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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大恶霸宋蔚然被抓住了，准备

第二天公审后枪毙。

头天晚上，观上村的贫苦农民王老汉正

在家里坐着吸烟，突然一个人推门进屋。王

老汉抬头一看，来人是区里的一个干部。王

老汉慌忙起身迎接，说：“哎呀，是邓区长呀，

你看俺这家里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委屈您

啦。”

来人姓邓，是区里的副区长，是从山东

过来的老八路，曾在观上村带领贫苦农民斗

过地主老财。王老汉很敬重他。

邓副区长也不见外，一屁股坐在屋里一

块土坯上，微笑着问：“王老哥，一个人在屋

里吸烟哩，没有出去转转。明天就要公审宋

蔚然啦，我来想听听您老哥有啥意见。”

邓副区长这么一说，王老汉很激动地

说：“咋没有意见，我恨不得一刀剁了他王八

龟孙，替我三个孩子报仇。”

邓副区长说：“宋蔚然是该死，他不仅杀

害了你三个孩子，也杀害过我们许多革命战

友。明天公审大会，你老哥做好准备，到大会

上痛痛快快诉个苦，也让广大穷苦人弄清他

的罪恶事实。”

王老汉忍不住说：“邓区长，俺也不瞒

你，自从知道宋蔚然被咱的人抓住后，我就

准备好家伙，要在开他大会时，一刀攮死

他。”说着，王老汉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

到邓副区长面前，又说：“用这东西扎他一

下，准把他前后心攮透气。”

邓副区长一看，见那东西是一根大拇指

粗的铁棍儿，一头被磨得白光光的又尖又

细。可见王老汉为了磨它，下了好大工夫。邓

副区长忙说：“老哥，你的仇恨我都知道。杀

掉宋蔚然，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今晚来的

目的，就是怕你明天在公审大会上动手。过

往咱们解放军刚到临汝时，走马点火，确实

有不少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被老百姓动手

打死了。那时有些人罪大该死，但也有些罪

不至死的，在乱中丢了命。如今党和毛主席

发现了这些过激行为，制定了纠正政策，杀

人必须要经过县政府审判批准的。”

王老汉听到这儿，悲愤地喊道：“我老冤

呀，不叫俺亲手杀了宋蔚然这个恶人，我难

咽这口恶气。”

邓副区长同情地拍着王老汉，安慰他。

王老汉这些话，是有原由的。

原来王老汉名叫王礼，是临汝县西南观

上村的一个贫苦人。他一辈子老老实实的，

靠给财主家打短工过日子，家里穷是自然

的。1947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黄河到

了临汝县，解放了观上村。解放军发动贫苦

百姓分了观上村大地主、大恶霸宋蔚然、王

景元等的土地、房子、财产。王老汉的四儿子

叫王富娃，参加了解放军，当了观上村的农

会干部，带着穷苦百姓分过宋蔚然家的财

产。一次，宋蔚然派他一位亲戚，暗地里混到

村里，威胁那些分他财产的穷人说，谁家分

了宋家的财物，赶紧送回去，否则等宋蔚然

回来时，杀他全家。有人把消息透给了王富

娃，王富娃带人抓了宋蔚然的这个亲戚。群

众因为痛恨他替宋蔚然说话，用事先准备好

的柳木棍子捶打，竟然把他给打死了。

后来解放军转移，离开了观上村，躲在

山里的宋蔚然带着还乡团回了观上，开始疯

狂报复。宋蔚然先在村子里搜查解放军的伤

员，结果有八个伤病员被抓到，宋蔚然亲自

带人，把这八个解放军战士用铡刀残忍地铡

成了三截，扔到一条小河沟里。接着宋蔚然

带人在观上村的南寨门和北寨门外各支一

口铡。宋蔚然对着村里的群众放出恶言，说：

“我已有了情报，观上村共有200多个穷小子

分了我家的财物。我要按照分我家财产多少

为顺序，把这200多人统统铡死。”但是没等

宋蔚然动手，解放军得知他带还乡团进村屠

害百姓的消息，当晚杀了个回马枪，宋蔚然

的还乡团哪是解放军的对手，夜色中丢下十

几具土匪尸体，往北边逃了。

宋蔚然逃到虎狼爬岭下一个村庄，得知

王富娃的三个哥哥在这儿，就派人抓了他的

三个哥哥。当王富娃三个哥哥被带到他面

前，宋蔚然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他王富

娃能逃出我的手掌。你们都是他一奶同胞，

说吧，王富娃藏在哪里，说出来，你们都有

命，不说，就替他去见阎王爷吧！”

王富娃的大哥开口说：“宋掌柜，王富娃

随解放军走了，这谁都知道，俺是平头百姓，

哪会知道他的下落。”

宋蔚然狞笑道：“你不知道是吧，来

人，把他送给阎王爷。”说着，挥一挥手，早

有两个匪徒走过来，举刀朝王富娃的大哥

就砍。王富娃的大哥被乱刀砍杀后，宋蔚

然又让土匪把他的尸体投进一眼水井，瞪

着眼又问王富娃的二哥：“你说，王富娃在

哪儿。”王富娃的二哥面色苍白，强自说

道：“宋掌柜，俺们真不知道。”话刚说完，

宋蔚然手一挥，几个土匪又一拥上前，一

顿刀砍，王富娃的二哥也被砍死扔进了井

里。在场有围观的群众，都不忍看这种惨

状，有人掩面而泣。

宋蔚然兽性大发，手指着王富娃的三

哥，吼叫道：“你，说不说？”王富娃的三哥自

知难逃一死，拼命骂道：“宋蔚然，你个狼虎

王八，你今天杀了我兄弟三人，我们到阴曹

地府也绝饶不了你。老子别说不知道，就是

知道我弟的去处，也不会告诉你，有种你就

动手，我弟不会放过你的。”

宋蔚然恼羞成怒，举起手中的短枪，朝

王富娃的三哥连开几枪。王富娃的三哥倒在

血泊中，双眼仍然圆睁着，一道仇恨的目光

仿佛燃烧的火焰，死盯着宋蔚然。几个土匪

跑过来，把王富娃的三哥也拖扔在那口井里

了。

这就是王礼老汉的深仇大恨。也怪不得

他要手刃宋蔚然了。

邓副区长自然知道这些。他拍着王老汉

的肩膀，劝慰说：“王老哥，明天你去诉苦，万

不能违反咱们的政策，不能在公审大会上要

了宋蔚然的命。你放心，咱们政府会替你报

仇雪恨的。”

王老汉仍然怒气难消，他说：“邓区长，

你不让我杀他，难道也不让我锤他几拳，踢

他几脚，出出气？”

邓副区长无奈说道：“只要不过分，中！”

第二天，公审宋蔚然的大会开始了。

公审大会上，诉苦的穷苦人成群结队。

有的控诉宋蔚然抢夺了自家的田地；有的揭

发宋蔚然贩卖大烟，毒害人民；有的指控宋

蔚然借灾荒之年，放高利贷逼死人命。有一

个70多岁的农妇上台哭诉，说宋蔚然强奸自

己的儿媳，奸罢将儿媳勒死。一个曾跟着宋

蔚然干过的人上台指证说：宋蔚然当日伪团

长时，带人在北山攻打八路军，抢劫当地群

众的财物，杀害抗日群众……

台下听到这些控诉，激愤地喊道：“枪毙

宋蔚然，打死宋蔚然！”

轮到王礼老汉上台诉苦了。王礼老汉激

动得双手颤抖，他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三个儿

子被宋蔚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枪杀扔到枯

井里的罪行。

最后，宋蔚然被公审枪决了。

这就是王老汉报仇的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在陵头镇黄岭，有一个叫滕口的地方，据传是明代滕昭滕

侍郎出生的地方，一提起滕侍郎当地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

有关滕侍郎的故事。

据传，出生滕侍郎的那天，天下大雨，有两个进京赶考的

秀才在滕家大门屋檐下避雨。按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男生女

都要在自家的大门屋檐上绑上红布以示喜庆和辟邪，当滕侍

郎降生后，滕家家人开门绑红布时，看见大门外，一左一右两

个人坐在门墩上，还没等滕家人开口，这两个避雨的秀才，就

知道这家有喜事，忙问是大喜还是小喜，家人答曰：“大喜。”一

听大喜，这两个避雨的人，就知道，这一家生的是男孩，两人相

视一笑说：“回家吧，甭考了，咱俩将来注定是这孩子的护卫

人。”后来滕侍郎拜官后，这两个人真的成了滕侍郎的贴身跟

班。

据传，滕侍郎六七岁时，家里穷，无钱上学，学堂就在距家

二里的背影寺里，他经常偷偷地在学堂外听讲。老师所讲课

程，他只要听一遍，就能从头背到尾，比学堂听讲的孩子学得

还快。滕昭的聪明博得了老师的喜欢，学费一应全免，让滕昭

上学。有一天中午，午睡的老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

白胡子老头站在老师面前说他的学生困住了他，求老师救救

他。老师醒来后，隐隐约约觉得这其中有文章，联想到白胡子

老头，老师来到土地庙前，但见土地庙门旁贴了一副对联：“土

地土地三年奴隶命你云南查地，四时去五时回若不回来重打

四十。”老师一看便知是滕昭所为，赶忙让其把对联揭下。

滕昭的聪慧在得到老师垂爱的同时，也得到神灵的庇佑。

相传滕昭青年时，晚上从学堂下学回家，他母亲常常看见有两

盏明灯，一前一后为滕昭照路。突然有一天夜晚，滕母发现滕

昭身边少了一盏明灯，感觉奇怪，就审问滕昭近段时间都干啥

了。滕昭说没有干啥坏事，母亲觉得不对，就对滕昭说：“你肯

定干了有损德行的事啦，要不然保佑你的神灯咋少了一盏。”

滕昭说：“我前几天替养田村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休妻书，别的

啥也没干。”滕母忙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替朋友写

休书休妻，是读书人应该干的事吗？赶快去看看休书送去没

有。”滕昭立即跑到朋友家里，一问休书还没有送出，借故休书

中有错的地方，需要改动，把休书

要了回来撕了。从此，滕昭身边又

恢复了两盏灯。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滕侍郎的传说

王 老 汉 报 仇

从小在山里长大，城市的概念就起源于

六郎城，尽管心中懵懵懂懂，但在幼小的心

里毕竟有了“城”的占据。

这个六郎城就在家乡村南一公里的山

沟中，地处汝州市寄料镇南部的吕庄村，距

镇政府直线距离约三公里。自古以来村里人

都称六郎城沟，因沟中有一道自西南向东北

蜿蜒的壕沟，人们又称这里为郎水壕。据传，

北宋时期杨六郎曾在这里领兵打仗而驻兵

防守，因兵多将广而设防筑城，因此而得名

六郎城。

虽说是城，既无城墙又无城廓，只有群

山相拥，丘陵起伏，沟坡拱卫。整个地形坐西

向东，沟底正中有一方形平台，好似军用沙

盘，又像阅兵的检阅台，当地人都称棋盘地。

六郎城西南北三面环山带岭，西部山头高

耸，是俯瞰四野的制高点。受地壳运动和造

山运动的挤压抬升，使这座山高高隆起的同

时，它的南北两翼如臂膀一样错落下沉，并

顺山势像伸托出了一双长长的手臂，形成南

北两道山岭。南部山势陡峭，山底是郎水壕

深沟，一汪溪流从山间潺缓而下，自成天然

壕堑。崖壁下树木丛生，葱茏郁勃，大小相

间。北部一道山岭东西横卧，坐北向南又背

风向阳，整条山岭梯田层层，沿坡铺展。东部

顺沟是六郎城出口，突出的北部山头断面衔

接厚厚的黄土岭勾头护城，好似城围的截

面，使西高东低的六郎城在临近出口时平整

如砥，并有平道与外部相连，一部壕水护门，

攻守兼备，能排兵布阵，可机动出击。

一出六郎城口，迎面又有一道西南东北

走向的黄土岭，把整个六郎城沟揽入怀中，

既把六郎城挡在岭后，还把出口与茶蓝沟和

茶蓝河相接。顺着黄土岭可以看到，黄土与

山体连接六郎城南坡山梁，又通六郎城西

山，再接六郎城北坡山地，形成环形防御纵

深。若遇战时，城内城外互为接应，自成攻防

体系，构成一道天然屏障，可扼守六郎城无

虞。这山挡、岭围、水护之间，更显山幽水静，

深不可测，六郎城之内适宜安营驻军，深藏

奇兵，活脱脱一个军事要塞。

据民间传说，当年杨六郎为收复焦赞和

孟良而驻兵六郎城，周边各地都是杨六郎驻

军的场所。除远在鲁山县境的焦山和孟良寨

外，附近方圆数里都有杨六郎守军留下的地

名传说。六郎城西一直到岘山东麓，沿梁河

东岸依次排列着高高的山崖，民间传说是杨

六郎大军驻防大石门、小石门军队的防御制

高点。紧接六郎城西山崖的对面是一座类似

锅台状的半圆形山崖，传说是大军烧火做饭

的锅台，那微妙的山包人称锅壳郎，山崖下

堆状的山梁，似烧火留下的灰堆，人称灰堆

山。六郎城南一公里外的运粮扒，传说是杨

六郎军队储粮之地，三公里处的操军场，传

说是杨六郎操练兵马的操场。六郎城口北不

远处依次有东西横亘的城墙坡，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虎头隘，还有从梁河东岸通六郎城

的关隘小城沟。城东有如屏风的风楼隘高高

屹立，居高临下。守住风楼隘可预警整个六

郎城外围，又为城南、城北、城西各山头互为

犄角，稍有军情异动便能紧急驰援。可守、可

警、可防、可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还有距

六郎城东北三公里外大军用餐的支锅石等。

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地名故事、风物和人

文景观无不以夸张和神话的韵味彰显杨六

郎军队的神威，程度不同都充满着军事要

素。这里因有了六郎城，便有了说不尽的险

山绝境；这里因为有了杨六郎守军的驻扎，

便有了道不尽的灵山秀水。

历史风云激荡，世间沧海横流。在历史

的长河中，时间的刻度因记载重大事件而具

有特殊的意义，但家乡的六郎城沉寂在鲜为

人知的地方，既无正史的只言片语，也无碑

文石刻的翔实备述，可家乡人们世世代代都

在口口相传六郎城与杨六郎的传说，这些种

在家乡大地上的杨六郎故事千百年来从未

荒芜，并且人们对杨六郎建造六郎城深信不

疑。人们还把杨六郎描述得奇人异相，神通

广大，且力拔山兮，气贯如虹。但在六郎城内

只有地狭沟深，除有大部分耕种的山间沟地

外，你绝对想象不出这里与城市的任何关

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村民曾在六郎

城沟东口挖出一古代器具，其状类似锄钩，

与现代人使用的不相上下，但当时称重达十

余斤，远远超出人们使用的锄头重量极限，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村民还在附近山间捡

到三棱型铜箭头等等。

家乡的六郎城像迷一样困惑着我，有很

多次我询问家乡遗老，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

复。座谈中都说，六郎城沟口正对着洛阳到

南阳的古道，东汉王莽撵刘秀时，还没有六

郎城，刘秀就是从六郎城沟抄捷路向南而

行，拉开了追兵的距离，并在六郎城南坡留

下了马蹄坑的传说。既然千百年来都叫这个

名字，肯定有叫这个名字的理由，只是年代

久远我们不得而知罢了。是啊，任何一个地

名的由来和延续，都有他独特的文化元素和

与之匹配的历史渊源，尤其以姓氏或人物命

名的地名，他的背后都有很多让人惊叹的历

史，或者记载某一重要历史人物，或者发生

过值得人们记忆的事件。

那么六郎城又是从何说起呢？杨六郎真

的来过此地或来过汝州吗？据民间故事传

说，杨六郎（又称杨景、杨延昭）曾被贬发配

汝州，建造宫酒，递年进献三百坛，三年完

满，听调别用。《北宋志传》云：“延昭因焦赞

杀谢金吾，被发配汝州作工，递年进造宫

酒。”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北宋时期，大宋王

朝在一些军事要地，设有镇、城、寨等军事驻

防，并分别设镇兵马监押、城兵马监押、寨兵

马监押作为指挥官。由此可以证明六郎城是

宋代设立的一处军事驻防“城”级建制地。难

怪家乡人说这是六郎城，尽管此城非城市的

城，但也叫城，是驻扎军队的城，看来人们叫

他六郎城应该没错。

宋朝为什么在此设立军事驻地呢？其实

只要站在六郎城沟口我们就会看到，六郎城

出口正对着茶蓝河谷，这里正是宛洛古道

“三鸦路”北出寄料街、南通鲁山的必经之

地，也是东连半扎、西达岘山通往栾川的十

字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都设重兵

屯守，实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商贸、驿路通

道，这条古道古时被称为“出奇之道”。据《读

史方舆纪要》记载“州山川盘行，原隰沃衍。

南出三鸦，宛洛古道一途，则拊宛、邓之背，

北首伊阙，则当巩洛之胸，西指嵩商，而陕、

虢之势动；东顾汾（襄城县之汾丘城）、陉（新

郑陉山），而许、颖之要举矣……州在嵩、洛、

宛、颖间，为棋劫之势，自昔用兵者所必争

也。”文中提到的“州”即汝州，“南出三鸦”的

“三鸦”即三鸦路，正是六郎城沟口通往南阳

的“三鸦”路，也即宛洛古道。

站在六郎城外，我思绪万千，仿佛看到杨

六郎抑或一个身穿盔甲的战将正在指挥千军

万马。那“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军州都姓

赵”的大宋三军，以山崖为幕山谷搭台，在家

乡这片层峦叠嶂间演绎了多少气吞山河的悲

壮故事，上演了多少宛洛古道上的英雄序曲。

我仿佛听到如雨的马蹄在踏，如雷的呐喊在

吼，入注的热心在涌。山上旌旗猎猎，山下鼓

角争鸣。谁也不难想象，这儿，千年以前曾经

验证过军人金戈铁马的壮志，曾经验证过人

生旅途的壮美和那家国情怀的宏广。

如今，六郎城已是田地相间，沟深幽幽，

若不是耕种和收获的季节，已经很少有人光

顾此地了。尤其出六郎城东门的土岭随着

水土的流失，已消失殆尽，六郎城山水依

旧，面目全非。但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六十

年代修建的庙下至鲁山的公路已从六郎城

北坡沿西山向南经过，通往炉沟和岘山的

公路也在此交汇。站在公路之上可瞭望整

个六郎城全貌，六郎城其实早已车水马龙，

不再宁静，只是外人不知他的真容罢了，六

郎城沟口也早已成了全村人来人往的主要

干道。但更加让人称道的是，上世纪七十年

代，六郎城沟口一度成为训练民兵的场所，

武装部门每年都在这里打靶和投弹训练。那

声声炸响的手榴弹、嗖嗖呼啸的枪声，又为

这个千年的兵城添上了军事的注脚，从此画

上了完美的句号。

六郎城沟六郎城
●杨树林

民间故事

（上接第2956期）

接下来，我们和习近

平同志就到会议室去座

谈，座谈的主题是基层组

织建设。他问我：“你们现

在怎么培养党员？”

我向他汇报说：“我

们培养党员，一是选年轻

的，二是选有能力的，推

选以后能当支书或村主

任的人入党。”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

培养党员的标准很满意，

因为他对农村的情况比

较了解。过去，一般情况下农村发展党员，都选那些老实巴交

的，对能力不太注重。这样对党组织和村里的发展都非常不

利。我本身是搞企业的，深知任何岗位都应该谁有能力让谁

干。我是1995年在企业入的党，当时已经30多岁了。我回来之

后，村里培养了十几个党员。在这些党员中，我们以后要培养

村干部，他们当中能干的人以后会来接替我们。

习近平同志看到我们现在的变化，鼓励说：“你们发展党

员的事做得很好。离了年轻人是不行的。”

他说话很朴实，对农村工作很了解，对正定、对我们这个

村的过去也很了解。他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我们村边

的这条滹沱河，当时也没有桥，河里都是泥沙，他到我们村里

来调研的时候，骑自行车过不去河，推着也走不动，他就把自

行车扛起来过河。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想治理这个滹沱河，

想防汛、修坝。你们现在开始治理了，我很满意。”

县里领导给他汇报了治理滹沱河的计划。习近平同志提

出。现在的治理标准偏低，标准还应该提高，要科学改造河

道，形成完善的防洪系统。还要节省土地，改造河两岸的环

境，绿化好，搞成公园，让老百姓有休闲娱乐的地方。

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原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到了一

个村党支部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很脏很乱，桌子上面一层灰

尘，村支书就用大棉袄的袖子把桌子一抹。现在，咱们村的办

公室环境很好、很干净，他看了很欣慰。

最后又回到旧村改造的话题，他说：“改造好以后，大概

三五年，我还要回来看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果然在5年之后又来到塔元庄。这5

年，村里一定发生了巨大变化。

尹小平：是的。2013年，习近平同志又来了。这次，他来到

我们新的办公楼前，看到我们迎接他，他说：“还是你们原班

人马？”我说：“是。”

他在院里站着看了看，说：“这不是原来的办公室了。”我

说：“这是新的办公室，2012年建成，当年的7月1号搬过来的。”

他又看了我们新建的大批楼房，高兴地说：“你们发展太

快了，没想到发展这么快。”

他问我：“村民住的是哪些楼房？”

我指了指说：“这些高楼就是。”

习近平同志到我们办公室，在屋里转了转，看到每张介

绍旧村改造过程的照片都很高兴、很满意。他又看了办公室

的陈列，其中有些他很熟悉，上次来的时候见过。

他说：“你们搞得很好，一定要坚持。”

习近平同志了解了旧村改造的基本情况，到办公楼各个

房间都转了转，又看了滹沱河改造的规划图纸，说了不少技

术问题。

他看了我们村规划的图纸。我介绍说：“2012年，农业部给

我们搞了规划，整体作了个设计。农业部包了我们村庄，我们

成了对口单位。每年都会有一个副部长下来指导工作。”他听

了之后说：“这个规划很好，就不要再动了。”我说：“好的，我

们严格执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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