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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保国》与定国公
赵永高

众所周知，无论是京剧还是山梆子戏，都有
《大保国》的剧目，其内容是讲明朝爱国老臣徐延
昭，在老王宴驾，新主年幼之际，团结满朝文武，
阻止了李娘娘之父李良篡位夺权的阴谋，歌颂了
定国徐公的保国功绩。那么，这“定国徐公”又与
门头沟有何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戏剧人物与历史人物的
名称问题。《大保国》中的徐延昭，并非历史人物，
所以查阅二十五史人物表肯定查不到。但是，徐
延昭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就
是徐达之子孙——定国公。

好了，既然徐延昭是定国公，那就与门头沟
有关了。定国徐公墓就在门头沟区潭柘寺镇的
鲁家滩村。所以才有当地人如下之说：“定国公
墓里埋的是徐延昭，而且埋的是‘金脑袋’。”为什
么呢？是说墓主人被杀了，没了脑袋，才安的金
脑袋。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朱元璋建立大明，建都南京，封其四子朱棣
为燕王，与大将徐达驻守北京。徐达被封为魏国
公，死后追封为“中山王”。徐达有四个儿子，长
子徐辉祖，居南京，袭魏国公之职。二子徐添福，
三子徐膺绪，一个早亡，一个无记。四子徐增寿，
被封定国公。徐达长女为文皇帝后，也就是朱棣

的皇后，因此，定国公徐增寿就成了朱棣的小舅
子。因燕王朱棣靖难之役，徐增寿在南京被朱允
炆杀头，所以老百姓就说定国公墓里埋的是金脑
袋。

其实，并非如此。鲁家滩定国公墓埋的是第
二代定国公，他叫徐景昌，是徐增寿之子，袭父
爵，正统二年卒，在鲁家滩村建了他的“定国徐公
墓”。对于此事，《明实录》有记载：“正统二年
（1437）七月乙未：以顺天府宛平县京西乡民地
六十余亩，造故定国公徐景昌坟，命有司除其税
粮。”

在鲁家滩定国公墓里还出土过徐延德墓志
铭，说明这“定国徐公墓”是徐景昌家族墓，埋葬
着多代定国公。据《二十五史•明史•徐达传》
记载，从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到第九代徐允祯，
共计11代，其中9代袭爵，2个未袭爵。前边提
到的徐延德系第6代，是正德至隆庆年间深得皇
帝信任的定国公。其妻张氏，封为定国夫人，后
来两次续娶皆被封为定国夫人，死后葬入了鲁家
滩定国公墓。

综上所述，不论《大保国》中的徐延昭是哪代
定国公，其死后都是埋在鲁家滩的。

说到中国军力，很多读者会想起2015
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的“东
风”、“歼十”，想起我国航母“辽宁舰”，想起
近年我国舰艇编队一次次跨海越洋的场
景。中国的繁荣稳定，民族强盛，既要做强
做实经济，更要强劲现代化国防建设。

然而，就在中国迈向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国防建设朝着“陆海空”一体前行之
时，某些西方国家则开始热议中国军力，大
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军力与美、日、
印度等国军力相比到底存在多大差距？真
的对某些国家构成“威胁”了吗？郑文浩著
《被误读的中国军力》一书，从国家战略、军
事文化、媒体需求和历史与现实、国力与军
力、数量与质量角度，解析了某些国家误读

中国军力现象与成因。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两个

一百年”目标的实现，需要强大的国防建设
保驾护航，需要不断发展的军力支撑维
护。今天的中国军事力量，无论数量、质
量、性能，只是中华文明重新具备了与西方
文明平等对话实力，绝非某些国家已经具
有的那种强大威胁性、毁灭性。包括美、日
等西方国家（军事情报搜集机构、媒体），所
以大肆误读、曲解、炒作中国军力，意图很
明显，一是战略遏制中国，获取本国军工复
合体巨额利益。二是习惯了霸权，习惯了
用谎言欺骗世界。所以，中国只有积极嬗
变，增强“中国军力”“中国话语”“中国崛
起”力量，西方国家才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
性，才会从理性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

“中国军力”今天排名世界前列，是中华
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结果，是中国成为联
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必然。同时还源
于中国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嫦娥”“神
十”，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核导弹和庞大的军
事力量。说到航母，“美俄英法中”五个常任
理事国谁没有航母？只有中国没有，就连泰
国、印度和战败国日本都有航母。美、日、印
度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所以，中国军力
必须努力保持世界前列，必须从国防安全角
度考量，否则国家利益、国防安全就无法保
证。换言之，“排名”能抑制战争，能左右战争
胜负吗？“排名”就是个参考指数，战场上必须
靠包括军力、信息情报、战略战术运用等综合
实力。正如该书所说：现代战争中指望一两
件武器获得胜利是根本不现实的，归根结

底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如果我们“用对抗
美军装备的优势来指导装备发展，必然陷
入美国预设的陷阱，被牵着鼻子走。”

中国军力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民
生、国防外交的建设发展而前行。今天中
国经济发展了，军力强大了，某些国家又感
到“威胁”到了自己。“中国威胁论”是什么
东西？是某些国家玩弄的一个“两头堵”，
是“人有他恨、人无他笑”的“妒忌+打压”。

看清谁在误读中国军力不难，看清误读
中国军力者图谋更不难。读一读《被误读的
中国军力》，就能清楚知晓中国与美国军力
究竟相距多远，中国军队信息化处在什么水
平上，美国四代机对中国有多大冲击，中国
航母与美国“航母群”分别是什么概念。

张栓柱／文

在北京，叫三家店的地方非只一处。
这里所讲的三家店，在门头沟，辽代称三家
村，位于官厅山峡出山口左岸。

早年间，这里是京西物产的集散地，水
路有永定河，旱路有京西大道穿村而过；门
头沟出产的煤炭、大灰、木材、香椿、干鲜果
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销向全国各地。

昔日，京津冀的老百姓都爱逛妙峰山。
山上的娘娘庙供的是碧霞元君，她是司生之
神。妙峰山的娘娘庙，有“照远不照近”一
说。于是，远路香客蜂拥而至，到娘娘庙许
愿、求子。三家店是从京城走南道赶赴妙峰
山朝顶进香的必经之路，也是个紧靠山口的
大村。成千上万的香客经过长途跋涉来到
这里，都要喘口气，歇一宿，看看山景，逛逛
村里的古迹，第二天再上路。这些香客要
吃、要住、要购物，他们对于三家店商业的日
益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家店形成村落起于哪个朝代，至今
还是个谜。离三家店十多里远有个大觉
寺，寺中保存的《大辽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
经记》，碑阴题名就有三家村的名字。由此
分析，三家店应是辽代或者辽代之前就已
经成村。

据说，最早在三家店落户的只有三户
人家，一户姓张的，一户姓曹的，另一户是姓
牛的。由于村子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期，吸
引了大批山西人来此地定居、经商，并在村里

建了山西会馆。一时，商贾云集，村街扩展到
三里，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有瑞发骡马店、
天增祥粮栈、西永成羊肉馆、益寿堂药铺、福
昌德布铺、万亿堂黄酒店……商家所挂牌匾，
多为名人所书，有章有款，很大气。

行商也不少，或推车，或挑担儿，出售
各样菜蔬和食品。从霞起到日落，甜脆的
吆喝声似一曲汩汩流淌的美乐。往京城运
煤的骆驼也在古街穿行，脊背上驮着鼓鼓
囊囊的布口袋，蒲扇般的蹄子，走起路四平
八稳，昂首阔步；项上的铜铃撒一路丁零当
啷的音符。如今，当年街边种的槐树已经
长成两三搂粗，一些店铺的老房依然存在，
清水脊、木格窗、磨砖对缝的墙体，古韵犹
存。据《门头沟文物志》统计，清光绪七年，
三家店已有煤厂31家；民国初期，有字号的
店铺已达118家，无字号的店铺还有91家。

商业的兴旺发达，使当地村民很快富
裕起来，所建房屋，越来越有气派。其中，
建于咸丰年间的殷家大院，相比之下最有
明清建筑的艺术特色。

殷氏家族在三家店是大户，清代从山
东迁来，在村里开了一家“天利”煤厂。殷
家大院是“天利”煤厂经理办公、家属及所
雇工人住宿的地方。大院分东院、中院、西
院三组，院与院相通，临街有三个大门口，
房屋72间，占地面积3508平方米。门楼、
影壁、山墙皆有砖雕装饰。

殷家大院值得欣赏的是东院内宅门
楼，其做工之精湛，可称是一件百看不厌的
艺术品。门楼是清水脊，筒瓦顶，双层砖椽；
檐下雕有缠枝莲花、如意云头和连珠图案。
门楣上方的一组砖雕，刻的是市井人物：古
屋前有道别的亲友，大道上有推车的小贩；
赶考的举子立马桥头，侧身凝眉好像在推敲
诗句；田野中，一位农夫手扶木犁大声吆喝
着耕牛……画面清新活泼，富有生活情趣。

如此精美的砖雕，是怎么躲过了“十年
浩劫”呢？我前往参观时，问院子里的一位
老者。他说：“闹红卫兵那些年，我把门楼
上的雕刻抹了一层黄土泥，让造反的小子
们看不见。”老汉说的确是事实，至今那些
砖雕图案上还粘有泥痕。

村子越是古老，古迹越多。三家店也
不例外，村里村外，无论地面、地下，到处都
有丰富的考古资源。1956年，修建三家店
拦河闸时，曾经出土过汉代的青铜腰带
钩。三国曹魏嘉平二年，镇北将军刘靖建
戾陵堰和车厢渠，引永定河水灌溉农田，立
堰截水之处就在三家店一带。村边有永定
河古渡口，村里还有十多座古寺庙。前几
年经过修缮，山门、大殿保存比较完好的还
有三座：白衣观音庵、古刹龙王庙、关帝庙
铁锚寺。建于唐初的白衣观音庵和建于明
代的关帝庙铁锚寺，大殿里供奉的佛像现
在已经没有了，惟独古刹龙王庙仍旧五脏

俱全。古刹龙王庙距离永定河不远，也就
是一箭之地。这座庙原来叫龙兴庵，建庙
发起者是山西人侯印。

明崇祯十四年，侯印来到三家店定居，
买地耕种。他种的庄稼，常毁于永定河泛
滥的洪水。侯印认为，发大水的原因是妖
孽作怪，就在当地发起募捐，兴建了龙兴
庵。此后，龙兴庵多次大修，乾隆七年，改
称龙王庙。

龙王庙的位置在村西头，山门上镶有
“古刹龙王庙”琉璃门额。走进山门，是一
间抱厦，靠抱厦有磨盘粗的古槐一株。寺
院不大，有正殿三间，两厢配殿各三间。正
殿迎面设有龛台，台上塑有五尊龙王塑像，
分别是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
海龙王、永定河龙王。这五尊龙王塑像，面
色不一，神态有别，极富个性。左数第一尊
呈黑脸，手托玉带，表情威严；第二尊呈金
脸，目光下视，若有所思；第三尊呈紫脸，面
目狰狞，令人惧怕；第四尊呈红脸，目视前
方，神态坦然；第五尊是黄白面皮，疏眉细
目，面含微笑。这些塑像，均为乾隆年间所
塑。三家店的龙王庙，和其他地区的龙王
庙供奉的神像有很大区别。这里供奉的不
仅有海龙王，还有河龙王，其雕塑之精美，
保存之完好，是北京地区仅存者。

大殿内两侧山墙，绘有《龙王行雨图》彩
色壁画。雷公、电母、雨师、河伯，在猎猎旌旗

下迎接龙王出行，车辇、仪仗如潮如涌。可能
是早年间大殿漏雨，壁画中大部分地方留有
被水浸过的痕迹，人物、车马，已经漫漶不清。

三家店的龙王庙，始终有人看管，明代
由尼姑负责，清代有和尚主持；1930年，当
地水利会成立后，由水利会管理。

与龙王庙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当地的敬
神活动。永定河古称无定河，泛滥起来河道
无定，水患严重。古代的封建帝王没有能力
根治水患，老百姓只好乞求龙王爷保佑一方
平安。因为永定河常发大水，所以，三家店
龙王庙的祭祀活动比其他地区都频繁。

进香的日子是每月初一、十五，重大节
日、龙王爷的生日，祭祀更为隆重。龙王爷
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十三，不知道是谁给定
的，正好赶在汛期内。想起来好奇怪，那五
位龙王爷的生日怎么会全一样呢？莫非他
们是一天生的五胞胎？老百姓没人去较
真，给他们一块儿过生日好，省事。

六月十三这天，附近村民前往祭祀时，
庙里的和尚要上供、诵经，供水果、香烛、整
猪、整羊，还要摆放各路神佛、神牌。祭祀活
动后，所有参与者在庙里吃长寿面，给龙王
祝寿。水利会的人员趁此机会收取水费。

解放后，永定河经过彻底治理，杜绝了
水患。今天，三家店附近的村民再也没有人
去给龙王爷烧香。这座古刹龙王庙，变成了
研究民俗文化和永定河历史的文物。

古街古寺三家店
安全山

年初，单位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要点，对法院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提出了
明确要求，由此，我想起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
觉得“廉”字有着悠久而深远的意义，当然也有
着与时代同步的新要求。以鄙文共享共勉。

廉，在《说文解字》中解为“仄”。形以
“广”为部首，表示与房屋有关，其本义指厅堂
的侧边。

起初，我对“廉”字的本义与现今的解释差
异之远感到不解，一个字的含义怎么演变成为
似乎毫不相干的意思了呢？后来在《汉书·贾
谊传》得到答案：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
高。结合“廉”字的本义，我理解了“廉”字的演
绎之义。在古代，皇帝的宫殿才能建筑九级台
阶，朝廷重臣的府地建筑七级台阶，以此类推，
逐级减少，台阶越多，房屋正厅的地面离地基
面越高，由于厅堂侧面的墙与厅堂顶同高，因
此，这侧面的墙，即“廉”离地越远，意味着房屋
的厅堂越高。我想，古代人是想以此来显示皇
帝气概不凡，权威的不可侵犯性，随着时代演
变，渐渐地人们将“廉”字的意义引申，泛指了
人的品行正直、刚正。人能行端做正，则品格
高尚。

即是形容人的品行，自然就与人的修为有
关。孟子曾说穷不苟求的廉士难得，为何难
呢，就因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本性里的贪
欲苏醒过来，常常与人理智的操守斗争，也正
因此，能够见财心静处乱不惊的人才格外值
得尊重，让人谈起来唇齿留香。东汉有一名
仕叫杨震，一日深夜有人向他馈送十斤黄金，
并说：“暮夜无人知”，杨震却说：“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句话流传至今，时
至近代，还有些姓杨的文人在自家门楣以“四

知堂杨”自居。可见能做到廉洁自好，不仅是
自身品德修养良好的体现，也能使子孙后代受
荫匪浅。

曾有人说，人为什么会贪？因为“银子是
白的，眼珠是黑的，黑色的眼珠太容易被白花
花银子吸引了。”这当然是句笑谈，因为现如今
的一般等价物早已不是白花花的银子，而老外
的眼珠也并不全然黑色，可在现代的世界各国
贪污腐败的问题却远远没有杜绝。有人说“人
都难免会心里把握不定，手痒难奈，一不小心
堕入贪墨泥沼。”这显然是找借口强说理由，一
个人表面行动上的偶然背后都有其长期形成
的思想根源的必然原因，关键还是“廉”这面与
堂顶同高的侧墙没有垒实打牢，思想深处对
贪欲没有自觉坚决地抵制，未能培养高尚良
好的品格风尚，才会有那些“不小心”和“手痒
难奈”。而这个节骨眼儿上最容易拉他一把，
最能使人顽廉懦立的莫过于“贤妻良母”。当
然，这里所说的贤妻良母并非限指妻母，而是
指身边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早
已不是男人闯荡江湖，女人相夫教子的年代，
女性同样要走入社会、同样要面临形形色色
的诱惑。一个人之所以违背廉洁，往往在物
质上有更高的奢求，他也许能够在领导面前、
同事面前伪装清苦，但是在日夜相伴的亲朋面
前，他在物质生活上无端的大手大脚，精神上
的放纵享乐是无法逃过亲朋敏感的神经的。
因此，亲朋当是最先发现他贪欲横行的人、当
是最能及时劝阻他的人、当是最该拉他而不是
推他一把的人。

廉，仄也。共产党人应树高廉，使堂高亮；
应常以“四知”自醒自警，作穷不苟求的“廉
士”。不求后人称诵，只为心安理得。

谁在误读中国军力
——读《被误读的中国军力》有感

说 廉
裴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