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蔡是一方神奇的土地，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历史源远流长。悠悠
岁月中，上蔡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中原大地。沧海横流，大浪淘沙，
在政治历史变换更迭中，这里上演了
一幕幕刀光剑影；烽火狼烟征戈杀伐
中，这块土地又经过了多少岁月的变
迁。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河流，追溯到
上古的伏羲氏时代。蔡地名字的由
来源于一种叫蓍草的植物，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解释说：“蔡，草也。”蓍
草是蔡地独有的一种植物，根粗枝
茂，一根百茎，尾若凤翔，叶绿花紫，
芳香宜人。传说蓍草是一种灵草，又
叫阴阳草，可以驱凶辟邪，古人多用
来占卜。传说人类的始祖伏羲氏曾
用蓍草画卦，于是就将蓍草的生长之
地命名为蔡。

周武王灭商之后，建立周朝，史
称西周。随着疆域的扩大，西周为了
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巩固周
朝政权，开始实行以周王室为中心的
分封制度。周武王将王室、功臣以及
商朝的旧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
立诸侯国。周武王的五弟叔度被分
封到蔡地，建立蔡国，并建都于蔡（今
河南上蔡）。周武王又将三弟叔鲜分
封到管地，建立管国。与此同时，周
朝又把商纣的儿子武庚分封到殷，去
管理商朝的遗民。当时武庚对刚刚
建立的西周王朝也只是表面臣服，因
此周武王对武庚十分不信任。尽管
周武王已经将蔡叔分封到蔡地，但蔡
叔并没有被派往封地，而是同管叔鲜
以及八弟霍叔处等三人一起被周武
王派到殷，去做武庚的监国，名为辅
佐武庚，实为监督其言行。

周武王死后，武成王继位。由于
成王年幼，周武王临终前将成王托付
于四弟周公旦，遗命周公旦暂且代替
武成王摄政，管叔鲜对此心怀不满。
周成王二年（公元前 1041年），管叔、
蔡叔和霍叔三人扶持武庚发动叛乱，
史称“三监之乱”。

蔡叔度的儿子胡在蔡地听到父
亲起兵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和痛
心。胡为人宽厚仁慈，一直克己修
身、安分守己，遵循祖宗遗训，对周王
室忠心耿耿。胡认为父亲叛乱不会
有好下场，坚决与父亲划清界限，不
与蔡叔同流合污。

周成王四年（公元前 1039 年），
周公旦以平王的名义派兵东征，叛军
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周公平定，管叔
和武庚兵败被杀，蔡叔和霍叔被俘。
蔡叔被俘后，悔恨交加，后悔当初受
管叔怂恿，周公旦将蔡叔度流放到蔡
地的郭邻（今河南上蔡故城西北蟾虎
寺一带），将霍叔废为庶人，三年不许
录用。蔡叔度被流放的时候，周公旦
只配给他十辆乘车和刑徒七十人相
随。秋风萧瑟，蓍草萋萋，蔡叔在流
放之地受尽寂寞与饥寒之苦，每日里
悔恨交加，最后在郭邻郁郁而终。

在“三监之乱”中，胡没有同父亲
同流合污，胡的德行得到了周公旦的
欣赏。蔡叔度死后，胡被提拔做鲁国
的卿士，辅佐周公旦的儿子鲁公伯
禽，胡在鲁国恪尽职守，后因其功绩
卓著被武成王再次封于蔡，此为蔡二
度受封，历史上又称胡为蔡仲。

西周分封之后，诸侯之间连年混
战，蔡国也卷入春秋的纷争之中。春

秋初年，蔡国曾经与鲁、宋联盟，一起
讨伐郑国。一时间金戈铁马、狼烟四
起，小小的蔡国也在战争的铁蹄下惨
遭蹂躏。

公元前 648年，意欲称霸中原的
楚国利用蔡国和息国矛盾，兵临蔡
国，俘虏了蔡哀侯。蔡哀侯被扣楚国
九年，最后客死楚国。楚国一度服
蔡，蔡国被沦为楚国直接压迫的对
象。

蔡景侯四十九年（公元前 543
年），蔡景侯为太子般向楚国求亲，
蔡、楚联姻。荒淫好色的蔡景侯垂涎
楚女美色，于是故意支开太子般，将
儿媳占为己有。太子般闻知大怒，手
刃蔡景侯，然后自立为侯，史称蔡灵
侯。

公元前 531年，楚国借口蔡灵侯
弑父篡位，讨伐蔡国，楚国一度灭
蔡。三年后，蔡平侯复国，将都城迁
往古吕国地，因这里不是原来的故
都，于是就将新都命名为新蔡。

公元前 506年，蔡国曾随吴国讨
伐楚国，攻入郢都。公元前 493 年，
蔡国为楚国逼迫，迁都州来（今安徽
凤台），后来将州来改为下蔡，因此将
原来蔡的故国更名为上蔡。

蔡国又经过五世，公元前 447
年，再次为楚国所灭，蔡国最终沦为
楚国的土地。③2

李桥清真寺，天中伊教之发端，社
头常重本、常重根、常重义、常重信、常
重五创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建
筑年代在全省排名第六，初为草房，俗
称“草寺”“常寺”，位于今新蔡县城西
南三百米处。

元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上遣
回回万户入新蔡，遵先祖旧制教习炮
法，即在今天的新蔡县李桥清真寺附
近驻军屯垦，致该处回族人口大增。
元顺帝三年（1330年）正月初七，常重
五之子常六六诞有一子，因适逢立春，
取名常遇春。元至顺四年（1333年）六
月，两淮大旱，民不聊生，常遇春随家
人乘过往商船之便，沿洪河顺流而下，
逃荒要饭，流落于淮北怀远县。“自幼
勤习武，善骑射，膂力过人。”稍长，入
伙绿林刘聚。见刘无大志，乃于元至
正十五年（1355年）四月归附朱元璋反
元义军。在采石矶大战中崭露头角，
一战成名，深得朱元璋器重。之后，横
扫天下，所向无敌，号称“常十万”，封
鄂国公，成为红巾军杰出将领、明朝开
国大将。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感念
常遇春等回族将领“十回保一朱”之
功，御制《回辉教百字赞诗》，赐予各
地清真寺。洪武二年八月，常遇春在
北征途中不幸暴卒柳河川，年仅 40
岁，归葬金陵，追封开平王，谥号忠
武，配享肖像功臣庙第二。明万历四
十一年（1613 年），常寺迁于现址李
桥码头南岸重建。清嘉庆八年（1803

年），重修。
李桥清真寺占地十多亩，原有礼

拜殿三间。大殿南侧有水房三间，北
侧有讲堂三间，殿前有月台，左右植有
香花异草和四棵挺拔的大柏树。礼拜
殿直对山门，是一条用花砖和彩石砌
成的“八卦乾坤路”，路面有八卦图、仙
人钓鱼、扒砖琉璃井、古币莲花盆、阴
月吃阳月、太阳和月亮等图案。抗战
期间，曾在此开设回族子弟学校，在大
殿南侧新建教室三间，北侧新建教师

住室六间。1944 年 6月，汝南再次沦
陷，河南第八行政公署迁于李桥渡口
北岸中心小学内，与清真寺隔河相
望。1947 年 8月下旬，刘邓大军南下
路过此地，相传刘邓首长曾在清真寺
吃过午饭。

1953年，经信阳行政公署批准，首
设李桥回族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真寺遭到
破坏，月台被扒掉，山门两侧的大理
石刚察兽和大殿上的鸟兽脊饰被打

烂。1958 年，常遇春等人捐款纪念
碑、捐地乜贴碑被拉走砸毁。1975
年 8 月，清真寺遭受特大洪灾，大部
分房屋倒塌。现仅存门楣刻有“天方
遗典”的山门一间，明洪武八年（1375
年）五月刻立的朱元璋御赐百字赞碑
（是全国仅存的四块同类碑刻中最完
整的一块）和清代重修清真寺碑记各
一通，树龄七百多年的明代银杏树和
树龄一百三十多年的清代侧柏各一
株，刻有朱雀、蓝鸟花纹的汉白玉抱
鼓石门当一对。

1985年 7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
恢复李桥回族乡；1987 年 12月，改为
李桥回族镇。随着上级对民族乡镇的
扶持力度逐年加大，李桥清真寺的恢
复重建列入议程。

1993年，在当地回族群众的共同
努力和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寺重
建砖混结构平顶大殿三间，2012年被
列为新蔡县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4年被列为驻马店市第二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以来，在有关部门亲切关怀
和杜培龙阿訇多方争取及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下，筹资一百六十万元，翻建高
台式仿古大殿五间，建筑面积四百多平
方米，并重修了山门和院落。

李桥回族镇现有李、马、张、姚、
吴、杜、李、辛、蒋、潘、方、海等姓氏回
族六千多人，其中常姓约占 70%。李
桥清真寺仍是该镇回族同胞的主要礼
拜地。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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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桥清真寺院景。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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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泌阳，不少人知道其得名于
泌水。泌水古称比水或沘水，所以不
同历史时期，泌阳也称比阳或沘阳。
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比阳”条注
引：“应劭曰：比水所出，东入蔡。”曾
在东荆州刺史任上做官比阳的郦道
元在《水经注》中说：“比水出比阳东
北太胡山，东南流过其县南，泄水从
南来注之，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
据康熙《泌阳县志》记载，郦道元所说
的比水发源地“太胡山”即“大湖山”，
在“县东北七十余里，泌水出焉”“上
平衍有泉，大旱不竭，谓天池也。上
有古风洞”。“大湖山”就是今天的白
云山。“泄水”即发源于“县南三十里
盘古山”的蔡水，“西北流注于泌，今
人 伪 呼 为 田 市 河 ”，现 在 又 称 甜 水
河。《水经注》说比水“南入于淯”，

“淯”即“淯水”，就是今天南阳最后注
入汉水的白河。张衡《南都赋》所谓

“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旷
荡，下蒙笼而崎岖”，指的就是“大湖
山”，又称“天封山”。

泌阳因比水得名，而比水的由来
则与被商纣王“剖视其心”的比干有
关。比干是商朝商王文丁之子，幼年
聪慧，勤奋好学，20 岁就以少师辅佐
哥哥帝乙。帝乙去世，他接受托孤之
重，辅助帝辛。帝辛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暴君商纣王。比干主张减轻赋税
徭役，鼓励农牧业生产，但纣王帝辛
却穷兵黩武，主张开疆拓土，攻打徐
国时屡败屡战，搞得民不聊生。比干
劝谏纣王先休养生息，而后再兴兵征
伐，纣王不听。由于连年战争和新掠
土地上的民众反抗，纣王不得不横征
暴敛，滥用重刑，一时怨声载道。因
为屡次劝诫无效，比干决定以死相
谏，说：“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
非 勇 也 ，过 则 谏 不 用 则 死 ，忠 之 至
也。”这话一说，商纣王坐不住了，就
问他凭什么可以这么硬气，比干说：

“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王更生
气，就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
诸乎？”要看看比干的心有没有七窍，
64 岁的比干就这样被侄子给剖心杀
害了。

比干生活在北方的商都朝歌，似
乎不可能到过今泌阳。他的封国比
国的具体位置典籍虽然没有明确记
载，但学者们大多认为古代“比”“庇”
两字同音通假，《今本竹书纪年》记载
的“祖乙八年，城庇”的“庇”，就是比
干封国所在的位置。祖乙即商中宗，
名滕（一作胜），是商朝的第十三任国
王。他在位时屡迁国都，从相（今河
南省内黄县）到邢（今河南省温县刑
丘），再到耿（今山西省河津市境内），
因河水泛滥，再到庇才定居下来。庇
作为商都经历了五王七十余年，直到
商顷王南庚复迁往奄。当代学者陈
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认为：“祖乙再
迁之‘庇’，当在鲁境，西邻于奄者。”
而 岑 仲 勉 在《黄 河 变 迁 史》中 则 谓

“庇”即“邶”，也就是“比”：“‘邶’实以
在北方而得名，唯其居在朝歌的北
方。”从祖乙的活动足迹一直在黄河
流域，“庇”无论在哪，都不可能在今
天的泌阳县境。而宋罗泌在《路史·
国名纪丁》“比（沘）”国条却说“比干
国，今唐之北阳有沘水”。这里的“北
阳”就是“比阳”，也就是今天的泌阳，
罗泌将比干之国与泌阳联系在一起。

关于泌阳比国，当代学者何光岳
认为“周灭商后，武王既封比干之墓，
则其裔比国亦当存在，不过在周初已
南迁于比阳，汲县原地已于成王时封
于卫康叔了”。正是因为比干后裔迁
到今天的泌阳县境内，居地之水才称
比水、沘水，泌阳才称比阳、沘阳。出
土文物周初《比簋》《比作伯妇簋》，周
中期《比甗》都是比国的青铜器。根

据《吕氏春秋》“齐令章子与韩、魏攻
荆，荆使唐蔑（即‘唐昧’）将兵应之，
夹沘而军”，以及《史记·续表二十二·
楚怀王年表》中“二十八（年），秦、韩、
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今泌阳
县付庄乡）”的记载，学者普遍认为泌
阳比国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楚怀王
二十八年（公元前 301 年）为楚国攻
灭。比国“后裔有的成为楚国臣民，
有的向南逃入南蛮之地。土家族有
一支称其先民为‘毕兹卡’，疑即‘比
氏家’之古音，或系比国的后裔”（何
光岳语）。

历史上的比阳、沘阳古城与比干
后人所建比国故城，在今天泌阳县城
内的古城村，遗址南北长 350 米、东
西宽 560 米，为高出周围 3米~5米的
长方形台地，占地 0.196 平方千米，也
是北魏东荆州、西魏淮州、隋唐显州、
淮安郡和唐代唐州故城遗址。《资治
通鉴》卷一百三十六《齐纪二·世祖武
皇帝上之下》记载：“桓天生引魏兵万
余人至沘阳，陈显达遣戴僧静等与战
于深桥，大破之，杀获万计。天生退
保沘阳，僧静围之，不克而还。”胡三
省注称：“汉沘阳县属南阳郡，应劭曰
沘水所出。魏太和中置东荆州于沘
阳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沘阳县即州故
城。《九域志》沘阳县在唐州东北七十
五里。”另据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
编》卷二百七《岳侯传》记载，绍兴六
年，岳飞派王贵、董先、傅选等领兵骑
二万与金帅乌珠、伪齐刘麟及其大将
贾潭、商元、崔皋、李成、孔彦舟、王爪
角等转战于唐州北阳、牛蹄（1951 年
板桥水库修建后淹没于湖底）、白石、
何家寨等地，一直追到蔡州遂平县打
败了伪齐军队，最后岳飞收兵“权暂
屯比阳歇泊”。这里的“比阳”，就是
今泌阳县城内的古城村比阳故城。

比阳县位于比水之阳，置于西汉
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到元至元
三年（公元 1266 年），“以民力不及”，
废为毗阳镇，前后存在 1400 多年。
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比（沘）阳令长，汉
代有见于《后汉书·鲍昱传》的比（沘）
阳长鲍昱，见于《欧阳修全集·后汉北
军中候郭君碑跋》的后汉比阳长郭仲
奇；两晋至唐有见于《晋书·薛兼传》
的比阳相薛兼，见于《北魏幽郢二州
刺史寇使君墓志》的北魏沘阳镇将寇
臻，见于《梦溪笔谈》卷二十《神奇》所
载的唐天宝年间医博士摄比阳县令

朱均施，以及见于《全唐文补遗（千唐
志斋新藏专辑）·大唐朝议郎行定州
安平县上柱国公士任府君（乂）墓志
铭》的比阳县令任乂，见于 2011 年出
土《唐故先府君河南尹达奚公（珣）墓
志铭》的达奚珣父亲唐州比（沘）阳令
达奚闻恭和《缪荃孙全集（金石）》文
字目所载的在龙门造像的后唐卫州
共城乡县人苏鋗的父亲；宋金元令长
有见于《全宋文》第七十八册《乞召朱
绂赴阙奏》的比（沘）阳县令朱绂，见
于李廌《唐州比阳县新学记》的进士
阎誉（字师文），见于《全宋文》第一百
九十六册《衡州太守高大夫行状》的
比阳县令高世史，见于《金史·纳合蒲
剌都传》的比阳令蒲剌都和出土《宋
故渠州邻水县令赠太常博士吴君墓
志铭》中的生活于宋末元初的墓主人
妹夫比阳县令李鹏。在比阳县封侯
封爵的，有西汉（新）比阳王王匡、东
汉刘秀孙女（废太子、东海王刘强女）
比（沘）阳公主、比（沘）阳侯邓康、北
魏比（沘）阳男达奚库勾、后魏定州刺
史比（沘）阳公庞雅（庞晃祖）、周骠骑
大将军比（沘）阳侯庞虬（一作风，庞
晃父）、隋比（沘）阳公庞晃等。

宋代徽宗朝进士、比阳县人蔡安
强，性识精明，材猷通敏，宣和七年五
月以左宣教郎充点检试卷官，历仕左
奉议郎、京西路转运判官兼提刑提举
茶盐等公事，直秘阁、知襄阳府兼安
抚使，是可以查证的比阳闻人。《全宋
文》收录有他的《乞选诸王子孙补环
卫官袭封公爵奏》《旧藏兰亭叙》。金
人释可道（香岩可道上人）籍贯不详，
是否是比阳本地人不得而知。他长
期修行于比阳僧舍，写有《题比阳道
边僧舍》诗：“山头翠色僧房静，山下
红尘客路长。五月行人汗如雨，岂知
高处有清凉。”是《金史》有传的马定
国的六位师友之一，也是当时的一位
名人。

因比干后人迁居而得名的比水，
是以国为姓的比氏后人的根脉所在，
也是今日泌阳历史文化的标识。明
代泌阳进士陈民志写有《暮春游泌
水》诗：“城南春尽见飞花，细草平沙
一望赊。近水云霞淮海势，隔邻烟火
野人家。桥边柳色流莺啭，郭外钟声
古寺斜。吏隐偶从休浣得，马蹄何惜
踏青沙。”泌阳举人焦希程《赠张小鹤
少府》诗中，也有“即看千仞朝翔去，
沘水长留蔽芾春”之句。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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