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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历史故事

文 / 警世钟 整理

这是一个在中国武汉地区广为流传的神
话故事。

这个神奇的传说，特别古老又格外现
代 ；这个动人的故事，颇富民族色彩又极具
世界意义。

在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江夏区和鄂州市
交界的地方，有一处湖泊，名叫梁子湖。古
时候，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遭流放后，曾
路过梁子湖（鄂渚），发出长长的叹息，此
事记载于《楚辞》；今天，梁子湖，因是武汉
美食代表“武昌鱼”的原产地，知名一方 ；但
是，真正让梁子湖名扬天下的，还是相传发
生在一千多年前的这个故事。

一千多年前，梁子湖这个地方，不叫梁
子湖，也没有大湖，属于丘陵地带，这个地
带叫高唐县。有一年高唐县来了个县官，名
叫何海仁，他一上任不做好事，见了黄金白
银就捞，见了美女佳人就抢，见了茶馆酒肆就
钻，直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老百姓背地
里都叫他“活害人”。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府
作恶，百姓就不学好，这一带百姓多数渐渐
变得自私贪婪。但是县城的西北边山脚下，
却有一家好人，洁身自好，始终向善。这家
人里丈夫进京赶考，久无音讯，妻子孟玉红
带着儿子刘润湖，在家侍侯病重的婆婆，打
柴为生，艰难度日。婆婆临终之际，想喝肉
汤，可家道艰难，哪有钱买肉？玉红无奈，
只得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煨了一碗
汤端给婆婆，婆婆喝下不久，含笑离世。

一天中午，高唐县大街上突然来了个
和尚，手里拿一把破雨伞，口里高喊 ：“换
伞了，坏伞换个好伞啦！”人们只当他是疯
子，谁也不理他。后来，和尚看见孟玉红母
子俩站在门口，连忙拱手说道 ：“天马上要
下雨了，贫僧的破伞遮不住雨、挡不住风，
求你广结善缘，换把好伞给我好赶路。”孟玉
红见他可怜，叫儿子将家里的一把油布伞换
给他了，和尚谢过以后，又询问道路，孟玉
红命儿子为和尚引路。儿子刘润湖与和尚走
到县衙门口的时候，和尚指着门口的一头石

头狮子，向刘润湖说了几句话，就不见了。
刘润湖把和尚的话转告了母亲。

第二天，刘润湖一早就去看县衙门口的
石头狮子，一天看了几遍。第三天，刘润湖
又去了，正看得入神，来了个屠户，奇怪地
问 ：“你昨天来看石头狮子，今天又来看石
头狮子，什么名堂？”刘润湖回答 ：“我来看
石头狮子口里会不会流血？”屠户哈哈大笑 ：

“哪有石狮口里会流血的呢？” 当夜屠户杀完
猪后，想起小孩子的话，就把一碗鲜红的猪
血泼在石头狮子口里。

第二天早上，孟玉红母子俩突然神色慌
张起来，拿起铜盆，走街串巷，一边咚咚敲
着，一边大声呼喊 ：“要出大事了，大家快
上山呀，要活命的赶快上山呀……”

人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孟玉红母
子俩一边喊一边说 ：

“三天前，一个和尚告诉我儿说，三天
以后我们高塘县要被洪水淹没，沉入湖底，
具体时间就是县衙门口的石头狮子口里流血
的时候。我儿这几天，每天去看几遍，今天

早上，看见石头狮子真的满口鲜血，大家相
信我吧，快往山上跑呀！晚了来不及了！快
点……快点……带上老人，带上小孩……”

高唐县的人们一听，就炸锅了。
有的聚在一起，商议道 ：“孟玉红一家

是良善人，值得信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
其无，我们还是赶快跑到山上去吧。”他们卷
起铺盖，扶老携幼，夺门而出，往附近的高
山上跑去。

有的呵呵一笑，威胁道：“什么玩意儿，
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到处胡说八道，洪水要
淹没高唐县？灭顶之灾？大劫难？传播谣
言，制造恐慌，当心叫官府抓起来。”

孟玉红母子俩经过县衙门口，看见里面
灯火辉煌，“活害人”还在花天酒地呢。孟玉
红说 ：“儿啊，行善积德，我们喊他们一声
吧。”孟玉红母子说明来意，不料被衙门当差
的连推带搡，赶了出来。

就在这时，突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
大雨滂沱，天崩地裂，几丈高的浪头翻滚过
来，县衙转眼就不见了。一道闪电划过，只

见无边无际的波浪里，整个县城开始崩塌，
下沉……孟玉红母子俩眼看就要被洪水卷
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一片巨大的
荷叶漂了过来，娘儿俩赶紧抓住荷叶边缘，
爬了上去，这荷叶便将母子俩托住了。说来
也怪，任凭洪水如何奔腾肆虐，浪头上的巨
大荷叶不倾不倒，稳如方舟，孟玉红母子俩
因此安然无恙。

从此，高唐县就变成了百万亩湖泊，孟
玉红母子俩坐的那片大荷叶，变成了一个大
洲，“沉了高唐县，浮起荷叶洲”，人们为了
感谢孟玉红母子俩的救命之恩，就将大湖取
名为“娘子湖”，将这荷叶洲取名“娘子岛”。
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将“娘子”慢慢读作
了“梁子”。这就是“梁子湖”名字的由来。从
那以后，这里的人们痛定思痛，弃恶从善，
把这里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礼仪之乡。

今天，在梁子岛上，还矗立着孟玉红母
子俩的高大洁白的石像。一千多年来，梁子
湖的沧桑碧波，满载着孟玉红母子俩慈悲的
眼神，流经 90 里长港，默默汇入中国的万
里长江，继而东流不息，悄然注入联结世界
人民的汪洋大海。

时至今日，当我们漫步在梁子岛上时，
尚能听到这样的传说 ：每逢电闪雷鸣、暴雨
将至之际，在梁子岛的某些地点，人们望向
梁子湖那深深的湖底，还可以影影绰绰看见
那千年前的高唐县的断壁残垣。Ⓞ

寒食清明之礼

古高唐县为何变成了
著名武昌鱼产地梁子湖

文 / 德惠

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地区）
往南几十里有个地方叫“生米渡”

（今南昌市新建区生米镇）。为什
么叫“生米”呢？传说东晋孝武帝
司马曜宁康二年（公元 374 年），
著名道家修炼人许逊白日飞升，
全家人就连家里的鸡犬也跟着升
天了。可是当时他的仆人许大夫
妻二人却非要外出买米，听说许
逊成仙飞走了，连忙往回赶，车
子翻了把米撒在地上，也没赶上
成仙。说也奇怪，散落在地的米
又生根发芽，长出米来，所以叫
“生米”。这儿东邻赣江，有渡
口，所以叫“渡”。此地名承载了
一个因为放不下人间的物质，而
错失成仙机缘的遗憾与教训。

七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
儿又发生了一件奇事。据《夷坚
志 •乙志 •卷五 •异僧符》记载，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 1165
年）三月八日，有一个僧人过
来，对管理生米渡渡口的小吏
说 ：过会儿将有五个带着箱子，
身穿黄衣的人来，千万不要让他
们过河，不然将会有奇祸发生。
然后僧人取出笔来在纸上写了

“三怪字，似符非符”。将纸交
给小吏，说如果阻止不了他们的
时候，就将这纸拿给他们看，说
完僧人便走了。

中午的时候，果真有五个身
穿黄衫的人来，看打扮，他们像
是州府里的官差，每人都背着两
只竹箱，想要登船过河。小吏想
起僧人说的话，不准他们渡河，
五个黄杉人很是气恼，怒骂小
吏，双方僵持着。这时小吏拿出
僧人所留的纸给五人看，他们一
看到纸上的字，便狼狈的走了，

连竹箱都舍弃了。
小吏打开竹箱一看，发现有

五百口小棺材，十分怪异，小吏
于是便将这些小棺材都烧了，又
将僧人留下的纸张传给众人看，
每家每户都纷纷临摹后供奉、祭
拜，“家家图祀之”。就在这年，
江浙地区爆发瘟疫，死者众多，
唯有豫章郡平安无事，后来有
见识的人说那五个黄衫人乃是瘟
鬼，是前来传播瘟疫的。

豫章郡之所以没发生瘟疫，
我想除了高僧的慈悲，留下了三
个怪字或符，带着佛法的力量使
瘟鬼放弃，以及小吏悟性好阻拦
瘟鬼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得知
此事后，能够家家户户都对高僧
留下的字符升起敬仰之心，说明
那里的人对佛法有信心，有敬
意，是值得神佛挽救的好人，才
保得平安 ；反之如果心中都是诋
毁佛法的邪念，对佛法攻击、亵
渎的话，必定会招致灾祸。

今天洪传人间的法轮大法是
真正的佛法，带有无量的慈悲与
威严，就是因为大法洪传走得太
正，太受欢迎，才遭到了邪首江
泽民的嫉恨与迫害，无数人听信
了中共宣传的谎言，心中对大法
充满了恶念，这样的人未来必有
恶报与灾祸，灾殃很可能会以大
瘟疫或其它形式出现。大法弟子
们为了救人，才站出来讲真相，
去掉人们心中诋毁大法的邪念，
使其避免未来的灾劫。请千万不
要误解大法弟子的善心。当年豫
章郡百姓敬仰高僧留下的字符，
得到免于瘟疫的善报 ；今天人们
如果能真心诚意的相信并敬心念
颂“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
将不在各种灾祸的劫数之内，从
而走入未来，得大福报。Ⓞ

文 / 萧玉

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
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寒
食节是晋文公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
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而设置的，距
今已有两千六百四十年的历史。

清明节的起源
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

《历书》上记载 ：“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
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
显，因此得名。”清明一到，气温升
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
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清明节，又称祭祖节、踏青
节、行清节、三月节等，一般是在
公历的四月五日左右，是中华民族
最重要的祭祖大节。始于古代帝王
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
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
而成为固定的风俗。其礼敬先祖的
扫墓祭祖也是中华民族孝文化和重
家庭人伦的体现。

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日期相
近，但习俗不同的节日。到了唐
代，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为一日。唐
玄宗时，下诏定寒食节扫墓为当
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
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
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

《与许京兆书》）扫墓遂成为社会重
要风俗。

清明节时，除了祭祖扫墓之
外，还有踏青亲近自然的传统，使
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
情怀，还融合了春风融融的欢乐
气氛 ；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
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
象。也体现了古人哀而不伤的处事 
态度。

寒食节的起源
寒食节，也叫“禁烟节”，是

在冬至日后的 105 天，家家禁止生
火，只吃冷食。曾被称为中国民间
第一大祭日，也是汉族传统节日中
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苏
轼的《望江南 超然台作》中的“且将
新火试新茶”说的就是寒食节后，
诗人起新火煮茶之事。历史上，虽
有禁断的时候，但屡禁屡兴，绵延
两千余年至今。

寒食节源于春秋时，介子推被
焚于介休绵山。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
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
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
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
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
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
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
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
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
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
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
己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
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
回国做了君主，这就是著名春秋五
霸之一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
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
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
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
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
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
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
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
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
他，已经背着老母躲進了绵山（今
山西介休市东南）。晋文公便让他
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
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

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
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
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
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
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
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
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
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
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
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
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

割肉奉君尽丹心，
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
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
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
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

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
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
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
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
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
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冷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
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
它叹道 ：“悲哉足下。”“足下”是古
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
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
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
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
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
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
样。他敬重地走到柳树前，珍爱地
掐了一下柳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
头上。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带在身
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
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
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
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
非常怀念。每逢寒食节的时候，还 
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
用杨柳条串起来，名为“之推燕”，
插在门的上方，召唤他的灵魂。在 
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 
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 
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到寒食清明， 
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 
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结语
寒食、清明节，不仅仅是祭

祖、春游的节日，两千年来其蕴含
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提醒着人们尊崇
传统文化。为民的忠孝有节，为官
的清明廉洁，如此的话，整个社会
才会有让人感到春风般的暖意，国
家自然也有好的未来。Ⓞ晋文公烧绵山。（绘画 : 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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