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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扶风县天度镇西权村节孝碑 ：

一个女人拯救了一个家族
本报记者 巨侃

扶风县天度镇西权村

的 37 户、百余口权姓人至

今忘不了一个女人。大约

200 年前，这个女人以罕见

的勇气和超越常人的付出，

拯救了一个家族岌岌可危

的命运。

故事要从一座清代节

孝碑说起。

大约在清朝乾隆末年

至嘉庆初年，村民权新春

家和其堂弟家先后各生了

两个男孩，不料，厄运接踵

而至。

先是堂弟夫妇双亡，撇

下两个孩子和一对年迈的

父母。新春夫妇毅然收养两

侄，又奉养了叔父叔母。但

没过几年，权新春与妻子韩

氏又相继不幸，撒手人寰，

身后留下了四个病弱的老

人（包括权新春父母）和四

个幼小的孤儿。

一边是垂垂老者，一边

是待哺幼儿，青壮年全部离

世，权家人的命运走到了危

险的关口。就在这时，韩氏

娘家一个未出阁的胞妹（以

下称韩夫人）挺身而出了。

她冲破重重阻力走进

权家，跪在姐姐的灵位前绾

髻起誓，愿从此接替姐姐的

未竟之业，以养母的名分，

为权家守节守孝，养老育

儿，终身不嫁。

她果然践行了誓言。数

十年来，她用孝心送走了四

位老人，用不是亲生、胜似

亲生的爱心关照四个孩子

成长，使权家后继有人，转

危为安。

四个儿子“国兴”“国

隆”“国昌”和“国盛”个个

德才兼备，尤其是次子中

清（国隆）后来考取了功

名，在陕西省府农政司任

职。他的这一脉开枝散叶，

其子辈出过贡生，孙辈出

过名医，传至现在已是第

十代百余口人了。

为报答养母，中清兄

弟四人携子孙具名，将母

亲的事迹上表朝廷，请求

旌表。据说道光皇帝阅奏

后大为惊奇，称此种节孝

非一般可比，此女真乃贤

女也。于是下诏 ：钦赐韩夫

人凤冠一顶，霞帔一幅。为

旌表韩夫人之大义，钦命

文渊阁大臣为她竖起一座

圣旨节孝碑。

“韩夫人是我们村权

姓人的亲人、恩人，没有她

就没有我们权氏家族的繁

荣。”61 岁的西权村村民

权云成说，圣旨节孝碑自上

世纪 60 年代被推倒后，频

遭迁动，伤痕累累，后被迁

移至村口西边妥善保管。后

来，权姓后人将老碑重新描

刻，并于 2010 年农历二月

廿一复立于村口。

清代时，有朝廷为普

通妇女树碑立传的风潮，

对一些忠孝节义、乐善好

施的妇女进行旌表，节孝

碑由此遍布各地。近日，笔

者在眉县金渠镇年家庄村

村民韩根海家，就见到了

一块“旌表节孝碑”，碑面

上的题字系清代书法家翁

同龢之书风。

年家庄村南临秦岭、

北依渭河，民风淳朴。两年

前，村上硬化道路时挖出

了这块旌表节孝碑，碑身

长 2.13 米、宽 约 0.8 米、

厚 0.2 米，碑面上镌刻题字

“旌表处士韩修文之妻顾

氏节孝碑”。从“节孝碑”的

内容看，女主人的丈夫是

“处士”，就是有道德有学

问而未做过官的士人。右

书“钦命提督陕甘全省学

院翰林院修撰国史馆协修

武英殿协修……翁题”等

小字，左书落款为“咸丰九

年己未仲秋”字样。碑下方

有韩姓子侄具名。

韩根海对笔者说：“前

几年先发现的是碑头，由

于无法辨识，碑头一直被

安放在村里一座庙中，直

到两年前旌表节孝碑出

现，大家才知道是一个整

体。”笔者几经探寻，但韩

氏后人当中，无人能说清

节孝碑上女主人的故事，

但能得到大名鼎鼎的翁同

龢的题字，也是一种殊遇。

今年 40 岁的村民王

伟对笔者说，他平时钻研

古碑刻，此碑也是由他最

早发现的，根据题碑者的

姓氏、官职和题碑年代判

断，题碑者系晚清重臣、

两朝帝师、书法家翁同

龢。王伟的判断也得到了

宝鸡书画家、清代禁采

兰草碑发现者马珂的认

同。翁同龢为何会在此题

字？据相关史料记载，翁

同龢于清咸丰六年（1856

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

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咸

丰八年（1858 年），被皇帝

派往陕西任陕甘乡试副

考官，旋授陕西学政，在

陕西视学半年后离陕。翁

同龢以书法名世，尤擅颜

体和魏碑，形成了独特书

风。由此判断，此碑应该

题于他任职的这段时间。

离开年家庄村时，笔

者看到该村的文化墙上弘

扬文明风尚的绘画比比皆

是，还有村上近年来评选

出的“好婆婆”“好媳妇”的

事迹。年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曹耀春说，旌表节孝碑的发

现，对弘扬孝德文化有重要

作用。如今，相关资料已被

编入金渠镇史里，村上还研

究决定选址、建亭，对这块

节孝碑进行保护。

保存在韩根海家院子
的旌表节孝碑

本报讯  3 月 31 日，记者

从扶眉战役纪念馆获悉，随着

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来馆参

观者不断增多，今年一季度，入

馆人数累计达 1.5 万人次，比

往年同期增长 30% 以上。

当天上午，记者在扶眉战役

纪念馆看到，前来参观的团体、

个人络绎不绝，上至七八十岁的

老人，下至四五岁的孩子，都怀

着崇敬的心情观看展陈、聆听讲

解，并向扶眉战役烈士纪念碑和

扶眉战役烈士墓碑鞠躬、献花。

记者翻看入馆团体登记表，不仅

有眉县当地机关、企业、学校和

幼儿园，还有我市其他县区以及

周边地市的单位。咸阳市兴平市

黄河小学组织数十名师生前来

参观，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

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西北战

场最大的一场战役，解放军指战

员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

战场上，与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

展开了决战，带学生们实地参观

感受，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这

段历史，从小树立努力学习、报

效祖国的志向。在扶眉战役烈士

陵园，一群白发苍苍的参观者引

人注意，记者交谈得知，他们住

在宝鸡市区，平均年龄 70岁以

上，年龄最大的 88岁，都是党龄

50年以上的老党员。清明节临

近，他们相约专程前来参观，只

为重温历史、纪念英烈，为子孙

后辈讲好红色故事。

扶眉战役纪念馆馆长任晓

峰向记者介绍，今年以来，特别

是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来

馆参观者显著增多，随着清明

节临近，入馆人数激增，上周每

天接待团体 15 批次左右，本周

平均每天接待团体超过 40 批

次，截至 3 月 31 日已接待团体

12000 人次、个人 3000 人次，人

数比往年同期增长 30% 以上。

为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他们在馆内显著位置设置了

20 块党史学习教育展牌，并在

公众号开设《百年征程 党史回

眸》《扶眉记忆 将星璀璨》等专

题栏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党史、

学习党史、铭记党史，树立正确

的党史观。    本报记者 祝嘉

石碑之上看

眉县金渠镇年家庄村旌表节孝碑 ：

翁同龢题字的旌表节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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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落 在 金 台 区 金

河镇的葛河村（今石桥

村），山川秀美，人才辈

出。其中，一代名将葛荣

沙场建功、忠勇为国的故

事，至今在葛河村流传。

沿着流淌不息的金

陵河来到葛河村，远远

就看见村口竖立着一座

四角碑亭。走近目测，石

碑高约 3 米、宽近 1 米，

上书“诰授武略将军龙虎

卫右所世袭副千户葛公

讳荣神道碑”字样。石碑

另一侧，竖立着一尊崭

新的石像，为葛荣将军

的头像。葛荣身着重甲，

神情勇猛坚毅，令人肃然

起敬。村里的老人自豪地

说 ：“我们是明代武将葛

荣的后人。”

葛荣到底是何许人

物？据 1922 年《宝鸡县

志》记载 ：葛荣，节用里

人，自幼熟读兵书，勤习

武功，少时，随父葛思铭

出征，杀敌立功。史料中

的“里”是古时“乡”的下

辖单位，明代至清乾隆年

间，“节用里”属宝鸡县

孝悌乡管辖，后来几经更

名为葛河村。

说起葛荣的故事，

要追溯到 600 多年前。

葛荣曾随明成祖朱棣征

讨明惠帝朱允炆，因战

功显赫，被封为“武略将

军龙虎卫右所副千户”，

并获准世袭，他的侄子

葛景春袭其职。后因年

事已高，葛荣告老还乡，

永乐年间病逝，葬于金

陵河畔的半坡之上。关

于石碑的来历，据石桥

村村委会副主任刘雪宁

介绍 ：葛荣墓因年代久

远，原碑已不知下落。

1940 年，村民重刻石碑

立于原墓址上，后有损

毁。1998 年，在村民葛

怀玉的努力下，村上将

原有的残碑进行了碑文

修复，并于当年底新建

了石碑。2008 年，全国

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该

石碑被列为金台区文物

保护对象。2014 年，村

民齐心协力在村广场上

修建了碑亭，复立葛荣

“将军碑”。

笔者看到，在葛河

村文化墙上绘有葛荣将

军征战南北、杀敌立功的

故事。葛荣已成为葛家人

的家族荣耀，葛荣对葛河

村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

人物、一个名字，更是一

种为国建功的精神，这种

精神时刻鞭策着葛河村

的人前进。

村民在四角碑亭前凭吊葛荣将军

中国自古有勒石立碑以存史的传统，相比于史料的只言片

语，石碑的记录更丰富 ；相比于世人的口耳相传，石碑上的内容

更真实。在西秦大地上，散落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石碑，清明

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拂去石碑上的尘泥，透过那些饱经风

霜的文字，品读先辈们熠熠生辉的美德。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参观者认真擦拭扶眉战役烈士墓碑

“唱支山歌给党听”
文化和旅游部将在全国开展群众歌咏活动

记者 3 月 29 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获悉，将于 4 月至 10 月在全国组

织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

群众歌咏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当日召开的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

长李宏介绍，各地将因地制宜举

办各具特色的群众歌咏活动 100

多场。活动还将采取线上线下联

动形式，包括开展“最美歌声”短

视频征集活动，推出歌唱艺术普

及慕课，让大家线上唱、线上学、

线上赏。

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互联网

地图平台上线“山歌地图”，让大家

在歌声中重温百年党史，挖掘歌声

背后的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发布会上，记者还获悉，文化

和旅游部将实施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工程，包括“三个一百”，即“百年百

部”创作计划，遴选 100 部近年来

新创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行重

点创作扶持 ；“百年百部”传统精品

复排计划，遴选 100 部已经受时间

和观众检验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进行重点打磨提升 ；“百年百项”小

型作品创作计划，遴选小戏、歌曲、

舞蹈、曲艺、木偶、杂技等小型作品

100 个，进行重点创作扶持。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

发司负责人单钢新表示，结合建

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将进一

步部署做好红色旅游工作，包括

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通

过挖掘红色精神内涵，扩大红色

文化传播，持续提升红色旅游的

社会效益。

单钢新说，文化和旅游部鼓励

各地发挥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田园

乡村和生态资源优势，推出红色旅

游与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研学旅

游、乡村旅游等深度融合、相得益彰

的高质量产品和线路，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据新华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市委组织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  宝鸡日报社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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