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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三苏坟中的苏洵墓是真
冢，苏轼、苏辙墓是衣冠冢。河南郏县
三苏坟中的苏洵墓是衣冠冢，苏轼、苏
辙墓是真冢。2002 年 8 月，中国苏轼研
究学会在郏县召开纪念苏轼葬郏900周
年学术讨论会。今年 8 月，中国苏轼研
究学会在平顶山学院召开纪念苏轼葬
郏 915 周年学术讨论会。苏轼、苏辙兄
弟为什么要葬在郏县？

当年，苏轼、苏辙兄弟将父亲苏洵
安葬故里四川眉山之后，曾多次表示死
后要从父葬于故里，但最终的事实是二
苏没有归葬故里，而葬在了中岳嵩山南
麓郏县。其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关
注此问题的学者做了不少研究，归纳起
来有以下四种说法。

其一，苏轼爱郏之山水，赞赏它美
似家乡峨眉山，嘱其弟在他死后将之葬
于此地。远自明清，近至当代，持此说
者最众，几乎成为不争之论。

其二，苏轼、苏辙虽遇赦北归，但因
长期遭贬而贫病交加，晚境凄凉。况
且，苏轼寓居之地常州（今江苏常州）、
苏辙寓居之地颍昌（今河南许昌）距故
里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千山万水，道
途险阻，不论走水路逆长江过三峡，还
是走陆路越秦岭行蜀道，均非易事。所
以归葬故里之愿望终不获济。

其三，二苏葬郏是“以汴京东近，表
恋阙之微诚”。据说北宋有一不成文的
规定，出身中原以外各地的朝廷大员，
死后可以在汴京方圆五百里以内选地
安葬。出身庐州合肥（安徽合肥）的包
拯死葬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出身苏州
吴县（今江苏苏州）的范仲淹死葬伊川
彭婆，出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的欧阳
修死葬新郑，出身成都华阳（今四川成

都）的范镇死葬襄城，均可为证。
其四，苏轼遗嘱“葬我嵩山下”是因

为苏氏子孙多散居在郏城、汝南、颍昌、
斜川（今许昌苏桥镇）等地，离郏县峨眉
山较近，将来送葬、祭祀都比较方便。
特别是他的弟弟苏辙、小儿子苏过，分
别在颍昌、斜川定居，而四川眉山老家
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

这四种原因的分析，不同程度上都
有一定道理，但均为依事理推测之言，
缺乏直接证据。笔者试图从二苏留下
的著述中找到内证，进一步探讨其葬郏
的根本原因。

二苏包括乃父老苏，对嵩少地区是
情有独钟的。苏轼《别子由三首兼别
迟》其二写道：“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
亦过嵩山麓。水南卜宅吾岂敢，试向伊
川买修竹。子闻缑（gōu）山好泉眼，傍
市穿林泻冰玉。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

相对清如鹄。”在这首诗中，苏轼充分表
达了他们父子对嵩山周围地区的热
爱。绍圣元年（1094），苏辙任汝州知州
四个月，对嵩少地区的山水民情有了更
具体的了解。在遭贬离开汝州南下的
时候，就于嵩山东南麓颍昌买田一廛

（chán）安置下自己的子女。元符三年
（1100）四月，苏辙遇赦便直奔颍昌居
住。六月，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也念
念不忘要与弟弟同居颍昌，只是由于政
治原因，才不得不暂时落脚常州。

二苏宦迹几遍全国，为什么独独钟
情于嵩少地区呢？我们说这与北宋时
代文人士大夫对生存环境的崇尚有密
切关系。据《杨文公谈苑》载：“《春秋
传》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
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气卑湿，得痔
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尝有经
日不发。景德中，从驾幸洛，前年从祀

汾阴，往还皆无恙。今年退卧颍滨，嵩
少之麓，井水深数丈，而绝甘，此疾遂
已。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
湿，盖自武牢已西，接秦、晋之地，皆水
土深厚，罕发痼疾。”杨文公即杨亿，建
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字大年，生活于
宋太祖赵匡胤晚年至宋真宗赵恒晚年，
长期在朝廷任职，也曾外放汝州，晚年
寓居颍昌。苏辙对这位前辈很推崇，受
其“嵩少之麓水土深厚适宜人居”观念
影响是难免的。

古人事死如事生。嵩少之麓适宜
人居的观念还直接影响着二苏对葬地
的选择，苏轼临终留下遗嘱：“即死，葬
我嵩山之下。”死于江南，不返葬故里四
川，而要葬于嵩山之下，其思想深处起
决定作用的，不外乎杨亿表述出来的那
种观念。我们这么说，还可以从苏辙留
下的有关文字中找到直接证据。

崇宁元年（1102）四月，在苏辙为迁
其嫂王氏的骨尘与其兄合葬所写的《再
祭亡嫂王氏文》中说：“天祸我家，兄归
自南，没于毗陵。诸孤护丧，行于淮汴，
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殡西圻，九年
于今。兄没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
深。迈往告迁，及迨初妇，灵輀是升。”
苏辙在安葬兄嫂之时也安葬了小儿媳
八郎妇，其《再祭八新妇黄氏文》也曰：

“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
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我们从“葬
我嵩少，土厚水深”、“举棺从之，土厚且
坚”，可以看出二苏葬郏的根本原因是
他们认为：嵩少南麓的郏县峨眉山“土
厚水深”，既宜在世人之生存，当也宜过
世人亡灵的安息。

（作者系平顶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平
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郏县三苏园里有个广庆寺，广庆寺
主恭殿的位置上有个三苏祠堂，堂内的
三苏职官泥塑像，是全国唯一一座保存
至今的元代三苏塑像。

一、郏县县尹三斥坟寺住持僧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十月，江西
乐平县进士杨允，任职郏县县尹，上任
第三天即赴距县城三十里的苏坟拜谒，
他“四顾寂寥，唯有看坟”，遂提出“谓两
公（苏轼、苏辙）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
教也，虽眉、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
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并
决定置老泉衣冠冢。

杨允又召位于苏坟一侧广庆寺住
持僧从敏，声色俱厉地接连发出三个怒
斥。杨允先是诘问住持僧：“古昔圣人
制礼，有其坟，必有其庙。坟以安厝，庙
以荐享，二者不可相无。今也，既有先
贤茔圹，而无先贤祠堂，可乎？”再又诘
问：“然或春秋之际，朔望之荐，熟歆而
熟享哉？”后又诘问道：“况汝等平日衣
钵之所需，食用之所费，皆出于先贤坟
地土之所供也，其不报德，可乎？”

杨允接连三个怒斥使广庆寺住持
僧无言以对，只有合掌叩头。经过积极
筹备，遂于次年九月动工，历经六个月
时间，在广庆寺主恭殿的位置上兴建一
座三苏祠堂，并邀请塑匠张天秀按画工
田子新所绘三苏职官画像泥塑而成，安
放在祠堂内。

杨允怒斥苏轼坟寺的住持僧是有
依据的。坟寺又称功德坟寺，是朝廷赐

给已逝世的勋臣，为之守墓并执四时、
八节祭祀的寺院。有宋一代，坟寺所司
职守一是守坟、二是祭祀，享受三方面
优惠政策：一是住持僧有受赐紫、赐师
号。所谓赐紫，就是以皇帝名义赏赐给
僧人紫袈裟，同时赐师号，享受正三品
待遇。对普通寺院来说，在诵经、解义、
习禅、明律方面业绩突出的僧尼，方可
获此殊荣。其二，功德坟寺有敕度僧尼
的优待。其三，功德坟寺拥有优免科差
敷配的特权。

苏轼坟侧的广庆寺为宋仁宗年间
所建，苏轼次子苏过和长孙苏符在这里

“结茅为庐，凿墙为牖，掘地穴为炉”，守
墓三年。政和二年（1112），苏辙卒后也
附葬于此。苏符后官至试尚书礼部侍
郎兼资善堂翊（yì）善，负责皇子侍
讲。绍兴九年（1139）九月，苏符援苏坟
东六十里的范镇墓坟寺赐名的先例，奏
请朝廷为郏城苏轼坟寺赐名。据《宋史
翼·苏符传》载：“九月试尚书礼部侍郎
兼资善堂翊善奏请：郏城苏轼坟寺援范
镇例赐名。宋孝宗诏敕：‘郏县苏轼坟
寺以旌贤广惠为名’。”

至正十二年（1352）三苏祠堂竣工
后，住持僧从敏请县尹杨允题额“三苏
祠堂”，又请乡贡进士曹师可撰文，完整
记录三苏祠堂兴建的前后经过，其中就
有杨允的接连三怒斥，由颍上县理儒学
正贾彬书丹，石工梁栋镌刻。这通石刻
名曰《三苏先生祠堂之记》，碑连额长七
尺八寸，宽三尺二寸五分，25行，每行53
字，由从敏立石于三苏祠堂东侧，一直
保存至今。由此，苏轼坟寺形成了“前

寺后祠，匪今伊右”的建筑格局。据《大
明大政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明世
宗采夏言之议“诏天下臣民祀始祖”，有
明一代大姓始得联宗建祠，祭祀始祖。
因杨允三个惊世怒斥，郏县三苏祠堂开
启了明、清家族祠堂建设的先声。

二、郏县眉山的三苏情结

继杨允三斥坟寺住持僧建祠塑像
之后，有明一代，眉山吴中、吴节兄弟进
士为官河南，相继修葺郏县元代三苏塑
像和墓祠。天顺年间(1457-1464)，四川
眉山进士吴中出任主管刑名的河南按
察使，出于对乡里先贤的尊崇，檄令州
县官员葺封三苏祠墓，惜工未就因致仕
离豫归里。成化十三年（1477），吴中的
四弟吴节由吴江县令擢任河南右参政，
巡行和考核地方官吏至郏城，遂至郏县
三苏坟吊祭，“今日祠前拜遗像，敢将心
事愧前贤”，欲卒成其兄之志，捐俸倡修
三苏职官泥塑像，又鼎建祠堂五间、左右
厢房各三间、前竖门三间，三冢加封倍
前，筑高七尺、长二百九十八丈的坟垣，
植柏三万株，清理被土豪侵占的祀田六
顷八十亩。整修工程浩大，肇始于成化
十三年（1477）七月，竣工于次年三月。
吴节在整修一新的三苏塑像前感慨万
千，并赋诗四首，立石于飨堂后路东。

嘉靖三十一年（1552），时任御史的
河南老乡喻时按部巡视眉山，当晚“夜
梦与东坡接”，第二天即到眉山城中的
三苏祠拜谒，并作文祭之。他斥责眉州
知州：东坡、颍滨葬在我的老家汝、颍

间，墓祠至今保存完好。只有其父老泉
墓葬于眉山故墟。东坡、颍滨二公茔域
亦有小眉山，西望墓颐，风景不殊，又怎
么知道老泉之灵不往来遨游于汝、颍
间？按欧阳修撰的墓志，苏洵墓在武阳
之可龙里，岂为人灭其迹久无所考也？
遂命州守杨秉和上下彭、眉之间求之，
最后，终于结合苏辙的《坟院记》之记
载，依老翁井的方位寻找到苏洵墓所
在，重修了苏洵的坟祠。

三、吟诗唱和传佳话

2012年5月，眉山市政协主席、作协
主席王影聪率团考察郏县三苏园，在瞻
仰元代三苏塑像时，得知“文革”初期

“破四旧”时，当地苏坟小学的几位师生
在塑像前用土坯砌筑一墙，上挂巨幅伟
人像，才使塑像得以保存，深受感动，遂
赋诗一首：

生死两眉山，魂牵九百年。
千里拜三苏，顿悟回家甜。
郏县政协副主席唐国颍遂有五言

《叩拜苏坟》：
遥迢访灵山，稽首拜老泉。
甫临老翁井，鱼跃出深潭。
苏公似有知，与我有寄言。
子孙归焉地，千里结良缘。
愿君多珍惜，情谊代代传。
王影聪再作《郏县吟》一首与之唱和：
中州西蜀千里缘，东坡子由魂归牵。
荆条丹桂老井水，侧柏伴园留甘泉。

（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平
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苏东坡生于四川眉山，逝于江苏
常州，葬于汝州郏县（今平顶山市郏
县）三苏园。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
诗为巨匠，词称词圣，文为唐宋八大家
之雄，书冠宋四家之首，画开文人画创
意先河，可以说五者无一不精，均达到
了当时的发展高峰，其各方之造诣不
但在宋一代无人能及，即便是历史发
展到了今天，这样的大家也是少有的。

据历史记载，苏轼曾被任命出仕
汝州，但他并没有到任（有17个月的时
间）。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让我
们揭开历史的面纱，去一窥当时苏子
的内心世界。

一、“乌台诗案”与“量移汝州”

苏轼被贬，起因于乌台诗案，这是
他宦海沉浮的第一个低谷，也是他艺
术思想升华的第一个分水岭。王安石
变法之时，苏轼风华正茂，虽也有志于
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在变法
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苏轼不主
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
书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引起王
安石一派的排挤，终因党争引发“乌台
诗案”。他在为官过程中写的一些与
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
宦、李定晦等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
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
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

（1079）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
营救，才得贬出。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苏轼在生活、
思想与创作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狱后，苏轼被贬责授“检校水部员外
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本
州安置”，虽有官职在身，实际上成了
一名戴罪流放之人。“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
东不斗少年鸡”。（《十二月二十九日，
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
使，复用韵二首》） 到黄州后，全家不
得温饱，“故人马正卿哀其乏食，为余
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
中”，勉强解决生活困难，“东坡居士”即
由此而来，直到近五年后“量移汝州”。

二、苏轼与平顶山的不解之缘

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亲
写手札，把苏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
即现在的平顶山市。

三苏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
嘉祐四年（1059）两次途经平顶山地区
之时，留下了苏轼早期明快疾捷、铿锵
有力的《昆阳赋》和《颍大夫庙》，及兄
弟二人的《双凫观》，后三诗一赋被编
入《南行后集》刊行于世。可以说，这
是三苏唯一的一本自编诗文合集。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又被
罢官，以朝奉郎知英州（今广州英德）
军州事，在去陈留往襄邑时折道汝州，
专门探视被贬降汝州任知州的弟弟苏
辙。在龙兴（今平顶山市宝丰），苏轼
观看了龙兴寺的吴道子壁画，其时正
值苏辙捐助修葺龙兴寺吴道子画壁，
遂提笔写了《子由新修龙兴寺吴画壁》
一诗，有“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
坡弟”之句。在游历郏县中顶莲花山
后，看山下地势，酷似家乡峨眉，遂嘱托
苏辙“即死，葬我嵩山下”。苏辙死前，
亦嘱子女把自己葬于兄侧，后加上苏
洵的衣冠冢，即为今天的三苏陵园。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自弱冠出川，
数游平顶山地区，留下大量的优美诗
文。最后又嘱葬于此，与平顶山的名
山秀水千古为伴，不能不说是史上之
佳话、人生之机缘、不解之情结、文学
之美谈了。但对于这次的“量移汝
州”，由于种种难言之隐，导致其最终
拒赴上任。

三、苏轼为何未到汝州任所

苏轼虽然没有到汝州上任，但他
在这17个月里，共写了诗139首、词24
首、文赋书札近百篇，其中有许多精品
名篇，既全面记录了苏轼这一时间段
的活动，又蕴涵了诗人由黄移汝既高

兴又惶惑进而释然的复杂心情。
从苏轼在此期间的诗文中可以窥

知，他17个月久久没有到汝州任职，有
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量移汝州”为团练副使，不
得签署公事，着本州安置，与在黄州无
别。作为一名罪臣，如今的汝州无亲
无友，当然不如在黄州或者常州了；

其二，汝州是京畿之地，地近京
师。虽然官场众人趋之若鹜，但苏轼
是因为“党争”惹祸的，反对他的一派
尚在朝中，近敌则近祸，苏轼当然是清
楚的。他到汝州，必然会引起另一干
人的妒忌，千方百计阻止朝廷对他的
起用；

其三，苏轼的“量移汝州”为神宗
手札，虽为圣意，但却不是朝廷圣旨。
按现在的话说，是领导的个人行为，更
何况这时距神宗驾崩仅半年左右，皇
帝病情的严重程度，苏轼不会不知。
所以，这才有其顺江东进，不紧不慢到
处游历，并在常州宜兴托人置买田产，
上呈《乞常州居住表》。

关于苏轼为什么上呈此表，以前
的研究文章，均从表中内容推断，归结
为身病、子夭、囊空三点。其实，除了
表中所述原因之外，以上三种担心才
是关键所在。

其后的情况，充分说明苏轼两次
上表陈情，一心回避汝州任所而热衷
于居住常州，是其明哲保身的睿智之
举，既可以博得皇上同情，又可以居乡
野以观时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量移”
汝州之初，苏轼的思想充满感恩情怀，
皇帝手札令他激动不已，写了《减字木
兰花》一词：“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
去。雨细风微，两足如霜挽纻衣。江
亭夜雨，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
迁客今朝始是归。”借游女之象，表达
了自己的喜悦心情。说明一开始，“量
移汝州”使他看到了希望，马上登上了
旅程；继而经过清醒思考，不得不在心
中布下太多的疑虑，“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他要跳出山围水抱之中，求证“庐山真
面目”。于是借旅途遥远而游走沿途
州府县乡山水名胜之间，借描画风景
来抒发自己的豪情与希望，借禅意与
道隐来寄托自己的彷徨与不安。最后
终于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决定自己
的暂时归宿，即隐居在自购田产的常
州乡野中，待时局清晰时再随机而
动。而这些思想变化，都在其 17个月
间的诗文中清楚可见。特别是在宜兴
买田之后，其诗其词壮写山河名胜的
多，一洗在此之前的犹豫与彷徨，风格
也更加明丽而畅达。

总的说，苏轼由黄赴汝，是在反复
的思想斗争中度过的。最后决定上书
陈情不到汝州任所，是他的智慧选择。

（作者系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
会会长）

8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平顶山学院和平顶山市郏县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苏轼葬郏915周年

暨全国第21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平顶山学院举行。

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赴鹰城，于平顶山学院而言，这是一次提升学术影响力和学院知名度的盛会；于我市而言，亦是

一个宣传鹰城文化、展现鹰城魅力的良机。此次会议以纪念苏轼葬郏915周年为契机，在倾听各方灼见、深化苏轼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三苏文化，这对于把三苏文化打造成我市的一张名片、建设文化强市，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东坡，这位被林语堂列为千百年来第一有魅力的人物，这位“进可朝堂安天下，退能山水怡自身”的倜傥才子，与平

顶山有着太多的不解之缘…… ——编者

苏轼、苏辙缘何葬在郏县？
●潘民中

探寻元代三苏塑像背后的故事
●刘继增

●杨晓宇

历史疑团之苏东坡拒绝“仕汝”

郏县三苏园中的碑刻 王自行 摄

郏县三苏园里的三苏坟 王自行 摄

踏苏子足迹
怀烟雨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