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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在河东
□相秋喜
上古的时候，横亘在盐池南的中条
山现东郭镇一带，沟深水急，树高林茂，
野兽出没。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群居围
猎，形成部落，繁衍生息（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磨河村新石器遗址”，碑文：这里是
七千年前人类集聚地）。部落首领叫圣，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蚩尤、二儿蚩善，都
是力大无穷、机智过人的汉子。
有一年，中条山出现一种怪兽：头如
斗，齿尺余，长有双角，四肢如柱，食肉不
食草，似牛非牛；身长数尺，长满花纹，似
虫非虫，能爬行上树，又能站立行走，行
动敏捷。怪兽常常袭击族民，给人们生
存造成严重威胁。圣组织族民扑杀怪
兽，
被怪兽吃掉了。
蚩尤继承父业，成为部落首领。在
与怪兽搏斗中，他觉得组织大量人员集
体扑杀，伤亡太大。他也曾一人披着兽
皮，穿行山中，观察怪兽行踪。原来，怪
兽喜好单独行动，正好可以一个一个扑
杀。于是，他们事前挖好陷阱，然后挑选
身手利索、精干强壮的族民引诱怪兽；一
旦怪兽落入陷阱，其他族民投石或用利
器射杀。
怪兽消灭后，蚩尤部落在与其他部
落争斗时，模仿怪兽头戴牛角、身披兽
皮、手执利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他们占据盐池，逐步成为黄河北岸最大
的部落。蚩尤与周边八十一个部落首领
结拜为弟兄，结为联盟，蚩尤被推为盟
主。
蚩尤组织族民在中条山开矿冶铜，

打造利器和生产工具，可称为“冶炼之
祖”或“手工业之祖”；他“制五兵”即戈、
矛、戟、酋矛、夷矛，被称为“兵器之王”；
首先使用“牛耕”、用牛拉运，育苗、移苗、
栽桑、养蚕，改变了石器时代的落后生产
方式，促进农耕文明发展；他作战勇猛，
明定五刑（即劓、刵、椓、黥、杀），威震天
下，被称为“兵主之神”；他带领族民最早
开发利用盐池，用咸水和甜水混合熬盐，
盐成了人们生活必需品，也成为与周边
部落贸易的主要物资，他因此被称为“盐
神”
“池神”。由于牛的广泛使用，该部落
以牛图腾作标记。
蚩尤在中条山和盐池之间建城池，
城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也叫禁城，以蚩
尤村为中心，建立土城（现村东有遗迹），
后人叫古蚩尤城；外城在中条山北与盐
池之间约十公里的池南一带。蚩尤城成
为当时政治、经济、贸易中心，蚩尤部落
因拥有盐池而富甲天下。
同一时代生活在渭河流域的黄帝部
落日益强盛起来，为了争夺盐池，黄帝率
族民渡过黄河，与蚩尤部落苦战三年，终
不敌，向黄河以西溃逃。然而，黄帝虽
败，却“得风后于海隅”
（即现在的解州镇
社东村），拜为相，统率队伍。根据风后
建议，黄帝联合炎帝部族，组成联合大
军，过黄河，翻越中条山，率先占据蚩尤
城的主要战略据点九黎山，并一鼓作气，
攻占了蚩尤城。
由于正处产盐旺季，蚩尤率强壮劳
力在盐池采盐。他听到九黎山失守的情
况后，马上组织人马应战，拼命厮杀。黄
帝因风后相助，早已占据内城。蚩尤攻

城不下，只好率部向西逃离。黄帝率部
一路追杀，蚩尤部溃不成军。在离城三
十多公里的地方，即现在的解州，黄帝亲
手将蚩尤杀死、肢解，身、肢、首分五处埋
葬。蚩尤余部或向西、或向南、或向北逃
散。其实，黄帝杀死的只是蚩尤的弟弟
蚩善，蚩尤已逃往他处。黄帝将自己的
部族封为一百个姓，叫百姓；把蚩尤的部
族封为黎民，即永远为民、不能当官；铲
平蚩尤城，改为服善村。多年以后蚩尤
潜回故里，想东山再起，因年老去世，被
族人埋在蚩尤城外两山因水交汇的风水
宝地（即现在东郭镇刘范窑村口）。一代
又一代后人用沙石堆积，顶礼膜拜，现在
已形成高约数丈、面积十余亩的山包。
蚩尤又叫池牛，因败，历史上被列为
另类，不断丑化，连文字嗤、媸等都是贬
义词。尽管村名改为服善、从善，而当地
人不服，一直耿耿于怀，仍叫蚩尤村。蚩
尤村原有祖庙（避讳，不叫蚩尤庙）等祭
祀场所，每年农历六月六（蚩尤忌日）和
十月十（蚩尤生日）唱大戏，纪念、供奉先
祖。蚩尤故里九黎山，后改为九龙山，各
地蚩尤后裔不断前来祭拜、认祖。为了
正本清源，史学界把蚩尤与炎帝、黄帝并
列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
2003 年 ，盐 湖 区 人 民 政 府 尊 重 民
意 ，将 行 政“ 从 善 村 ”改 名 为 蚩 尤 村 。
2016 年，
《蚩尤传说》申报为运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2017 年，运城市蚩尤文化
研究会成立，开设蚩尤文化大讲堂；蚩尤
村恢复了传统的祭祀先祖蚩尤活动。
2018 年《蚩尤传说》名列山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世家子弟薛仁贵
□王振川
南北朝名将薛安都，爵封河东王，是
唐朝名将薛仁贵的六世祖。
有人说，原来薛仁贵是世家子弟、将
门虎子，以前还以为他是个草根呢。其
实，并不是一人如此。笔者长期以来，也
扭转不了薛仁贵是草根出身的印象，因
为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的力量太大了。
在一般传说中，薛仁贵出身贫寒，给财主
家打工，和财主家的小姐好上了。两人私
奔，住在破瓦寒窑受苦。薛仁贵去投军，
其妻柳氏在家生育了薛丁山。薛仁贵投
军也不顺利，被主将张士贵反复欺压。后
来，薛仁贵在战场上救了唐王李世民，这
才出了名。他返回故乡，在汾河湾打雁，
射死了没见过面的儿子薛丁山。
1993 年，我第一次去河津修村参观
薛仁贵寒窑，当时还试图寻访薛仁贵的
射雁塔、红蓼滩……现在想来，什么寒
窑、射雁塔、红蓼滩，都是民间传说的范
畴，
在历史上是靠不住的。
薛氏家族在三国末年从四川迁到河
东，住在汾阴县，当时就有几千户人家。
后来分化为三房，称为北祖、西祖、南祖。
南祖第一代叫薛雕，其曾孙便是河东王
薛安都。薛安都有好几个儿子，薛仁贵的
高祖父不知是哪一个。
其曾祖父叫薛荣，是薛安都的孙子
辈。薛荣生活在北魏时代，官至新野、武
关二郡太守以及都督，封澄城县公。北魏
的太守，已经不算是太大的官，但县公这
个爵位，依然很高。
薛荣的儿子叫薛衍，在北周时代任
御伯中大夫。这个官职相当于“侍中”，是
皇帝的亲随人员，地位不低。他是薛仁贵

的祖父。
薛衍的儿子叫薛轨。他的官职就低
一些了，在隋朝时任襄城郡赞治，等于是
郡太守的亲随。他是薛仁贵的父亲。他们
这一支，不知从哪一代开始，居住到了龙
门县，也就是现在的河津。
名门世家，虽然家史辉煌，但也有个
不断稀释的问题。子孙越来越多，家产越
分越少，一代穷过一代……再加上朝代
更迭，战乱灾荒，原先有钱有势的人家，
也会贫穷下来。
史书记载，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
业”。这应该是事实，也是后人编故事时
把薛仁贵编得很穷的重要依据。其实，这
个话是可以做不同分析不同理解的。你
可以把它理解为“家里贫穷，务农为生”，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家里穷得只剩下田
产了”
。
相比于祖上的大富大贵，家里只剩
几十亩、几百亩土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
贫穷。但还有百十亩地，在乡下也算得上
是个不大不小的财主。
俗话说，贫文富武。薛仁贵如果是赤
贫，那他的一身好功夫是哪里来的？膂力
是可以遗传的，但弓马功夫是需要财力
支持的。那个时代，一匹好战马相当于现
在一辆越野车，一张好弓相当于现在一
挺机关枪。而要练出一身过硬的好功夫，
得费多少马和多少弓呢？贫寒人家是绝
对置办不起这些装备的。
薛仁贵不光是力气大、武艺好，他还
是懂兵法有文化的。苏定方征阿史那贺
鲁时，薛仁贵向唐高宗提建议，要求团结
拉拢泥熟部，保证战争胜利。大非川战役
后，薛仁贵曾引用天文和历史知识，总结
战役失败的教训。他还著有《周易新注本

▲薛仁贵连环画书影
义》一书，说明他具备经典研究和著述的
能力。学文化虽然比练武功省钱一点，但
也需要有足够的家底才行。
薛仁贵的夫人柳氏，在传说中是财
主家的小姐，私奔薛仁贵的。但薛柳两家
都是河东望族，很可能不是那种私奔关
系，而是两个大家族的正式联姻，强强联
合。
为啥呢？史书中柳夫人是有重要表
现的。贞观末年，薛仁贵已经年过三十，
却还没有发达，心里怀疑这是因为祖坟
风水不旺，想迁坟改风水。柳夫人劝谏
道：
“ 有才干有出息的人，都会抓住有利
的发展时机。现在皇帝东征高丽，正是英
雄用武之时，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薛仁贵一听，立即便去投军立功。能说出
这样深明大义的话，应该是个有文化有
教养的世家之女，不可能是乡下土财主
培养出来的。
所以说，薛仁贵虽然“少贫贱，以田
为业”，但那只是家道中落而已，绝不是
赤贫打工住寒窑的草根人物。他一生表
现出来的文武才华和忠勇精神，都证明
了世家大族的深厚底蕴。到了宋朝以后，
印刷术流行，书本便宜了，平民子弟可以
读书应举，贫穷草根也有了发达的机会，
薛仁贵的形象便从世家子弟演变成底层
草根，
用来激励大家努力奋斗了。

夏县城内明代关帝庙

□胡春良

▲夏县城内关帝庙

夏县究竟有多少座关帝庙呢？恐怕
很难有人说清楚。目前已经纳入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就有墙下村关帝庙、夏县
城内关帝庙、裴介关帝庙、高家埝村关
帝庙、大台村关帝庙、胡张泊头关帝庙、
西阴村关帝庙、兴南村关帝庙、南郭村
关帝庙等。此外还有奉祀关公、张飞、赵
云、马超、黄忠五虎将的苏村五虎庙。夏
县城内关帝庙，又被称为夏县关帝庙，
是县城内一处有着悠久历史的文物古
迹。
夏县城内关帝庙，位于夏县城内解
放南路 11 号，是第五批山西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现存建筑为明代建筑。
夏县城内关帝庙创建于元，增建于
明，历代县令相继修葺增制。正殿梁脊
板上有“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吉旦
文林郎知夏县事加三级纪录八次纪功
二次王怡典史朱□□重修谨志”题记；
献殿梁脊板上有
“顺治十年”题记。
全庙坐西朝东，占地面积 9000 平
方米，中轴线依次建有山门、牌坊、献
殿、正殿，二进院内现存配楼各一座，三
进院内献殿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一座，正
殿后的圣母殿毁于民国时期火灾。
山门悬山顶建筑，面阔 3 间，进深两
间。柱头上栌斗支承耍头，无斗拱之制。
牌坊为二柱单楼式木牌坊，单檐歇山
顶，斗拱四铺作三抄单下昂，补间斗拱
两朵，皆为双重拱，下部石雕刻精细。琉
璃脊饰。檐下置七踩柱头科和平身科斗
拱 ，柱 头 科 1 攒 ，平 身 科 2 攒 ，柱 头 科
45°出斜拱。正殿面宽三间，进深六椽，
四周回廊，重檐歇山顶，柱头斗拱四铺
作补间斗拱一朵。大殿平棊彩画精致，
绘制内容丰富，内有 1994 年新塑的关
公彩绘泥塑像。刀、印楼各 1 间，进深 1
间，歇山顶，设斗拱一跳。庙内现存清代
石碑 4 通。
就是这么一座珍贵的明代古建筑，
作为凝聚“忠义仁勇”关公文化精神信
俗，而又处于县城中心的关帝庙，知名
度却很低，不仅外地人几乎不知其名，
就连县城里的人也是知之甚少，更多的
是以夏县老文化馆的角色存在的。在文
旅大融合发展的今天，在弘扬和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构建诚信和谐社会的今
天，夏县城内关帝庙实施修缮，弘扬“忠
义仁勇”的关公精神，的确是夏县文化
的一大幸事。科学保护、创新开发，这座
古建定会成为夏县乃至山西著名的人
文景点，造福更多的百姓。特别是夏县
的关公铜像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经典
品牌，如果能再与夏县城内关帝庙和夏
县其他关帝庙的文化、建筑、碑刻等元
素深度融合，创意开发深具夏县文化标
签的当代艺术佳作。
站在修葺一新的关帝庙院子里，仰
望古建，一砖一瓦，琉璃、木构都是那么
亲切自然而又文脉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