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林与京杭大运河
【行走齐鲁】

□刘文华

泉林这样一个小地方，康熙、乾隆二
帝先后十次来此巡视、驻跸。特别是乾隆，
对于可能隐藏自己身世的富庶江南也只
是去了六次，而泉林竟先后去了九次，这
是情有独钟还是另有缘由？

康乾二帝为何频繁光顾小地方

长江、黄河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母亲
河，而泗河则是古老中国的文化河流，她
哺育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朱熹那首著名的

《春日》，被排在千家诗的第二位，“胜日寻
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被亿万学子
传诵。洙泗成为儒家文化的代名词。

泗水泉林则是古老泗河的发源地，中
国最早的地理志《禹贡》就记载“泗出陪
尾”，泗河就发源于泗水泉林的陪尾山下。

康熙是在曲阜祭孔之后去的泉林，到
孔子行教、弦歌不止的洙泗源流探源。乾隆
是超级喜欢泉水，在北京就喝玉泉山的水。

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作为有抱负的
政治家，他们去泉林的主要目的与大运河
有关。确切地说，是为了考察大运河的水
源补给。

泉林丰沛的水量，成为京杭大运河山
东济宁段的重要水源补给地。养在深闺人
未识，很多人并不了解泉林与京杭大运河
的关系。

天下奇观泉林——— 泗河渊源之地。泉
林之名的来历说法有二：一是这里有泉有
林。泉多泉盛，又多古林，林深树茂；二是
因泉多如林而得名。这里水资源十分丰
富，泉如星列，名泉七十二，小泉多如牛
毛、不计其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清朝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岱谷陪尾山源并
序》中写道：“陪尾仅一平冈，而百泉正出、
悬出、穴出，如星如云。”群泉常年喷涌，据
山东水文站测定，泉群总涌量每日12万吨，
水温常年保持14—18℃，泉水富含锶、钙、
锌等微量元素，其品质、涌量都是江北少
有的珍贵自然资源。古《泗水县志》说泉林

“崛起于深山之中，波涛萦回，如流烟之作
阵，涌腾吼怒，如翻云之成堆”。这些泉喷

薄迂回，珠连星列，不以潦而盈，不以旱而
涸，五步成溪，百步成河，泉溪相连，滔滔
不绝。《读史方舆纪要》和《山东运河备览》
都把泗水泉林称之为：“山东诸泉之冠”。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称“南有石林，北有
泉林”。

《元和郡县志》说：“四泉俱导，因以为
名”，说泉林的黑虎、趵突、珍珠、红石四眼
大泉汇流成了泗河，这就是泗河、泗水名
字的由来。泗河是山东省南部的一条大
河，在航运史上，很早就与黄、淮两条大河
血脉相通，构成天然完整的内河航道。泗
水县南北是山，中间是泗河，两山夹一水
的特别地貌，使得泗河上游水量丰沛，既
有源头的泉水，又有南北两山流下的十四
条支流，因此形成了泗河水量大、变率小、
经年不衰的特点。历史上泗河常年通航，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当年就是从兖州黑
风口渡口乘船逆流而上到泉林考察泗河
脉络的。清康熙初年孔庙大修，将在蒙山
砍下的大树，在泉林下水，顺泗河运到曲
阜孔林卸存，然后车运入庙。

泉林济运的历史地位

——— 运河融液之区

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元朝建都元大
都，明清建都北京。北京作为水上漂来的
城市，在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
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海运受天气和
海盗的影响风险极大，京杭大运河成为元
明清三代京城的生命线。

京杭大运河，是京城皇家贵胄、黎民
百姓吃穿供给的命脉，也是朝廷的钱袋
子。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赋税，占了当时国
家大部份额。从明代资料可以看出，运河
沿线征收的税金占全国税收的九成以上。
满清鼎盛时期，有所减少却依然占到半壁
江山。全国九大钞关，有七个是在运河沿
线。

皇帝对大运河非常重视，要么派钦差
大臣，要么躬亲沿着大运河南巡，考察大
运河本身的管理、维修，沿线税赋的征收、
管理，粮仓的储备和管理。

大运河山东济宁段，是整个大运河地
理最高处。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朝采
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议，命尚书宋礼、
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疏浚早已淤塞的会通
河，打通了济宁至临清的运河河道，修建
了汶上南旺水利枢纽，并疏浚保护泗水泉
林泉群，引汶泗济运。明清时期，济宁设有
河道总督衙门及河道都察院之类的管理
机构，专事运河堤防、漕运事务。

明开通运河后即罢海运，运河成为朝
廷唯一的运输动脉。每年春夏之交，北方
进入枯水期。为保证常年通航，解决运河
水源尤其是枯水期水源成为一项主要任
务。治水专家白英在各地寻找泉源，收集
和疏导各山泉济运，并将各地山泉登记注
册绘制成泉水分布图。每一个泉派1至4名
泉夫，吃皇粮看守泉水，只准百姓饮用不
许浇地，违者要充军，严重的则发配边疆。

泉林众多的山泉、丰沛的水量，被每
一位漕运官员重视。元朝做过礼部主事、
明朝做过礼部尚书的湖南耒阳人黄肃，来
到泉林后写《观泉》诗二首，分别用“地脉
自关天下脉，万年赖此济皇州”和“滔滔不
断归何处？长负千艘送帝州”作结尾，将泉
林济运的作用明白无误地写出。明永乐、
正德年间，工部主事顾大奇、汤节等先后
遍历泗水山川，对泗河源头逐一疏浚和开
掘，“溯逆流不便者改之，乱石者去之，不
通者浚之……旧有名者勒珉一纪之，无名
者立石以表之，泉无巨细，皆为开凿”。

此后，为保证运河水量丰沛及通畅，
朝廷不断派员疏浚济运河流及其源泉。明
正统已未(1439)，参将汤节又上疏疏浚泉
河，并亲至泗水督导此事，写下《疏凿泉林
泉源记》一文，记叙其前后疏浚过程。

收集泉水大大补充了运河水量，这是
在“军国大事、漕运唯先”的原则下，以牺
牲农业为代价而进行的。明朝弘治年间的
礼部主事、员外郎闽县人郑善夫为人清介
耿直，嫉恶如仇。在他的诗作《泗上》中：

“薙藿农人聚，分瓜稚子喧。如何恶官府，
凿破此淳源？”暴露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
朝廷多次疏浚泉河，意在漕运，百姓却不
得其利。

天上王城巡礼【齐鲁地理】

□安立志

2003年，在非典肆虐的季节，曾有一次
南非之行。好望角附近有一座桌山，山顶
宛如巨型条桌，立于山顶，可以俯瞰大西
洋海湾和开普敦这座非洲南端的城市。

其实，类似桌山这样的地理形态，在
沂蒙山区比比皆是。进入鲁中山区腹地，
无数桌状山峰，山势崔嵬，奇峰耸立，这些
山峰的名字都有一个字——— 崮。最有名的
当然是孟良崮，那是一场著名战役带来的
知名度，也是国军整编七十四师的殒命之
地。当年陈毅元帅征战山东，戎马倥偬，曾
赋一阕《如梦令》：“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
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
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当地人称，沂蒙
七十二崮，其实远不止此数。崮是指四周
陡峭、山顶平缓的山峰。崮的顶部平坦开
阔如同桌面，峰巅四周峭壁直立仿佛刀
劈，峭壁之下坡度则由陡到缓。远远望去，
这些崮如同一座座远古的城堡。地质专家
称，沂蒙山区的崮是继喀斯特、张家界、嶂
石岩、丹霞之后我国第五种岩石造型地
貌。央视“地理·中国”曾以两期《崮乡探
奇》予以揭示。

一个麦田泛黄、水杏正熟的五月，笔
者有幸与友人一起登上纪王崮。纪王崮东
南距沂水县城40公里，地处沂水、沂源、蒙
阴三县交界，海拔577米，崮顶约4平方公
里，是唯一一座有人居住的崮，人称“沂蒙
第一崮”。

纪王崮得名于一个古老传说。春秋早
期，山东半岛中北部有一诸侯国，名曰纪
国，都城旧址位于今寿光县之纪台镇。当
年，周桓王失政，天下大乱，诸侯纵横捭
阖，攻掠杀伐。齐国作为西部邻国，国力强
大，对纪国构成威胁。齐僖公出于扩张的
需要，借口早年纪侯在周王面前讲齐国坏
话，导致齐哀公被烹杀，从而视纪国为世
仇。齐国的说法并非蓄意挑衅，史书确有
记载：“ 哀公时，纪 侯 谮之周，周烹 哀
公……”(《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P1481)

直到其子齐襄公当政，也就是那位与同父
异母的妹妹文姜乱伦的齐国君主(同上，
P1483)，终于报了这一“谮”之仇。

纪国君臣此次去国，山长水远，去路
茫茫，成了不解之谜。想不到，2700年之后，
挖掘机一铲下去，竟然揭开了这个千古之
谜。据中新社报道，2012年1月16日，几名工
人在纪王崮顶施工，挖出了青铜器。后经

考古发掘，这座古墓规模较大，结构独特，
规格较高，重要的是未被盗掘，从而出土
了大量的、成组的青铜器和精美玉器。在
海拔500多米的崮顶发现春秋时期国君级
别的古墓极为罕见。专家考证，此墓正是
当年去向不明的纪侯的陵墓，从而证明了
分别撰于清康熙十一年与道光七年的《沂
水县志》关于纪王崮“巅平阔，可容万人，
相传纪侯去国居此”；“相传纪子大去其国
居此”两条记录，“相传”不虚。这项考古成
果也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从此，纪王崮不再是传说，无论出于文
化还是旅游的考虑，当地的规划和广告把
纪王崮改称“天上王城”，已是有根有据。

纪王崮半山有一处深约30公分的裂
痕，人称“关公试刀石”。试刀石旁，一块巨
石拔地而起，状若关公，气势凛然。这样的
传说姑妄听之，关公何曾到过沂蒙山区？当
地人说，攀登纪王崮，有六道山门，曰凳子
门、坷拉门、朝阳门、塔子门、走马门、雁愁
门。六道山门唯南门——— 朝阳门较易攀登，
且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其他山门
更其险峻，从雁愁门的名称可想而知。攀上
崮顶，抬头触天，伸手抚云，万千气象，尽收
眼底。四周的锥子崮、东汉崮、歪头崮、透明
崮等26个崮峰，竞险争雄，相映成趣。有人
说，纪王崮可以三字概括，所谓秀、奇、美，
我以为不确，应为奇、秀、险三字。

崮顶之上，一湾碧水令人心旷神怡，
须知这是在海拔577米的山顶之上啊！这天
池之水，主要源于天水 (雨水 )和地水 (泉
水)。绕过天池边的巨石阵，不远处正是纪
王崮一号墓的发掘现场。2012年4月17日，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三级联合举行考
古新闻发布会。因此，此次纪王崮之行，距
发布会不过月余，古墓发掘正在进行。看
不到发掘现场的青铜器，崮顶仍有一些传
说中的古代遗存，如擂鼓台、胭脂泉、旗杆
座、废城垣等等。当然，崮顶建筑也有今人
为发展旅游而兴建的纪元台、点兵场之
类。

据说，纪王崮顶居住着7户19口人。每
当晨夕，炊烟缕缕，人们极易想起唐人“白
云生处有人家”的优美诗句。这里遗留了
崮顶人家原有的生活风貌，存续了沂蒙山
民素朴的生活习俗。村民们最早迎来日
出，最后送走晚霞，和蓝天作伴，与白云为
伍，真可谓“天上人家”。许多民居，经过旅游
规划与设计，铁匠、木匠、酒坊、油坊，一应俱
全，似已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
桃源”。村里的主席像、大队、马灯、算盘、石
磨、石碾等旧物，让人想起那个并不久远的
动乱年代。不经意间，看到一块碑石上的“中
德合作山东粮援项目崮上人家饮水工程”的
中外文字，时间竟在1988年5月。更有意思的
是，不仅看到了久违多年的粉皮制作，还
可现场参与烙煎饼。

“往事越千年”。几度繁华，几度衰亡。
游人们看的不是纪侯落败的弃国逃亡，不
是亡国之君的僻居山隅，不是政客失利的
垂死挣扎。从祭天仪式到纪王点兵，可以
看出所有旅游参与者的心态，人们感兴趣
的只是王权的威严，王位的奢华，王师的
英武。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模样。天上王城
如果是一部书，那么，它记录的只是2700

年前的一段末路与悲怆。

我想，没有一种树会像石榴那样，平凡
而又招人欢喜了，因了它的叶，更因了它的
花和它的果。

王荆公就极赏石榴“一花独秀”的境界。
《诗话总龟》记载：“荆公作相，苑中有石榴一
丛，枝叶甚茂，止发一花，题诗云‘浓绿万枝
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我想，这大概也
与这位“拗相公”的性格有关吧！荆公行事，
一向特立独行，诸事都想占尽鳌头，故也就
激赏那“万枝红一点”的情景。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欣赏石榴繁花满枝
的景象。如明朝徐渭就曾写诗盛赞：“石榴花
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家万户买不
尽，胜将儿女染红群。”极尽夸张之能事，渲
染那榴花满街的景象。

北方人家，大多在自己的庭院中栽一两
棵石榴树，而在我的家乡，人们是总会把石
榴树栽在堂屋的南窗之下。我想，最初人们
的栽种，大概就是图个“多子多孙”的吉利,而
这美好的愿望也为自己的庭院增添了一种
亮丽的风景。

石榴，花开五月，正是一年里最明媚的
一个季节。庭院中的那一树或两树榴花，也
就红艳艳地明媚了整个庭院。暖风和煦，明
艳在空气中流淌，滋润着、清洗着人们的心
灵。这个季节里，榴花的灿烂也招来了许多
鸟儿，好鸟相鸣，欢欣雀跃，使得庭院注满了
灵动和生机，于是，这个乡下小院，也就构成
了一幅动与静的绝美画面。

写过《闲情偶寄》的李渔，更是对榴花别
有一解，他说：“榴之性又复喜高而直上，就
其枝柯之可傍，而又借为天际真人者从而楼
之，是榴之花，即吾倚栏守户之人也。”他把
榴花看作“倚栏守户”之人，真是信赖之至。

石榴花开，也正是北方麦熟的季节。
北方的人家，在这个季节里要“过夏

麦”，实则如古代的“秋社”，祭祖、祭天地，告
慰先人、天地神灵小麦丰收的情况。

在行祭的这一天，祭品摆好了，人们往
往还会特别地从院中的石榴树上，采摘下新
开的石榴花，插在祭品上，于是，祭品上就跳
跃出一簇簇火焰。看着这“火焰”，有时我就
想：是不是在这丰收的告慰中，人们也想在
那鬼神的幽暗世界里点燃一盏灯呢？

是的，“点燃一盏灯”，就沟通了两个不
同的世界，是精神的道路上开放的真诚的榴
花。

【民间记忆】

□路来森

榴花烂漫红五月

大众讲坛预告

中国与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
主讲人：王育济

主办单位：山东省图书馆、齐鲁晚报、

《中国历史评论》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常
规每五年一届，至今已举办21届，素有“史
学奥林匹克”之称。

中国与大会的交集起始于1905年。一
百多年来，陈训慈、向达、蔡元培、傅斯年、
陈寅格、胡适、胡乔木、季羡林等都积极推
动过中国与大会的交流。2010年，在阿姆斯
特丹第21届大会上，经大会投票，通过了
2015年8月在中国济南举办第22届大会的
议案。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以来首
次在中国及亚洲国家举办。

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中外
历史学家注册参会。2015年8月23-29日，中
外史学家将围绕着80多个议题，举行150多
场学术讨论。

中国与大会的关系，既深刻反映了中
国史学融入国际的曲折历程，也反映了大
会国际主义的和平宗旨与中国文化的深
层契合。“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是中国与大会关系的完整概括。

本周六上午，大众讲坛邀请到山东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评论》主
编，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第22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筹备委
员会专家咨询组组长王育济教授为大家
讲《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讲座时间：2015年5月30日(周六)上午
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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