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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文庙是陕西现存最完整的文
庙，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韩城文庙始建于唐，后经宋、元、
明、清历代修葺扩建而成，目前由四个
大院和五座主体建筑组成，总占地面
积16000余平方米，相较于韩城古城的
总体规模，文庙可以说是古城当之无
愧的核心。

文庙
进入文庙前，可以看到院外东西

方各有一座木制牌坊，东书“德配天
地”，西书“道冠古今”，这是对孔子及
其学说的认同和赞美。中国古代除了
治理体系的“政统”之外，还有一个价
值体系“道统”，孔子是“道统”的精神
领袖，所以被称为“素王”。出于对王
者的尊重，文庙正门普通人不能通行，
在正门两侧开有“圣域”“贤关”两门，
充当来往通道。

实际上，经过历朝历代的营建，韩

城文庙早已不仅仅是“前庙后学”的祭
祀学宫，人们乐意将一切美好的东西
移入其中，将文庙升级为城市的审美
中心。

五龙照壁
文庙入口处的五龙照壁，也叫“万

仞宫墙”，照壁上雕刻有五幅琉璃彩
龙，龙体强健，须鳞俱全，弓身弩背，张
弛有度。两旁配鲤鱼戏浪浮雕，在庄
敬严肃的整体环境中嵌入了一种生活
化的意趣，化解了访客的局促不安，这
种拒绝极端、寻找平衡的安排，正合孔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性格
特点，也符合儒家“允执厥中”的价值
追求。

与北京故宫九龙影壁的皇家威严
相比，韩城文庙的五龙照壁多了几分
温情意趣。

棂星门
与五龙照壁正对的是文庙的第一

座建筑——棂星门。棂星，传说是天
上的文曲星，将文庙中轴线上的第一
座牌楼以棂星命名，一是赞颂孔子如
文曲星一般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贡
献；二是古代皇帝祭天先祭棂星，文庙
里设棂星门，表示祭祀孔子如同祭天，
凸显其意义非同寻常。

过棂星门，迈入文庙第一大院，正
中是文庙的制式建筑泮池，池上架双
孔石桥，称“泮桥”。泮池大多是半圆
形，据说是为了比四周环水的太学低
一级，符合儒家对礼制的恪守和尊

重。过泮桥往前走为文庙的第二座
建筑——戟门。

戟门
戟门原名大成门，据史书记载，宋

太祖赵匡胤建隆三年（公元 962年）下
诏提升文庙仪仗规格，允许在正门立
戟十六枝，以示尊孔，此后大成门也称

“戟门”。
大成殿

通过戟门后的第二个院落是祭拜
孔子的核心场所。院中大成殿是一座
元代的单檐歇山顶建筑，主要用来供
奉孔子牌位。大成殿两侧是东、西庑，
各十三间，列放着孔子弟子及儒家先
贤牌位。

举目四望，周围云兴霞蔚，群贤毕
至，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古希腊的“阿
卡德米”，即柏拉图建立的学园。这两
个地方都是知识和智慧的圣域，不同
之处在于，学园只有一座，于公元 529
年关闭后再无复建，而中国的文庙则
遍布华夏。

大成殿前有石雕御道和踏道。御
道两侧立着石雕，雕塑上放置着一根
可拆卸的青石浮雕盘龙杠，平时不得
通行，特殊时刻可以拿起。据说新科
状元在回乡祭孔时可以取杠而过，然
而多数地方却没有这样的殊荣，而韩
城恰好有资格。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年），
韩城人王杰考中状元，曾在御道上走
过一回，短短几步路，让他的名字和

文庙的历史一同成为了整座城市的
记忆。

明伦堂
大成殿后的东西角门外有一条北

马道，以此为界，道南是文庙，主要为
祭孔的仪式场所。道北为学宫，为古
时教书育人的学校，体现了古时庙学
合一的建筑布局。进入学宫，坐落正
北的是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
的明伦堂。“明伦”二字出自《孟子·滕
文公上》，“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意思
是说，夏商周三代都有学校，学习的目
的是让人明白社会间的伦常规则，王
侯遵守了伦常规则，庶民们也就相亲
相爱了。

明伦堂后面是文庙的最后一个大
院。矗立在高台上的是尊经阁，始建
于明弘治三年（公元 1490年），旧时为
学宫收藏经书的地方。清康熙年间的
刑部尚书张廷枢曾向尊经阁捐赠家藏
的儒家十三经和二十一史，供学生博
览群书，研读经典。

站在尊经阁上，四周无遮无挡，远
近一览无余，呈现一种辽远广阔的气
象。劲风吹过，不免让人想到孟子所
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回想从踏入文庙的第一步开始，
访客已经不自觉融进了文庙的“气场”
之中，也许这就是文庙存在的意义，只
要它在那里，就会起到“扶纲常，淑人
心”的作用。 □倪伟

钩 沉

往 事

人物春秋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 246年），一项浩大的引
泾灌溉工程在秦国正式上马，或者说，一个由韩
王苦心孤诣设计的、旨在“疲秦”的庞大陷阱破土
动工，而工程的设计师兼总指挥正是来自韩国的
宾客——水利专家郑国。

此前，关东六国已日渐衰落，没有谁可以单独
与秦抗衡。韩国也曾多次与秦国较量，实战证明，
不是对手。桓惠王九年（公元前263年）秦攻韩，桓
惠王献上党郡求秦息兵，岂料却引起秦国与赵国
争夺上党的长平大战。结果，赵国元气大伤，韩国
也跟着吃了一闷棍，再也直不起腰来。韩王看得
清楚，西秦东进吞并六国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而
秦军的铁蹄首先踏破的必将是韩国的山河城阙。
他卧不安枕，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自认为兵不
血刃且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妙计：派一个合适的人
以游士身份入秦，说服其倾注大力兴修一条300余
里的长渠，使之劳民伤财、疲于工程而无暇东顾。

实施疲秦之计的重任落在了郑国肩头——
他不仅是一流的水利专家，而且笃诚忠信，敢作
敢当。

说服成功，工程启动，郑国迎来了漫长的如履
薄冰的日日夜夜。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有千
千结。

六路风景，壮阔莫过于“供应”一路：投入工地
犹如千军万马的役夫和无以计数的物资。投入自
然是多多益善，不过郑国更期望有那么一天，亲眼
见到“供应”速度慢下来；

八方消息，郑国最敏感的当然是秦与六国的
兵戈动静，特别是何日六国竟振作起来一改防御
自守而主动出击；

这心结那心结，身份暴露的危险如影子一般
跟在身后，这是郑国心中最大的结。

郑国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把工程
做大、做好。大，才能对秦造成巨耗，才能拖长工
期；好，才不至因为奢费、滥用而被怀疑。再说，依
着一个水工的职业本能和习惯，哪怕是为仇家干
活，也不可拿工程质量作报复。

然而，“势”与愿违，疲秦之计的预期效果始
终只在渺茫的期待中，而引泾工地一直繁忙喧
闹，“风景”依旧，前方的“消息”也依然是秦军势
如猛虎：

秦王政二年，秦将麃公领兵攻打魏之卷，斩首
三万；

三年，秦将蒙骜攻韩，夺取十三座城池；
四年，拔取魏之畼与有诡；

五年，再攻魏，夺取酸枣、燕、虚、长平等二十
城，设为东郡；

六年，赵、魏、韩、燕、楚五国联军攻秦，而“秦
出兵，五国兵罢”……

曾经的一切异想天开被一扫而光。
修渠之始，郑国表面上一副建功立业的样子，

内心却十分纠结：修渠原本为了曲线救国，但渠成
后关中土肥地壮，物产丰饶，虎狼之师也便有了充
足的粮草军需，这不又是在助敌备战吗……

而今，没有侥幸，只能踏踏实实修渠，纠结的
心情反倒得以舒缓。

他曾多次重新审视自己为之卖力的“疲秦”
之计：以韩之具体处境，谁能拿出比这更好的点
子呢？没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好办法，说
不上高明，也不算愚蠢。他又问自己：如果让你

来选——假如你是韩王，你觉得让谁入秦
去开辟这条隐形的战线最合适？还真是
非君莫属。

既然引泾修渠是救韩的必须，就不必
过多为渠成后于秦有益而不甘。既然你
郑国是赴秦施计的不二人选，就该安下心
来，以一人牺牲换取一国数年安宁。再
说，天意人愿，几百年来杀人盈野的战乱

也该结束了。统一天下必然由强者来完成，让已
经强大的秦变得更富强些最终统一天下，又有什
么想不通？

秦王政八年韩桓惠王的死，让郑国彻底松开
了心中的结。其时，工程已过大半，再想泾渠姓韩
姓秦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真的难说清楚：说
是疲秦之计快要结束可以，说是富秦工程已近收
官，也全然不错。韩王逝去，让他哀痛之余更少了
一份牵挂。不难猜想，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郑
国曾面向东方心祭韩王：八年来，臣不敢忘记我王
重托，尽心竭力为疲秦而修渠，秦未被拖垮应属天
意，臣实无能为力。而今，臣能做也必须做的事仍
然是认认真真完成引泾工程，一来此系大王之托，
需得有始有终；二来兑现当初诺言，还秦一条引泾
大渠。作为水工，臣还有一桩心愿：在关中的图册
上画一条蜿蜒流淌三百里的金色缎带，给天下万
众一个交代。想大王必不怪臣……

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约在秦王政九年，郑国
的真实身份暴露。此时，朝堂鼎沸，空气炸裂，“秦
欲杀郑国”。

多年来，生与死的“心战”已在郑国心底进行
了无数回合，结局都是求生胜于赴死。郑国并不
害怕死，刀剑加颈不过是瞬间的痛，但他憎恶死，
因为死会像一个颟顸专横的判官，依照“成王败
寇”的老调子，给你贴上“韩国间谍、历史小丑”的
标签，丢给千秋万代的后人。所以，当死神真的
逼近时，郑国便毫不犹豫做出抉择：迎接挑战！

在身陷囹圄的日日夜夜，无论醒时梦里，郑国
都在做着同一篇文章，一篇可以命名为《谏修渠
书》的答辩词。接着，一场“挑战不可能”的历史活
剧便在王气森森的秦廷上演——

我知道，自己已让大王雷霆震怒，但大王并
没有盛怒之下立赐臣死，而是亲自讯问，容臣
回话。只此一点臣已不胜感激，愿推心置腹，从
实招来。

臣确实有罪。当初建议大王凿泾开渠，是奉
了韩王之命，其目的在使秦疲于水利工程而无力
东伐，以求韩国暂时的安稳。臣向大王隐瞒了真
实意图，装作一心为秦的样子，臣有罪。

但臣之罪可赦而不当诛。当今诸侯纷争，无
计不施，弱韩面对强秦，势如累卵，万般无奈才出
此下策，托臣实施。王命在身，国事为重，况人以
国士待我，我当以身相许。以大王之明，当能体察
臣当时的私衷。

重要的是，除了身份有假，臣当初预言引泾工

程告竣，其强国富民之功不可估量，并无一句虚
言。虽说是韩王在用计，而渠却实实在在修在秦
国大地上。而今，工程已近尾声，所谓“疲秦”之谋
并没有给秦带来多大危害，而五谷丰登，仓廪充
实，兵强马壮的盛景却是闭眼即可想见。可以说，
臣主持修渠是做了一件于韩、于秦两利的事，但利
韩甚小而利秦极大，为韩不过延数岁之命，为秦却
有万世之功。

昔日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拜管仲为国相，得
其辅佐，终成一代霸主。臣请大王赦免当初的欺
瞒之罪，让臣戴罪立功，完成引泾工程。臣本水
工，变水害为水利乃是臣的职业本分，八九年的晴
雨风霜，跋涉呼号，臣已与引泾工程结下不解之
缘。只有工程竣工，臣才会觉得有始有终，对得起
自己的良知，也不辜负秦地民众多年的艰辛付出，
而渠成水畅，禾稼茂盛更可昭告世人：当初大王听
臣劝谏而兴渠的决策是何等英明！

如果大王偏不宽恕，则臣只能表示莫大遗
憾。臣不会五步之内以颈血溅大王，但臣会睁大
双眼目不转睛地见证大王的利剑怎样划过一个有
功者的颈项！

出乎所有人意料，秦王嬴政听完郑国的答辩，
竟“以为然，卒使就渠”。

历史的大戏到此出现了不可预期的反转，像
“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原
本的对手变成了合作者。自然，是秦王决定了剧
情的这一走向。也许，李斯《谏逐客书》让他眼前
豁然敞亮的一瞬间，他的脑际便闪过郑国的名字；
也许，廷讯之前他已派人勘验过泾渠工程的质量，
当听到“堪称一流，无可挑剔”的回话后，他的胸火
已消减了三分。又或许，当日郑国的答话既没有
推卸遮掩的奸巧，也没有战栗讨饶的卑怯，这倒让
原本刚毅戾深的嬴政心生一种莫名的欣赏……不
管怎么说，其最后决断都显示着一种王者应有而
难得的大度。

因为秦王的包容与郑国的担当，战国后期的
历史平添了奇绝惊世的一笔：

“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是不幸的，命运赋予他至少十年的尴尬
人生。但郑国也是有幸的，历史终究还原了他平
民英雄的本色。让我们走出史书的时空，步入后
世的民间看看。

郑国渠渠首在今陕西泾阳县仲山西麓瓠口，
泾阳地处灌溉的上游，受益在先，泾阳人自然也对
郑国爱之更深：

是谁带领我们凿山开渠，把原先的盐碱地变
为肥田沃土？众手举锸，就像天空涌起了湿漉漉
的云；渠口一开，水流哗哗，如天降救命的及时雨；
是谁让谷子糜子垂着沉甸甸的穗儿，桑园麻圃飘
散出泥土的芳香？是郑总工。郑先生，好人，也是
强人，他为韩国尽忠，也为秦国建功，他不捩天行
事，又不畏惧强暴，他不忘自己的本分，一心修成
大渠造福天下万民。这是什么？这就是英雄，是
大贤，是行走在大地而耕云播雨的神！于是，知恩
图报的泾阳人在泾河洪口堰上修起一座郑国庙，
与司水之神龙王的庙宇并峙西东，自汉至清，“民
以时祀之，历代重修”。

近年来，泾阳人又以雕像的方式纪念恩人，而
且不止一处。泾河峡谷的郑国渠景区 9.5米高的
花岗岩塑像，郑国昂首执锸，足登麻履，风尘仆仆，
衣袂飘飘，一派垦拓实干的风范。县城东关外广
场上耸立的则是成功者的伟岸形象，登高远望，若
有所思，足下巨石旁有水如瀑，长途跋涉的倦意尽
化作扑向田畴的欢畅……

历史的走向有时诡谲得神鬼莫测，但人心的
向背却从来如清水明镜，你为山河民众献身，人间
就为你塑像焚香。 □冯日乾

郑 国 其 人郑 国 其 人
——从水工到“水神”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下
半年在北京召开。在百余
年的艰辛历程中，我们党召
开了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其
中“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
会址就在杨家岭中央大礼
堂。这是一座共产党人自
己动手、自己设计、自己建
造的“中央大礼堂”。凡是
来延安的人都要到这里参
观，进行一次思想的洗礼，
同时感受这座建筑的魅力。

“七大”召开之前，中央
决定建一座大礼堂，于是这
个任务就落在时任延安自
然科学院建筑专家杨作材
肩上。他 1936年毕业于武
汉大学法律系，祖父和父亲
都是木工和泥瓦匠，他从小
喜爱建筑，在祖辈的影响和
教育下，学到了一些房屋设
计 和 制 图 方 面 的 技 能 。
1938年来到延安，先后设计
建造了中央办公厅大楼等
许多建筑，中央大礼堂就是
其中之一。

1939年 5月，中央大礼
堂开始筹备，起初地址选在
安塞，因离延安远，交通不
便；选在枣园，地方又小，都
不宜做大会的会址，最后将
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
岭南侧山根下。1941年冬，中央大礼
堂图纸设计出来了，整个礼堂长 35米、
宽 30米、高 11米，中间是一个主厅，可
以坐 1000人左右。礼堂采用四个大石
拱作为主梁，避免了遮挡视线的两排
柱子。为了减轻大拱的承载力，设计
者参照隋代赵州桥的结构形式，在大
拱上又修了几孔小型砖拱。然后用单
砖墙砌平，使它既能承重，又显得外观
平整、美观。

历经一年多的开山炸石、紧张施
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于 1942 年建
成。这座砖石结构的大礼堂，中西合
璧，外表吸收了西式建筑风格，内部又
似窑洞的拱形特色，体现出壮观大气、

艰苦朴素的时代风貌，成为
当时延安唯一没有使用木
梁或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大厅内利用高大窗户
解决了场内采光的问题，在
当时没有钢材、水泥的情况
下，用大跨度拱式结构是非
常高明的。为了抵御水平
推力，两旁建有小会议厅、
阅览室、休息厅。大厅的
前面有个塔楼，塔顶上有
一根旗杆，可以从正厅走上
去挂旗。大门开在侧面，别
有风采。

礼堂的正厅共有四个
出入口，两两对称。为了使
外观生动活泼、不过于呆
板，这四个门均不尽相同。
东北角的大门比较突出，在
进门处用石料砌了一个圆
形小台阶，再用横直两根石
过梁修建了一个小方亭子，
过梁的一头砌在砖墙上，一
头架在一根石柱上。这根
石柱采用的是希腊雅典的
爱奥尼式柱，这在当时是非
常新颖的，设计者是参考了
国外一本大学教科书设计
出来的。

整个建筑没有传统的
屋檐，顶部斜屋面用瓦覆
盖，流下的雨水可以通过水
槽流下二层平台，再通过石

质水槽滴下地面。此外，细心的人还会
发现，大礼堂外墙墙体，下部为石砌，上
部为砖构，而且石砌的部分有七层，寓
意中国共产党“七大”在这里召开。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召开那
天，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说：“我们今天
终于可以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了。”
大家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党的七大
隆重举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座里
程碑。大会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
的指导思想，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如今，
这座建党史上的标志性建筑，虽历经风
雨，仍巍然屹立。

□文/图 王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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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礼堂外景。

韩城文庙探微

这是大唐十八帝陵中唯一扭头的狮子，它是一头回望
狮，已有1300多岁。

扭头回望的它，在这片土地上已静静守望千年，威猛
的王者气息中流露出一丝温柔与顽皮。它身后是唯一建
于开元盛世的大唐帝陵——桥陵，这里埋葬着唐朝的传奇
皇帝——唐睿宗李旦。

唐睿宗李旦经历两次登基、三次禅让。历史也对他作出
了公正的评价，死后庙号“睿宗”。他深谋远虑的身后，是一
个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时代——开元盛世。

其子唐玄宗李隆基竭尽盛世国力，以空前的规格为父
亲营造了这座气势宏伟的陵墓。其与埋葬唐高宗和武则天
的乾陵，成为大唐帝陵规模和艺术的双峰。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昔日那些宏大的陵园宫殿如今已
荡然无存。而今，站在夕阳里想象那些历史中带来沧桑巨变
的时刻，来自一千多年前大唐豪迈的气息依然势不可挡、扑
面而来。 □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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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陵石狮子。

韩城文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