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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柏庄【齐鲁古村落寻踪】

□潘维建

在日照市莒县东北部的桑园镇，有个
小山村叫柏庄，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
古村落，像许多古村落一样，柏庄以其独
特的文化符码向人们昭示着自己存在的
价值。

柏庄周围群山环绕，其东北方向有石
崮山，此山又名九鼎莲花山，九座山头相
拱，似一朵盛开的莲花。石崮山右侧矗立
着一座小山，名小石崮山。东边有风景秀
丽的宝珠山和逶迤连绵的没头山。这些山
或山势陡峻，或山势平缓，山上树木林立，
植被茂盛，好似环绕柏庄的一道绿色屏
障。西南有一条大河名袁公河，这是沭河
在莒县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其源头在五
莲县境内的青山，流经桑园镇全境，蜿蜒
曲折，犹如一条玉带缠绕在山山岭岭间。
柏庄依偎在青山绿水间，静若处子，安闲
自在，默默地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柏庄的古有着多方面的表现，首先是
表现在建筑风貌上。柏庄附近的山上出产
一种红色岩石，村民们对这种红色岩石情
有独钟，他们将其开凿出来，稍作加工，就
成为很好的建筑材料，用于建房砌墙。据
统计，柏庄90%以上的房屋是用这种红岩
垒砌而成，是鲁东南少见的红石部落村
庄，现有红石院落182处，红石街道3条，红
石小巷20多条，另外还有石碾石磨等生活
用具。柏庄的地下就是这种红色岩石，有
的直接裸露在外面，而那些房屋就以红色
岩石为地基建造，很是牢固，现存最古老
的红石院落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这些红
石房屋院墙坚固、朴拙、美观、大方、自然，
既显示了柏庄人的聪明才智，也成为一处
不可多得的景观。走在柏庄的街巷里，阳
光斜斜地照射在红石院落和红石路面上，
给人一种梦幻般的美感，那种原始的韵味
让人悠然遐想。

柏庄的古也表现在其所具有的悠久
历史和古老文明上。在桑园镇境内，分布着
许多文化遗址，柏庄村南边百米处有一处遗
址，叫柏庄遗址，属东周文化遗存，曾出土有
泥质灰陶板瓦、夹砂灰陶绳纹鬲残片等。紧
邻柏庄南部的寨村西约五十米处，有一处
遗址叫寨遗址，据判断，该遗址属龙山文
化时期，近年来在此遗址上出土过较多的
夹砂红陶足鼎、夹砂黑陶罐口沿以及石铲
等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用具。漫步在这些遗
址上，俯身捡起一片残破的古陶片，拂去
上面的尘土，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追溯柏庄的建村历史，要到600年前的
明朝初期。据《桑园乡志》记载，明朝初期，
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胡、葛两氏从今五
莲县街头镇泥峪子村前来此地建村，“因
见此地有一株大柏树，故名为柏庄。”又说
柏庄原名北庄。柏庄建村之初位于一条小
河的北岸，柏庄的祖先们在小河南岸栽植
了一片柏树。后来村子不断扩展，越过小
河，占据了南岸。村民们认为“北庄”这个

村名已经不能涵盖他们村子的规模，必须
另外起一个村名，这时，小河南岸的那片
柏树已经长大，并蔚然成林，村民们出于
对柏树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希望柏树能给
他们带来好运，遂将村子更名为柏庄，

“柏”、“北”两字莒地发音相同。
柏庄的古，同时还古在那些与山水相

伴而生的古老的传说故事上。据说，宝珠
山原来叫宝猪山。许多年前，山下某村中
一个小伙子靠种地和打柴为生，生活贫
困，村里像他这样的贫穷人家还有很多。
有一年大旱，庄稼歉收，村人们的生活眼
看着无以为继。一日，小伙子上山打柴，遇
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赠送给小伙子一
个小猪形状的储钱罐，告诉他，只要敲击
小猪储钱罐，就会从小猪的肚子里掉出金
银元宝，借此可以度过荒年。小伙子将小
猪储钱罐拿回家，敲击后，果然从小猪肚
子里掉出一些金元宝，小伙子没有自己独
享，而是分送给村里和他一样贫穷的人
家。村里的财主知道后，很想得到这个小
猪储钱罐，就命人将其偷到手，他使劲儿
敲击小猪储钱罐，希望能得到大批金元
宝，差点儿把储钱罐敲碎，结果，小猪储钱
罐摇身一变，变成一头大肥猪，大肥猪吼
叫一声，撒腿跑到山上去，不见了踪影。小
伙子和村民们听说后，赶紧上山去寻找，
可是，除了在山坡上发现一些猪蹄印外，

连大肥猪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从此，人们
便把这座山叫做宝猪山。后来，人们在山
上发现那些松菇黄灿灿银亮亮的，就如同
从小猪储钱罐里掉落下来的金银元宝，它
们既可食用，又能卖钱，大大改善了村民
们的生活，于是，大家就把宝猪山改叫宝
珠山。

位于柏庄西南的袁公河则与历史人
物袁绍有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袁
公水东出清山，寻坤维而注沭。”袁公水就
是袁公河。东汉末年，统治青、冀、幽、并四
州的军阀袁绍被汉献帝册封为太尉兼大
将军，位居“三公”之列，因此史书上多次
称袁绍为公。据史料推断，当时的桑园应
属青州，在袁绍的治域之内。《后汉书·袁
绍传》载：“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据说，
袁绍曾发动百姓治理过袁公河，使当地百
姓从中受益，人们为了纪念袁绍，遂将这
条河改名为袁公河。

柏庄的古还体现在古朴醇厚的民风
民俗中。走进柏庄，就会感受到生活的舒
缓和悠然。街巷幽深，村庄静谧，一段石墙
下，上了年纪的男人们依墙而坐，沐浴着
温暖的阳光，不紧不慢地吸着旱烟，谈古
说今。屋角处，矮墙边，妇女们或凑在一起
绣花，或推磨推碾，将纯净的粮食用古老
的方式加工成可口的饭食，最大限度地保
留了粮食的原汁原味。夕阳余晖里，三两
乡邻围桌而坐，一边细细品咂水酒的滋
味，一边叙说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
古老的村子里，人们还在延续着某些古老
的生活方式，老少怡然，安静祥和。这样的
生活方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
受到慢生活的轻松和美好。

谁能想到，就是柏庄这样一个毫不起
眼的小山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居然会成为鲁东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白
色恐怖时期，革命先辈宋延琴等人就曾在
柏庄一带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同志
的儿子王杰也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作为
鲁东南一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中共鲁东
南特委、中共莒县县委、八路军山东抗日
纵队二支队曾移驻柏庄，就连国民党莒县
政府也把柏庄作为自己的临时落脚点。八
路军鲁东南特委抗大一分校从沂水移驻
柏庄附近的上疃村，并在此举办了多期青
年干部培训班，影响了上疃、柏庄等周边
地区一大批进步青年。1947年，由于国民党
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我党的主要金融机
构北海银行一部辗转来到柏庄，并在此开
机印制钞票——— 北海币，为革命提供资金
支持。走在柏庄的街巷中，细细寻觅当年
革命先辈在此活动的痕迹，一座房屋、一
条小巷、一段残墙，乃至一草一木，都留下
了他们深深的印记。

古韵柏庄，柏庄古韵；如诗如画，如梦
如幻。

1996年，有个农民来文物店，拿出
个东西，问，你看看这是不是金子？我
们一看，呵，真的是好大一块金子！看
这块金子的造型，不像是市面上普通
的金首饰，而是某种古代的器物。

这位农民兄弟兴奋地说：“如果
是金子我就拿去给老婆打首饰。”

我说：“打首饰还用得着这样麻
烦吗？这样吧，你把这东西卖给我们，
你拿钱去买金首饰，怎么样？”

这个农民说行。
这块金子有63克重，拿到银行去

测，纯度达到了两个9。我按照当时黄
金的市价，100元1克，给了对方7000

元，他很高兴。
我又问这位农民兄弟从哪里弄来的这

块金子，他说，他们庄头有个大土堆，庄里
的人都在那里取土垫猪圈或是修房子。他
家正好在盖房子，就在土堆里捡到了这个
东西。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章丘洛庄人。

文物店的人让他以后留个心，看看土
堆里还能不能再出些东西。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农民又来
了。这次他带来了一根金管，比圆珠笔略细
一点，中间是空的，管身稍微有点弯曲。

我怀疑土堆下面有大型墓葬，因为一
般的墓葬是不会出金子这类贵重物品的，
就赶紧让这位农民拿着东西去找考古所。

考古所有位对山东省文物考古非常熟
悉的老人，名叫台立业，他看到后说，其实
在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章丘洛庄是文物

保护单位，是西汉墓。只是一直没人管，所
以被盗很严重，到处都是盗洞。后来国家见
这个墓都被破坏成这样了，就放弃了。但那
里的确是座汉墓，里面确实有些好东西。

正巧当时济南市考古所在平阴也发现
了汉墓群，有好几百个墓。考古人员在平阴
整理完当地的汉墓后，就来到了洛庄。

他们围着那个土堆开始发掘，总共挖
出了十几个陪葬坑，其中一个坑就专出金
器。济南市文物店收购的那个金块其实叫

“节约”，在这个坑里又挖出来了三个一模
一样的。此外，还出土了漆器、铜器等一批
珍贵的文物。后来，由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和
山东大学考古系正式抢救性地发掘“洛庄
汉墓”，这个项目入选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洛庄汉墓考古出土金银饰品700多件，

它们大的有70多克，小的只有几克，而
且还出土了大型编钟。专家鉴定，洛
庄出土的大型编钟工艺考究、保存完
好，为西汉第一编钟。这套编钟是在
洛庄汉墓主墓室陪葬坑内出土的，同
时出土的还有6套石磬和鼓、笙等西汉
王室乐器。

在3米宽20米长的乐器坑内，一共
出土文物140多件，其中石磬有6套，大
多保存完好，而且每个石磬上都有编
号，这就为解决石磬排列和悬挂的顺
序提供了重要参考。最神奇的是，19个
保存完好的编钟，这些在地下埋藏了
两千多年的文物一露出地面便发出

闪亮的光芒，编钟外部雕刻的花纹也非常
精细。因为这些编钟保存完好，经过轻轻擦
拭便能打击出美妙的音乐，同时乐器坑内
还出土了许多鼓类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
这些文物向我们生动地展示出了汉代宫廷
乐队的宏大场面。

洛庄汉墓出土的这套编钟是目前为止
国内考古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时期的编钟，
它与战国编钟在形态、花纹等方面都有明
显区别。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套编钟不是为
殉葬而专门制作的礼器，而是一套实用编
钟。用特制的木槌轻轻敲击编钟不同部位，
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仿若是历史留
下来的美妙跫音。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
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
物专家委员会委员）

洛庄汉墓出土的奇珍异宝【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崔明泉口述 夏晓然整理

洛庄汉墓14号坑乐器

柏庄院墙

日照柏庄

大众讲坛预告

文人与庶民

的端午节
主讲人：张从军

端午节，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是最早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夏至将近，我们又迎来
2015年的端午节。那么，五月五到底是一个怎
样的节日？端午节又到底是纪念谁的节日呢？
或许，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那些匠心独运又
与端午节紧密相连的绘画、石刻、雕塑等图像
能够给人们以最直观的回答。

端午节图像在中国传统节日有关的图形
图像之中最为丰富，其中不仅有节日起源图
象，辟邪祛毒图像，还有节日纪年活动等图
像。这些图形图像用不同的材料和形式将端
午节装扮得五彩缤纷，烘托得热闹非凡，也固
化了端午节俗。在将端午节俗的历史形象保
留下来的同时，让后人能够对端午节俗有系
统的了解，有更加直观的形象认识。与此同
时，不同的图像创作群体因着各自对端午节
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产生了两大性格鲜明的
阵营，一是文人的表现，二是庶民(如农民)的
理解。文人们的图像往往更加理性，他们所创
作的形象无非是借古喻今或者自我对号入
座，农民们则十分虔诚和朴素，更注重实际的
效益和用途。

本周六上午，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
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山东省民俗学会副
会长、山东省民俗书画研究院院长、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图像研究所所长、教授张从军为我
们开讲《文人与庶民的端午节》。

讲座时间：2015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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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记得，每年的端午，外婆总会在前一
天采撷了新鲜的荷叶，是用来包粽子的，刚
蒸出来时，荷香四溢。

小时候，多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那时外婆还算年轻，寻不着多少白发。外婆
一直是家中最心灵手巧的，总能做出许多花
样的吃食，记忆最深的，是她的粽子。

粽子应是极寻常的吧？可外婆的粽子却
是不同。

寻常的粽子都是用苇叶包的，外婆却是
在端午前一天的清晨，起了床，披了衣服，去
附近的荷塘采撷新鲜的，带着露珠，散着清
香的荷叶，然后放在院子中晾干。待到端午，

外婆便泡上糯米和年前的干槐花，耐心地用
勺子捞了适量的糯米与几颗槐花盛在荷叶上。
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很多次、很多年，她竟也不
嫌累啊……她又默默把盛好了的粽子一个个
放进蒸锅中，合了盖，坐在凳子上，脸上挂着一
丝不易觉察到的笑。那神情，仿佛是在期许一
个生命的诞生。那该是对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得
到延续的喜悦吧——— 我坐在不远处望着她，
望着她凝成了烟雾中一尊蜡像。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可外婆似乎耐
得住等待的寂寞，她总能手持小扇神色平静
地等，一等就快一个小时。我记忆里外婆就
这样等待的场景，是有九年的。

听到外婆掀开锅盖的声音，我便疾风般
跑到外婆跟前，与外婆一同融在这白色烟雾
中，待烟雾化作小蒸气散去，手心额头也冒
了汗，外婆满脸欣喜，我亦是。她等待的是一
个传统在她有生之年的再一次延续，我等待
的是入口香甜的粽子。荷叶的香沁人心脾，
是清而不腻的香，闻了让人心安的香。

待粽子不是那么烫嘴，我便扒开荷叶，
狼吞虎咽般吃起来，粘连着的糯米香香甜甜
的，夹杂了槐花与荷叶的味道，极特别。外婆
和我仿佛不是一个世界，她不紧不慢地揭开
荷叶，先品了品它的香，一小口一小口地嚼
着，仿佛拿的不是粽子，而是一件巧夺天工
的艺术品。我与外婆同坐在屋檐下吃，我听
她讲关于端午节的传说与古老的故事。

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从老家来到
济南，也吃过许多花样、许多口味的粽子，可吃
过了就忘记了，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若把外婆的粽子比作一本书，那么别的
粽子便是那本书的同名电影，自是有许多特
效的，可始终不如书读来的真切、真实。有一
年没吃外婆的粽子了，甚是想念。

外婆的粽子
□柳青

【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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