我家保媒吧，俺家族里
肯定都十分愿意。

这小妮子，还想得挺周全，
好咱就这么办了！大嫚笑着回
答。

第二十八节 保卫秋收

乡亲们的庄稼丰收，鬼子开
始垂涎三尺，密谋抢夺了。这一
年日本的战略资源越来越紧张，
提出了“以战养战”的对华侵略

政策。鬼子的铁蹄又开始到处肆
虐，抢夺乡亲们的丰收果实。泰
山特委召开了保卫秋收的专题
会议，指挥正规军协助地方武装
保卫秋收，保卫乡亲们用血汗种
出的粮食。

这几天金锁和翠花有了新
任务，一边在长城岭上放羊，一
边观察着高家峪西坡顶上的动
静。如果听见西坡顶上的民兵哨
位一放枪，那就表明鬼子又要来
扫荡抢粮。古老的齐长城上还有
烽火台的遗迹，金锁早就在那里
积攒了一堆狼粪，一旦有情况，立
即点起狼烟，驻扎在齐长城以南的
八路军正规部队看到狼烟后很
快就能赶过来迎击敌人。

这一年金锁和翠花两家的
羊群越繁殖越多，合起来得有30

多只，一只只长得又肥又壮，煞
是喜人。放羊的事情一般是翠
花干，金锁还得挥着镰刀到处
割鲜嫩的野草，晚上挑回家铡
了喂小毛驴。割完草金锁出了一
身臭汗，喊着翠花别走远了，我
眯一会儿歇歇。刚闭上眼睛，翠
花喊起来：金锁快来，大黑羊要
生了。

米芳华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不管人生怎样起伏
不管你我是黄毛小儿
还是拄拐白发
我们永远是妈妈的孩子
永远是她最揪心柔软的牵挂
这世界 如何沧海桑田 改装容颜
这岁月 如何斗转星移 日月轮换
永恒不变的 初衷不改的
是爱我们的妈妈
我们 走向海角
寻找快乐 沐浴爱情
我们去天涯
寻觅风景 享受成功
有意无意间
谁会回头 看一眼
为我们欢呼 为我们流泪
为我们守候 为我们祝福的
是我们的最亲的妈妈
幼年 我们任性的哭闹
只为得到妈妈的爱抚
少年 我们却拼命地逃离妈妈的视
线
狂妄地认为
自己是翅膀强硬的雄鹰
翱翔天空
再不需要妈妈的羽翼遮挡风沙
想想 我们是多么的愚傻
事业没了 爱情丢了
眼泪干了 心要死了
这时候
走投无路 悲痛欲绝的我们 终于
想起
远方的妈妈
心底里的想念喷涌 外表的伪装崩
塌
妈妈 您还爱我吗？
远离您的幸福 轻飘易逝
没有您的唠叨 生活缺少一道音符
妈妈
儿女们 这就启程回家
把您的牵挂抱回去 揉碎在拥抱的
温暖里
随着眼泪开花
回家 去看妈妈
即使 只为亲手端上一杯 清茶

最亲的妈妈

——— 献给母亲节

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4422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
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
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
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临临济济位位于于黄黄河河镇镇政政府府驻驻地地西西南南约约22公公里里，，长长方方形形聚聚落落，，因因濒濒临临济济水水（（古古河河名名））而而得得名名。。村村南南原原有有
一一黄黄土土高高岗岗，，据据史史料料记记载载乃乃为为伏伏羲羲之之后后、、部部落落酋酋长长赫赫胥胥氏氏之之陵陵墓墓。。由由此此可可见见，，早早在在远远古古时时期期，，临临济济
此此处处就就有有人人群群聚聚居居。。据据《《中中国国古古今今地地名名大大辞辞典典》》记记载载：：““临临济济县县，，本本齐齐之之狄狄邑邑””，，是是齐齐国国西西部部的的重重镇镇。。
因因北北有有黄黄河河，，南南近近小小清清河河、、东东临临绣绣江江河河，，三三面面环环水水，，地地理理位位置置极极其其重重要要，，历历来来为为兵兵家家必必争争之之地地。。

村村村村邑邑邑邑上上上上千千千千年年年年，，，，临临临临济济济济古古古古迹迹迹迹多多多多


	E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