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3月7日A11版)郭威在全国开
展反腐倡廉，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不
管皇亲国戚，还是朝廷重臣，只要侵吞国
家财物、危害人民利益者，就毫不留情、
一律治罪。比如，户部尚书张昭、左谏议
大夫李知损、供奉官武怀赞、唐州方成县
令陈守愚等，轻则革职为民，重则杀头正
法，绝不迁就姑息。

郭威在历史上被人们称道的另一件
事，是他极力主张薄葬。广顺二年十一
月，他在敕文中说：“先王垂训，孝子因
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
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
力。”（见《五代会要》）。郭威认为，丧葬

贵在虔诚，孝子尽心即可，并非厚葬才是
孝贤。

公元 954年，郭威病重，屡医不愈，
他自知辞世不远，便把柴荣及宰相范质、
枢密使王溥叫到床前，安排后事说：“我
若不起此疾，你们速治山陵，不得留滞殿
内，陵要从俭，缘山而建，要出费雇用工
匠，不得差派百姓。棺椁要用砖瓦，寿服
要用纸衣，随葬之物一切从简。”他在病
危时，还叫人写了一道圣旨，上书六个
字：“瓦棺纸衣简葬”。驾崩后葬于新野，
被誉为历史上最廉洁的皇帝。

周世宗柴荣

柴荣，邢州尧山柴家庄人（今隆尧东
山南村），周太祖郭威养子，圣穆皇后柴
玉娘之侄。公元954年，郭威驾崩，柴荣
继位。

柴荣，史称五代第一明君。他继位
后，首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郭威在位时
颁发的各项政令。显德元年三月，柴荣
颁诏申明：“先帝出震安时，膺乾启运，改
相仍丧乱之辙，造勃兴开泰之邦，俭静其
身，宽兹于物。寒耕热耨之苦，常念三
农。宵衣旰食之勤，不忘万物。”他对违
反规定，横征暴敛，侵害百姓的官员严惩
不贷。柴荣经常告诫官员：“夫国以民为
本，本立则国家安。”他还推行了均定田

租、减轻赋税、兴修水利、重视农桑等许
多利民惠民的政策措施。

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战乱不止，田
园荒芜，民不聊生。柴荣即位后就立下
雄心壮志，决心实现国家统一，开创太平
盛世。《中国皇帝全传》中说：“柴荣的雄
才大略，文治武功，在五代所有皇帝中是
首屈一指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封建
皇帝中，柴荣也算是一位极为杰出的政
治家和军事家。”有诗赞曰：“践祚龙廷改
弊端，唯才是举任群贤。轻徭薄赋民心
向，赏罚严明吏政廉。南伐北战征域土，
金戈铁马定中原。壮志未酬身先死，一
代英魂鉴世间。” （下）

尧山父子站潮头 苏密山

yihaiwenlin

沙河地处东太行，
历史悠久岁月长。
刀耕火种部落聚，
章村陶器启文章。
老子修行广阳山，
道德经传灭野氓。
开皇十六设县制。
武德元年州温阳。
湡水淙淙润大地，
物产丰富尽宝藏。
太行巍巍写春秋，
松涛阵阵百花香。
人才辈出似繁星，
史册辉煌放眼量。
秦王高宗风云会，
文谦朱裳美名扬。
刘邓大军抗日寇，
红旗漫卷慨而康。
中央领导常关注，
田舍话语暖心房。

干群聚力创新业，
舰载民心启新航。
交通便利如棋布，
通讯发达织天网。
工业实力震京津，
科技成果领邢襄。
玻璃华夏数第一，
财政收入三十强。
城市建设刮目看，
文化旅游绘画廊。
农业生产日月异，
林果景象年年昌。
仁政廉政两手抓，
整腐反贪在路上。
青山绿水待时治，
天人合一呈吉祥。
不驰空想行致远，
不鹜虚声勇担当。
神州同圆中国梦，
干群共进奔小康。

沙河颂
秦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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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一悦

生长在鱼米之乡的江苏
太仓，明朝嘉靖年间大学士
王世贞却在遥远的河北邢
台，与另一位文坛翘楚李攀
龙，联袂上演了一幕幕才情
卓著的邢州诗酒佳话。

说起王世贞的家事，可
谓源远流长。他的远祖居然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代簪缨
的琅琊王氏余脉。王世贞的
祖父王倬，成化十四年进士，
仕途终极官职是南京兵部右
侍郎，是弘治正德年间名臣。
父亲王忬，嘉靖二十年考中进
士，是总督蓟辽的右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也是
嘉靖年间的名宦。

魏晋南北朝、唐宋、大明，
岁月在漫漫和无声的打磨中，
王氏家族在朝代的更替和诗
书的耳濡目染中，渐渐形成
了自身刚毅、上进、友善的世
代家风。

深 受 家 风 熏 陶 的 王 世
贞，也将优良的禀赋和性情
宣泄得淋漓尽致。史料记
载：“世贞恃才傲物，数积忤
于权相严嵩子世蕃。值忠臣
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论死，世
贞又驰骑往营救且接济其
丧，严嵩父子大恨之。”

水乡泽国里润泽而出的
王世贞，竟然是这样疾恶如
仇、爱恨分明、忠肝义胆的铁
血书生。权相严嵩他不惧，
宰相张居正他也不怕，只要
是谁迫害了忠良，只要是谁

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王世
贞 总 会 拍 案 而 起 ，为 民 请
命。这个江南大才子分明是
个齐鲁国士或燕赵侠客。齐
鲁好诗文，燕赵好酒剑，这些
深深的地域元素，也在冥冥
中与他形成不解之缘。

早 于 王 世 贞 在 刑 部 任
职，后又外派到直隶顺德府
担任知府的李攀龙，在京城
与他结成了致仕和为文的共
同理想。

出于对明朝文坛浮躁枯
浅文风的共同认识，以及施
政和志向的相同，李攀龙与
王世贞等七人结成明朝文坛
的“后七子”，力图革新和开
创文坛的新气象。

李攀龙于1553年到任顺
德府知府，3年的任期内，王
世贞在刑部担任员外郎和郎
中。在赴山西等省处理刑事
公务时，每次路过邢台，王世
贞都会单独或邀约其他后七
子成员，在李攀龙的私邸欢
愉一聚。除了对时局的评判
与对文学的探讨，饮酒赋诗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李攀龙喜爱济南家乡的
“秋露白”，这是一种略微淡
雅的高粱酒。不但爱饮这种
酒，他还会与妻妾在顺德府
的官邸自己酿制一点家乡老
酒来慰劳士卒。李攀龙的姬
妾还练得一手腌制酱瓜的手
艺。邢州历来出产高粱老
酒，质地浓香而回味无穷。
远地路过而来的王世贞和其
他诗友，自然会细细品味顺
德府老酒的芬芳味道。

在挚友和楷模李攀龙的
私邸或清风楼上，江南才子
王世贞早已忘记自己不甚强
大的酒量，跟诗友们频频把
盏言欢。顺德府高粱美酒在
他的感受中，变成一种慷慨
豪放的燕赵之气，是豫让的
豪气，也是荆轲的张扬。仕
途的羁绊、世事的无常在邢
州陈酿的润泽中，都渐渐变
成这种燕赵书剑之气的附
属。“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
饮者留其名。”

正是由于李攀龙来到了
顺德府，才使王世贞的诗词
更加丰富多彩了。王世贞与
李攀龙的唱和，与“后七子”
朋友在邢台寄情山水写下多
篇赞美邢州大地的诗文。如
李攀龙与王世贞同登太行雄
关黄榆岭，两人用诗词表达了
对壮美太行的赞歌。李攀龙
写道：“千峰郡阁望嵯峨。此
日褰帷按塞过。落木悲风鸿
雁下，白云秋色太行多。山连
大陆盘三晋，水划中原散九
河。回首蓟门高杀气，羽林诸
将在横戈。”王世贞也用七律
进行唱和：“太行无际碧天愁，
榆塞褰帷万古收。紫气东盘
沧海出，黄河西抱汉关流。櫜
鞬忽动双鸿暝，刁斗频敲万马
秋。薄伐到今仍列戍，教人无
奈说并州。”

李攀龙与王世贞在另一
次邢州相会中，于府衙前郡
楼清风楼上宴请友人，席间
唱和诗文，其中有一篇李攀
龙《郡楼诗示元美》：“使君杯
酒郡城楼。倚槛高临落日
愁。河朔浮云连巨麓，太行
春雪照邢州。自怜叔夜常多
傲，无那相如故倦逰。画省
少年人所羡，风尘岂亦念淹
留。”

而王世贞和诗写道：“使
君杯酒一登楼，倚槛萧条木
叶愁。不尽天风吹大陆，何
来岳色满邢州。匣中星动双
龙夜，柝里寒生万马秋。为
问郡曹诸记室，几人能并李
膺游。”

这些格律严谨、境界高
远的诗词佳作记录下王世贞
与李攀龙两人在顺德府的君
子情谊，也充分表现出两位
大诗人对邢州大地的无限恋
怀和感慨。

王世贞的邢州诗酒佳话
翟利军

史海存真 邢台印记

（接2月28日A11版）
古刹春游

旧城东北始初唐，
气势崇宏美誉扬。
占地面积圩市亩，（1）
中轴线上五佛堂。

钟离寺院题诗壁，
振撰真书刻塔墙。
稀世巨钟鸣百里，
暮烟缭绕唪经忙。（2）

注：（1）圩：五十。（2）唪：高声念诵。
宫墙柏影

古柏森森数百丛，
儒学绛帐聚书生。
参天黛色霜皮雨，
崇峻宫墙唪诵经。

殿庑通宽呈雅伟，
渊泉活水筑凉亭。
邢州圣地扬天下，
孔庙悠悠享盛名。

雉堞荷香
明朝万历卧牛城，
杨柳周围瓮二重。
池内鞭蕖开绚丽，
露滴荷扇亮晶莹。

层楼上起砖石固，
泉水东流鸟雀鸣。
夏季花香传百里，
人如潮涌赏芙蓉。

龙岗霜月
石勒时期赤旱闷，
龙腾而起雨降临。
南绵五里如龙卧，
北厚三寻似虎奔。（1）

伫立城头霜覆岭，
妙观远处雪披银。
蜿蜒蠕动云涛护，
迥异风光史册存。

注：（1）寻：古代长度单位。
檀台烟雨

烟雨之朝故土丘，
沧桑岁月卧神牛。
大牢头首千年举，（1）
郊野荒林百姓忧。

柳枣榆槐杂果树，
山峦岗岭古邢州。
赵成侯者檀台筑，
魏献荣椽载百秋。

注：（1）大牢：牛的别称。

顺德十二景
赵子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