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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洞宾籍贯诸说，实则只有“河中”和“岳阳”两说。除“东
平”为吕氏郡望外，宋人所传“关西”
“关右”
“关中”
“京兆”与“河
中”说完全是一回事；
“九江”
“鄂州”与“岳阳”说也是一回事。唐
代河中府是吕洞宾的真实籍贯，岳阳则是吕洞宾的出生地。据
《吕让墓志》推算，吕洞宾当于公元 820 年（唐宪宗元和十五
年），出生在其父鄂岳观察使任上。
《辞海》称吕洞宾是唐末“京
兆人”、生年为公元 798 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均有误。

曾国藩缘何
重家如国

吕洞宾里籍生年新考（上）
□王雪樵

古代的神仙有两类：一类是人编的，
一类是人变的。人杜撰编造的神仙，只有
神格，没有人格，你说不出他是哪里人，父
母是谁，生于何年何月，譬如玉皇大帝。人
变的神仙，则除了神格还有人格，即成为
神仙之前，还有真实的人生履历。道教神
仙吕洞宾就属于这后一种。他是由一个真
实的历史人物变而为神仙的，因而可以找
到他的里籍、生年、身世、履历等。事实上，
千余年来，道、俗两界一直有人在做这个
工作。然而正由于他是“神仙”，虚无缥缈，
幻化无穷，因而诸说不一，歧异纷呈，许多
问题仍存在争议。关于他的里籍、生年，比
较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于《辞海》。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六版，第 1461 页）
“吕洞宾”条说：
“ 吕洞宾（798~？
）唐末道
士。名喦（一作岩），以字行，号纯阳子。相
传为京兆（治今西安）人，一作河中府（治
今山西永济）人。”笔者以为，这里的说法
有不尽妥善之处，兹就此作一探讨。

先说里籍
吕洞宾的神仙传说蓬起于宋代，关于
其里籍亦众说纷纭。据统计，典籍记载共
有九种说法：
一、
关西说。
《宋史·陈抟传》说：
“关西
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
轻捷，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
二、关右说。北宋王举《雅言系述》有
吕洞宾传云，吕为“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
不第”。王另有《雅言杂载》称，
“吕仙翁名
岩，
字洞宾”
“本关右人”
。
三、关中说。北宋王旦、杨亿《国史》
说：
“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
婴儿，世传有剑术。”张方平《乐全集》亦
说：
“关中逸人有剑术，虽数百里，顷刻即
至。”
四、京兆说。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卷十八载岳州《吕洞宾自传》石刻说：
“吾
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
五、河中说。北宋杨亿《谈苑》说：
“洞
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
让终于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范致
明《岳阳风土记》则径直记曰：
“先生名岩，
字洞宾，河中府人。”叶梦得《岩下放言》卷
中说：
“ 世传神仙吕洞宾名岩，洞宾其字
也，
唐吕渭之后。”
六、东平说。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
道通鉴》卷四十五：
“先生吕岩字洞宾，号
纯阳子，世传以为东平人。一云西京河南
府蒲坂县永乐镇人，即今河东河中府也。
曾祖延之仕唐终浙东节度使，祖渭第进
士……先生乃让之子也。”
七、岳阳说。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
录》卷二十九说：
“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
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
八、九江说。南宋曾慥《集仙传》谓吕
为
“九江人”
。
九、鄂州说。北宋王常《真一金丹诀》
谓吕洞宾为“鄂州进士”，
“经数举，不第其
名”
。
上述九说实际可分为三类。

一、
“ 东平说”可单列一类。东平是吕
氏的郡望，如柳宗元为吕温写的诔文即题
曰《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吕焕为其
父吕让所写墓志铭亦题曰《东平吕府君墓
志铭》，指的都是郡望，而不是籍贯。持“东
平说”者也知道这一点，实际赞同“河中
说”。因此所谓籍贯“东平说”，事实上是不
存在的。
二、
“岳阳说”
“九江说”
“鄂州说”可列
为一类。
“岳阳”宋代称岳州，地处洞庭湖
畔。由于洞庭湖有湘水、资水、沣水、沅水、
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等九条江水
汇入，故宋人将洞庭湖周边的岳州地区也
称作“九江”。而宋代又设有鄂（州）岳（州）
观察使，鄂州与岳州（九江）属于同一行政
区域，因而三说实则为一说。元人苗善时
《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一书说：
“或疑各
本所载帝君生所及居处不一，详推乃父仕
宦迁移，又作者欲在本乡人物为美，是以
差误不一。”故吕洞宾故里出现“岳阳说”
“九江说”
“鄂州说”，
应该与此有关。
三、其余的“关西说”
“ 关右说”
“ 关中
说”
“京兆说”与“河中说”是一回事，属于
真正的“籍贯”。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明清以
前人们所说的“关东、关西”
“关内、关外”
“关左、关右”，不是指今天的山海关，而是
指函谷关。秦汉以前的函谷关在今天的三
门峡市灵宝县西南，是春秋至西汉前期由
秦地通向东方中原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汉
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又将关址东迁三
百里，建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仍称函谷关。
故西汉以后的“关西、关右、关内”，理论上
即应包括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及
甘肃大散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古河东一带
亦因位于函谷关之西，被称作“关西”
“关
右”
“关中”
。
举例来说。关羽的部将周仓，是今平
陆县西祁村人。
《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写
两人见面之前，裴元绍向关羽介绍说：
“有
一关西人，姓周名仓……”周仓即被称作
“关西人”。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有“《关
西故事》载‘蒲州解梁关公本不姓关’”一
节，讲关公少年时代在家乡除霸而后亡命
的故事，而被冠以“关西故事”。清末戊戌
变法中，由山陕维新派人士成立的“关西
学会”，为首的是闻喜人杨深秀和陕西三
原人宋伯鲁。可见历史上平陆、解梁、闻喜
等地，都被视为“关西”。故宋代人依照习
俗，称河中府永乐镇人士吕洞宾为“关西
逸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古人在地理上又以东为左，以西为
右。故称山东为“山左”，山西为“山右”；函
谷关以东称为“关左”，河中府在函谷关以
西，当然可以称作“关右”了。柳宗元《送独
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就说：
“河东，古吾
土也。闻其间有条山、大河，气盖关左。”条
山、大河气势压过了关左，
“河东”即是“关
右”不误。又宋张师正《倦游杂录》载曰：
“关右人有作京师语者，俗谓之獠语，虽士
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献，河东人，作诗
寄郡中密友，破题曰……”文中直称河东
人杨献为“关右人”。因此，称吕洞宾为“关
右人”，与称吕是“河中府永乐人”也是一
回事。

说起“关中”，历史上有宽严不一多种
说法，并非专指陕西长安附近的地方。晋
潘岳《关中记》称：
“东自函关，西至陇关，
二关之间谓之关中。”河中府位于两关之
间，故古人也有称河中府为“关中”的。即
如上面所列，宋初学者杨亿，一面在他所
撰写的《国史》中称吕洞宾为“关中逸人”，
一面在《谈苑》中又说吕是河中人，是“吕
渭之后”。可见他是把河中府看作“关中”
一部分的。再如明代王世贞《宛委余编》谈
到著名的蒲州桑落酒，也说过“名酒之最
古者，关中之桑落也”，径直称蒲州为“关
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更早见于史籍
的，如《新唐书》卷一九九《刘冲传》载柳芳
《论氏族》说：
“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
薛、杨、杜首之。此关西之望也。杨氏华阴，
韦氏、杜氏皆京兆，裴氏柳氏薛氏皆河
东。”
《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亦有同样
的记载。裴、柳、薛本河东郡姓，这里亦归
于关中郡姓，可见唐代人是把河东亦划入
“关中”的。
至于为什么称河中府人吕洞宾为“京
兆人”，这要从宋朝的行政区划来说明。在
一般人心目中，
“京兆”是指长安，属陕西；
而河中府则属于山西，两者好像不是一回
事。但称吕为“关西人”
“关右人”
“关中人”
“京兆人”的，都是宋代人。而河中府的永
乐县，在宋代则降改为永乐镇，随河中府
一道隶属于陕西路，而陕西路的治所又是
在京兆府（今西安市）。由于这个原因，在
宋代人们既可以称吕为陕西人，也可以以
陕西路首府所在地代指政区，称其为“京
兆人”。犹如司马光是夏县人，因夏县宋代
属陕西路陕州管辖，史书亦称其为“陕人”
和“陕西人”。姚天福系稷山县人，因稷山
县元代属晋宁路绛州管辖，而晋宁路治所
在平阳府（今临汾市），故史书多称其为
“平阳人”。辛亥元老景耀月是芮城人，
1912 年景代笔起草了孙中山大总统就职
演说词，文采焕然，轰动全国，景则被柳亚
子赞誉为“太原公子”。即如今天在外地称
某人为“运城人”，很可能他只是运城市所
属某县的人，而未必就一定是运城城里人
一样。尤其是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往往难
免出现这种“大而化之”的表述。所以《辞
海》称吕洞宾“相传为京兆人”
“一说为河
中府人”，在宋代可以说是一回事，在唐代
是不能这样讲的。
纵观以上诸说，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
问题：为什么宋代人都以“关”来指称河东
呢？这是因为，历史上各个朝代称说地名，
都是“就近取譬”，以当时都城所在地为坐
标中心，而以附近名山大川、雄关巨邑为
参照系。因此，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就有
不同的名称。例如，汉、唐两代建都于长
安，从长安往东，首先看到的是黄河，故以
黄河为参照，称运城地区为“河东”；明、清
建都于北京，从北京往西，看到的是太行
山，故以太行山为参照，称包括运城地区
在内的晋地为“山西”；北宋建都于汴梁，
从汴梁往西，最有名的地标是古函谷关，
故以函谷关为参照，又称运城地区为“关
西”
“关右”
“关中”等。总之，弄清了古地名
命名的原则和方法，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
解。

□一苇

晚清中兴名臣、大儒曾国藩，离
开这个世界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
他的故事尤其是家书家训，一直为
人们津津乐道。有不计其数的人在
阅读，在研究，在传承他的家训。这
是为什么呢？
听郦波教授讲《曾国藩家训》，
笔者理解原因有三。其一，曾国藩
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他的家庭，准
确地说是兄弟，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曾国藩出道之始，朝廷对他并不是
很信任，同僚更不是那么支持与配
合。怎么办呢？曾国藩家里兄妹九
人，他自己的亲兄弟就有四人，他只
有求助于兄弟。在好几次重要的战
争关头，均是他的亲兄弟带兵赶来，
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了战局，救了曾
国藩的命。战争中，曾国藩有一个
弟弟受伤为国捐躯。他的另一个弟
弟曾国荃更是威名赫赫，立下了不
世之功。
这些都让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
家庭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他曾
经讲过，为官只是一阵子的事情，而
传承良好的家风、培养贤良的后人，
才是更重要的。为此，他以家书家训
为载体，将自己的心血与关切一点
点倾注到亲人身上，倾注到家庭里，
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儿子曾纪
泽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孙辈中在
教育、文化、经济领域也颇多翘楚。
曾国藩注重家风建设，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其二，注重修为的曾国藩有治
家的水平与意愿。有晚清大儒美誉
的曾国藩，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当成自己肩头的重要责任，尤其
是在修身和齐家上，他更是做到了
互为补益，相得益彰。他有个外号
“曾三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起
居有相当严苛的清规戒律。他从自
己的生活入手，从自己的修为起步，
将清规戒律融入家庭建设中，因而
有了系统、全面、科学的家训。
其三，曾国藩通过家书家训的
公开传播保护了自己。晚年的曾国
藩权倾朝野，名重一时，朝廷内外对
他羡慕嫉妒恨的人比比皆是，怎样
躲过明枪暗箭，在官高位险的人生
风浪中站稳脚跟？曾国藩将书写多
年的家书家训刊印行世，以此袒露
胸襟，告诉那些敌对者，自己对于权
利、金钱、未来早已看破，且有着相
当的定力与淡泊。以公开刊印发行
的家书家训为工具，曾国藩实现了
自己对朝廷的忠诚表白，对同僚与
敌对势力表明了心迹，换来了宝贵
的平安。
一百多年前，曾国藩在名满天
下时，因病离世，实现了难得的重臣
高位而得善终。如今，还有许许多多
的人在研读曾氏家训，这证明了曾
国藩家书家训的生命力，也证明了
他悉心家风建设的正确性。家是最
小国，有对于家的重视，才会有对于
国的奉献。家与国，国与家，自古以
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让我们
每个人都像曾国藩那样，热爱自己
的小家，
热爱自己的国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