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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春保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
道内，完整地珍藏着190块定名为
《乾隆石经》的石碑。《乾隆石经》所
刻经文为：《尚书》、《周易》、《诗
经》、《周礼》、《仪礼》、《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
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儒
家13部经典著作。所以，《乾隆石
经》又称《十三经》，共63万字。整
个碑文为康熙年间江苏金坛恩贡
生蒋衡手书，蒋衡从雍正四年
（1726）至乾隆二年（1737）历时12
年，才大功告成。乾隆五十六年
（1791），乾隆谕旨以蒋衡手书的
《十三经》为底本，刻石太学，3年后
石刻而成。《十三经》其规模之巨，
书艺之精，实令世人惊叹。

蒋衡（1672-1743），金坛朱林
人，又名振生，字拙存，号湘帆，又号
江南拙叟，谭老布衣，清代著名书法
家。蒋衡作为康熙朝贡生，曾两次被
授教谕，但其坚辞不赴，一生勤于书
法艺术。蒋衡的祖父蒋鸣玉、伯父蒋
超、父亲蒋进对儒家经学都有一定
研究，且都精通书法。蒋衡幼小时就
受家学影响，刻苦临摹祖辈的书法。
少年时，蒋衡拜大书法家杨宾为师，
学有所成。杨宾曾夸其说：“湘帆十
五岁从余学书，今小楷冠绝一时，余
不及也。”因此，蒋衡年轻时书法就
远近闻名，求索者甚多。由于杨宾精
于鉴定碑帖，对蒋衡影响很大。蒋衡
成年之后，为追根溯源，曾游历关中
观古碑，西入秦关探石刻，足迹跑遍
大半个中国。他一生临摹了晋唐以
来的名家碑帖 300余种，刻成《拙
存堂临古帖》28卷。
《十三经》是春秋、战国至西汉

初期的儒家经典，记载了夏、商、周
以来的我国古代历史、哲学、诗词和
典章制度。作者主要是孔子及其弟
子和传人。蒋衡用了12年的时间
书写，在其死后50年，被石刻而成
《乾隆石经》，乃祖国文化艺术宝库
中的稀世珍品，集中反映了蒋衡的
书法艺术成就。

蒋衡游历关中在西安观赏碑林
时，发现唐代《开成石经》出于众手
杂书，文多舛错，既失校核，又杂乱
不齐，难以作为历史文化留存。于
是，他决心自己用楷法，重新书写
《十三经》。雍正四年（1726），钦授
蒋衡为六安州英山县教谕，为了完
成书写《十三经》的宏愿，蒋衡自称
才疏能薄，不足以为人师表，力辞不
赴。一人在江皋借得一席僧舍，开始
书写 《十三经》。雍正十二年
（1734），《十三经》已书写成大半，
谕旨又令其赴任。蒋衡坚持以老、病
为由求免，并抱病亲至官署求情。他

在《上两江总督赵公辞鸿博书》一文
中，说自己年轻时“曾见唐宋元明名人
墨迹，微有会心。妄效昔人黄山谷、赵
吴兴、董华亭诸公俱写《法华经》”。因
此，以禅室杜门，足迹不入城市，甘与
一二沙门为伴，每天仅吃菜羹蔬食，希
望能让其完成书写《十三经》的心愿，
虽死无悔。同时，蒋衡还给这位两江总
督赵公献上自己书写的屏条 12幅，
临摹的《增广圣教序》1部，以及《书法
论》杂著2卷，终于感动了总督大人。

直到乾隆二年（1737），整整花费
12年时间，蒋衡手书的《十三经》大功
告成。乾隆五年（1740），扬州马曰琯
出钱把蒋衡书写的《十三经》装潢成
300册50函，由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呈
送给乾隆皇帝御览。乾隆见后，甚为高
兴，下旨将蒋衡书写的《十三经》收藏
在大成懋勤殿，特授他为国子监学正，
但蒋衡并没到职，不久后病故。等到乾
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特旨钦命和
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
元瑞为副总裁，并派出金工松等8人
随同校勘，然后将其“刊之石版，列于
太学”，定名《乾隆石经》。经文全部刻
石189块，后加“谕旨”告成表文1
块，合计190块，3年之后，石碑刻成，
乾隆下旨以墨拓本颁行各省，此时，蒋
衡已去世50多年了。

蒋衡以楷书见长，《十三经》主要
师承欧、褚两家，楷法工整，结构稳
称，布局协调，媚润透逸。字势左敛右
展，寓险于稳，严谨中有活脱随心之
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里把蒋衡的
楷书列为“佳品”。蒋衡在书法理论上
也有独到见解。他在《蒋氏游艺秘录》
中说：“临帖须运以我意，参昔人之各
异，以求其同。如诸名家各临《兰亭》，
绝无同者。其异处各有天性，其同处
则传自右军，以此求之，思过半矣。
又，正书用行草意，行草用正书法。学
褚求其苍劲处，学欧求其圆润处，以
怒张木强为欧，绮靡软弱为褚，均失
之。夫言者心之声也，书亦然。”这段
话，可说是蒋衡一生学书经验的宝贵
总结。蒋衡的著述很丰富，包括《易卦
私笺》、《拙存堂题跋》、《书法论》、《拙
存堂诗文集》等等。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乾隆石
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加之这样规模
宏大的碑刻，在我国书法史上实属罕
见。蒋衡的“艰苦劳动”和如痴欲狂的
创作热情，为其赢得了流传千古的身
后名。《乾隆石经》原藏于北京国子监
东西六堂，1956年修国子监时，将它
移至北京孔庙东夹道内。1988年北京
孔庙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后，对
碑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整理，于
1992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作者供图

党城，一座消失的古城
古村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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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坚

说党城是一个村，溧阳人也许都知道；
但如果说党城是一座城，恐怕没人知道或
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一直想到党城作一次深入的采访，这
不仅仅是因为党城不像村名，更因为宋代
编纂的《景定建康志》有“党城，在溧阳县东
十五里，周一百五十步”的记载。党城为古
代溧阳三个被废弃的古城之一。

出溧阳城向东约六公里，党城的村牌赫
然立在路边。如果继续向前就是宜兴地界。

眼前的党城全然没有城池的气势，只
有普通村庄的平凡。

100多户人家的村落，在老村中只能算
是小弟弟。84岁的村民张小洪，为我悠悠地
揭开覆盖在党城历史上的层层面纱，党城
的历史旧貌也渐渐地在眼前清晰起来。

党城是城吗？
老人肯定地回答道：党城是城，应该是

土城。接着老人为我讲述了党城的特点。
党城是这一带地势最高之处，四周环

水，约200米见方（60亩左右）的古城有四
条河围拢着。

我从老人的描述中得知，以前的党城
村只贴在古城的西面，有一条名为神河的
河道将古城隔开。神河上架有木桥，这是进
入党城的唯一通道。老人的孩提时代，党城
内已是冷冷清清、荒凉一片，只有“党城庵”
横卧在四方城内。党城庵横有9间，东西各
有3间厢房。据说党城庵最早为尼姑庵，不
知在哪个年代，来了几个僧人把尼姑赶走，
占庵为寺，并且衣钵相传，香火久长。这一
点在党城庵的房后可以得到印证。在庵的
后墙处，立有许多寿缸（一种陶器的缸，成
腰鼓型，上有盖）。老人说，那是僧人自知大
限已到，于是入缸圆寂，封于屋后。党城庵
起于何朝何代已不得而知，但拆于何年，老
人却记忆犹新：上世纪60年代，村里把党
城庵拆掉后，在其原址修建了党城小学。其
实在民国年间，此庵已作为读书的学堂，并
请来清朝末年的举人、礼诗圩村上的张才
田做私塾先生。

后来村庄一点点向南挤，把村前的那
条神河填平，村庄也就越过河界，伸到了四
方城内。即便如此，今天的党城，东、南、西
三面的河依然存在，被填起的神河两端依
然存在。

老人说现在的村民主要是陈、金、管、
张四大姓氏。陈家是从附近的荡上村迁来
的，金家是李白圩村迁来，管家是从后六村
迁来，相比前三家，他们张家是最晚来此村
的，是他太公时从邻村的礼诗圩村迁来。

我采访了最早来此村的陈家人，83岁
的陈水清。老人说陈家俩堂兄弟在太平天
国运动结束后定居此村，论辈份应该是他
的太公。

以此算来，今天的党城村从1864年算
起，满打满算仅为150年的历史，与古老的
党城历史名称很不相符。带着心中的疑问
再一次问道：村中以前还有其他姓氏吗？

老人思索了一会儿说，听前辈的老人
说，以前此村有姓杨的，太平天国之后就绝
了，现在村的北边还有杨家坟山。

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以前村中有一条
100多米的青石板路贯穿南北，路的中段
有一座三门的石碑坊，再向前就通到神河，
神河有一古老的河埠头，全都是青石筑就，
两侧还有一对状如莲花的“莲花柱”（此柱
用来拴河中之船的）。此村有过大户人家或
是官宦府第？

村里还有“高墙门”的遗迹。那是一座

很古的老房基，年纪稍大的村民都见过。高
墙门其实就是以前老宅的石库门及一垛老
墙。现在地基上巨大的青石块犹在，石铺的
地面犹在，立柱下的石鼓墩及石鼓墩下一
米见方的石台犹在。现在看到的石鼓墩上面
的立柱，只是细小的木柱，与粗厚壮实的鼓
墩石台相比，很不相衬。这是后人在这屋基
上，用倒塌的砖瓦重建的房屋。在此屋内有
一面墙，其下端是用正方型的罗砖贴面。房
屋的主人说，别小看这些罗砖，罗砖朝墙内
的一面都有雕像，这些原先都是老宅的砖
雕。房檐下的滴水瓦当还是原先老宅上的，
每片一滴水瓦当上都刻有十二生肖的图案。

高墙门的真正主人是谁？村上人谁也
不知道，大家推测那肯定是杨家的，而此村
以前也一定是杨氏为主的村庄。村庄的老
宅连同村庄为何突然间消失，而只剩下杨
家坟山一塚？

最大的可能那就是全都毁于太平军的
刀火之下，无人幸免。这样的惨状在溧阳的
村庄中不是唯一，我采访了解到，许多村庄
因拼死抵抗太平军而被屠村。

时代在更替，村庄在变迁，历史也常常
如同缫丝过程中断了的蚕丝，再接上，但却
不是原先那只蚕茧的丝了。村庄的历史被
无情割断，在这前后断层间很难有贯通的
神经和脉络，更难以追溯、挖掘断层前的风
雨沧桑。

管建国，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学校
长，与我说起多年来盘踞在心的几个疑团。
就说党城四周的护城之河就已特殊，而在
四方城河的外围，还有一围四方河。这方围
河东西、南北之长不足1公里，现在东、南、
西三面河流依然，只是北面一两处已被填
成农田；另一疑团是城中泥土的特殊。党城
周边一带的土壤都是“白土头”，但城中高
地却是粘性很重的黄土。以前村里及周围
村民砌房时，都来此挖黄土做泥灰。天长日
久之后，城中高地被刨削下去1米；疑团之
三是离村500米左右处，在原先的芦苇荡
下的泥炭（一种很古老的泥土，可以当煤炭
烧，但火力有限）中，发现过许多十分光滑、
锋利的石刀、石斧。这一点也被村民管伟和
在党城城内的挖掘中得到印证。

管伟和在上世纪60年代时曾在城内挖
掘，在挖到2米多深时，发现了许多城砖般
大小的巨砖。老人说那可能是墓坑砖。不管
此砖是做什么用的，可以肯定的是此砖绝
不是近代的。再向下挖掘时，老人又挖到了
石斧、石刀，还有如红缨枪头一样的石镖等
石器。是青色的，同样是光滑锋利。

石器无言，但我们可以想象到附着在
石器上那沉封而久远的历史。古城无言，但
我们可以想象那段被时光掩埋掉的古老而
荒芜的历史。

党城，是古老之城，应该没有太多的争
议吧，那么此城有多古老？从宋代《建康志》
已有记载来说，起码可以说明三点：一是此
古城在历史上有影响，所以才有记载；二是
此古城在《建康志》上就列入“古城郭”，可
见历史悠久；三是《建康志》只有短短的一
行字，没有更多的记载，也说明古城因历史
久远而未能有更多的文字载录。

岁月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千方
百计、想方设法地把历史掩盖、封存，我们
今天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一鳞半爪、蛛丝
马迹发现过去，从岁月的隙缝中，从历史的
绉褶中发现过去。

党城，一座消失的古老之城。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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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继南

我今年83岁，原来是中学语
文教师。1993年退休，至今已22个
春秋。退休后，我的生活如何来规
划，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没
有去“楚汉相争”，而是找了一件差
事———跑镇上的阅览室。

每次跑阅览室，我总是要让退
了位的黑色帆布包、老花眼镜、圆珠
笔和一本笔记本与我为伴，为我服
务。阅览室在前黄镇南。离我家二里
多，骑助力车相当方便，但我没有这
样做，而是步行前去。这样我可活动
筋骨，疏通经络，还可以沿途欣赏镇

上的繁华景象和田野美景。如此，我也
悠然自得。

阅览室的报纸种类很多，刊物也
有几十种，书籍上万册，犹如知识的海
洋，每跑一次，我总感到受益匪浅。它
告诉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使我紧
随形势，跟上社会的发展，让我心明眼
亮。10多年来，我在此读了小说、散
文、诗歌、曲艺等，只要是自己爱读的
都要读。外国的，我主要读高尔基、康
德、黑格尔、培根等人的作品;国内的，
我主要读《李太白诗集》、《韩昌黎文
集》、《唐诗三百首》，还有四大名著，

《鲁迅选集》和郭沫若、曹禺、老舍等的
剧本，还有侯宝林的相声，以及武侠演
义。读这类书，不但提高了自己的文学
水平，还陶冶了情操。除此之外，我还
读了一些有关保健知识的刊物，懂得
了养生保健的重要，从而进行科学的
保健养生。

阅读弥补了昔日我教 2个班的
语文、做 1个班的班主任，无暇学习
的遗憾。我在阅览室经常目睹一些白
发苍苍的老人，尽管素不相识，可在这
儿，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
“读书人”。“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具

无碍目人”，我以白石老人的诗，来表
达心灵深处的无限感慨。看到他们那
种孜孜不倦学习的情景，就更坚定了
我读书的信心。

在阅览室，我还把重要的新闻及
资料抄录下来，作为写作的参考。我还
从各种风格不同的报刊中博采众长，
汲取营养，寻找灵感，写些豆腐干文
章，有时甚至挑灯夜战。在报刊上看到
自己的作品，那种喜悦之情是任何东
西都无法代替的。

退休以来，我犹如渴望知识的小
学生一样跑阅览室，全身心地投入到
读书写作之中。在我主编的《武南革命
斗争故事》一书出版后，今年1月，我
又出版了10多万字的《奋蹄集》。

耄耋之年的我，思想不懒惰，行为
不懒惰，跑阅览室已成为我的特别爱
好。读书写作让我变得年老体壮，精神
焕发，2012年，我还被评为“武进区十
佳健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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