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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掌村北山上有一座庙，该庙
宇建于晚唐，复修于宋，原庙内大殿、
配房、山门计30余间。听老辈人讲，
据说很早以前，老天爷微服私访到
此，发现这里两边高、中间平的地方
好像凤凰展翅，于是在这里观赏、饮
马、歇息。他在柏树下休息时下了一
场大雨，山上一块巨石突然长出一朵
石莲花、一片石荷叶，还有一节石莲
藕，非常逼真。现在的人把该庙建成
老天爷庙，安上了光伏发电照明灯，
晚上灯光明亮，照明了上山的台阶
路。荷花是莲藕的花，开在水上部
分；藕是莲藕的根茎，长在水底淤泥
里，只有两者通力合作，才能开出美
丽的荷花。因为这里的一节石藕、一
片石荷叶、一朵石莲花象征着夫妻恩
爱、天长地久，因此每年农历正月初
一和三月十五，土门掌村都会在这里
组织跳舞、扭秧歌等喜庆活动。

庙里曾经住过一个叫秦喜的高
人。他身材高大，外人送号秦老大。

某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土门掌邻
村有一个叫赵三的人前来找他帮
忙。赵三 50来岁，说他爹晚上给他
托了一个梦，说他死后托生成了一头
黄牛，主人叫刘春耕。30多年了，他
一直拉犁拉耙，帮着种地。因为老
了，主人要把它拉到百间房会上卖
掉。牛老了，不中用了，谁买走都会
杀了，想肯求儿子把牛买回来，免受
刀宰之苦。

秦老大听后，上了一柱香说：“还
真是你爹来求你了，赶快回家修一间
牛棚，明天去百间房会上把老牛买回
来。”赵三忙问：“我怎么知道哪头老
牛是我爹？”秦老大说：“卖牛的主人
叫刘春耕，那头牛左眼皮上有块黑
记。”赵三听后，回家连夜建了一间牛
棚，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往百间房赶
去。他来到会上，正好看见几个人围
着一头老牛讨价还价，那头牛的左眼
上恰有一块黑记。他急忙上前，问卖
牛的叫啥。当那卖牛的说叫刘春耕
后，赵三二话没说就把那头老牛买下
了。当他把老牛牵到手时，发现老牛
眼里流出了泪水，并伸头向他身上拱
去。回到家，赵三全心全意喂养老
牛，一有空闲就陪老牛说贴心话。赵
三爱人说他对老牛比对他爹还亲。
赵三对他爱人讲了前几日的经历，他
爱人才恍然大悟。

赵三把老牛买回来后，心里很感
激秦老大，就在家里备了酒，请他来家

里做客。正巧赵三本家有一位大嫂中
了邪，拉住路过她身旁的秦老大就哈
哈傻笑。秦老大挥起手里的拐棍，朝
那女人身上敲了一下。那拐棍是一根
鬼见愁的木棍，那女人身上被一个恶
鬼缠身，那鬼一见吓得一声怪叫跑
了。赵三的大嫂立即好了，一点病也
没有了。

恶鬼逃脱后，跑到了博爱县城，又
缠上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口里喊着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土门掌的秦老
大”。那家主人先是就近找了一个巫
婆看病，后赶着车来到土门掌寻秦老
大。博爱人见到秦老大，央求他去给
家人看病。秦老大推托不过，就说：

“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那博爱人
一路上也没消停，当他到家门口下车
时，发现秦老大骑根杆草站在了他身
旁。他们一同进了屋，巫婆一看又请
了一位高人，心里不服，想较量一下法
力，就借口让秦老大喝水为名，从身上
掏出一手绢从缸里取水。秦老大一
见，顺手取下主家的笊篱从缸里端上
一笊篱水来。那巫婆一见，气得脸色
煞白，急忙抽身而去。巫婆走了，秦老
大去看病人。那恶鬼一看是秦老大来
了，马上一溜烟跑了。

那巫婆找麻烦，找到了秦老大在
博爱县城的姐姐，给种上了病灾。秦
老大的外甥来找他，秦老大一问，明白
了原因，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吹了
一口气，接着用两手搓揉起来，直搓得
巫婆喊爹叫娘，撤去了种在秦老大姐
姐身上的灾。秦老大在该庙以来，为
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从此，土门
掌村的神奇故事声名远播。

土门掌村西北有一山，叫黄帝坡，
被当地人奉为最佳的风水宝地，传说
黄帝晚年为自己寻找陵寝之地时，看
中了土门掌村西北的山坡，拔剑插于
坡上为记。娘娘也在为自己寻找陵寝
之地来到这里，见黄帝已插剑为记，于
是心生一念，让随从拔出黄帝的剑，将
自己的一只绣花鞋放在插剑的地方，
然后将剑穿过绣花鞋插在原处。后
来，黄帝和娘娘同来此处，都说自己选
择的陵寝之地在此。黄帝说自己先
选，有剑为证。娘娘也说自己先选，有
绣花鞋为证。黄帝一看，自己的剑下
真的插着娘娘的鞋。

古时候，安阳城有一位姓王的富
人请来一位风水大师为其家寻找一
处茔地。两人在黄帝坡、庙坡等地转
来转去，跑了六七日。王姓富人晚上

做梦，梦见一只白羊卧在地上。醒来
后他很纳闷，不知什么意思。第二
天，他再随大师上山寻找最佳茔地
时，当走到距两山之间的一块田地时
已过晌午，富人累得脱下羊皮袄放在
地上休息。富人看着大师累得默不
作声，将昨天的梦境讲给他听，认为
白羊卧地是好穴位。大师说不行，如
果定在这里他的双眼会变瞎。富人
发誓说会帮他养老送终，一辈子让他
衣食无忧。王姓富人死去，其后人相
继入朝，步步高升，并未好好对待大
师。数年后，风水大师的徒弟想念恩
师，找到了双眼失明的老师。见老师
衣裳破烂，四处讨饭，师徒对话，细节
不谈。第二天，徒弟从安阳城出来，
到土门掌村发动村民，说某地有宝。
后徒弟在王家坟墓下方指一地，村民
挖之，数米之下见水石出，大量石人
石马尽现。徒弟取一碗水给师傅治
病，用水洗眼睛，眼睛好了，两人便回
南方去了。多年后，墓之上方数十米
地沉下塌陷成一道沟，至此王家坟地
风水被破坏，富人的家境也从此渐渐
衰败。现在，王家的坟还在，后人为
了改变风水，在原址扶碑，立起 3根
铝合金旗杆。如今抽肠井还在，井口
的4块石台仍在，被粗麻绳磨出的豁
口光滑有沟痕。

为了保护土门掌村庄的安全，村
人补风脉而创建土门掌村山神庙和
戏楼。清嘉庆三年，土门掌村山神庙
《修舞楼碑刻》记载：此地旧无舞楼，
因山神会有积钱七十千余，冯德建、
许光平率领合村人等，慨然兴起创修
舞楼三间，非徒壮一时之蔚观，实欲
补四方之风气。及后钱粮莫继，又按
人丁、地亩、牲口三会共捐钱三十千
而工始成焉。土门掌村西头有舞楼，
又称戏楼，清嘉庆三年创修，民国九
年重修，建造形状为单层镜框式、面
阔三间、进深一间，目前情况为屋顶
坍塌，仅剩台基，东西、后墙体，破损
严重。

据传，盖好戏楼的那天，正好是农
历三月十五，于是就将这天定为庙会
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今天。

土门掌村，这个北依太行、面向黄
河，古老又年轻的村子，始终走着传统
文化的路子，以变化的思维向纵深推
进发展理念，相信一个新型文明、绿水
青山的村庄正在凤凰涅槃，一个春天
即将到来。

□杜四平

中国有很多古

朴的村庄，在河南焦作这

片肥沃的土地上，一个叫

土门掌的村庄有许多迷人

的故事、传说，让人值得探

寻。土门掌村，原名门掌

寨，村民世代以窑洞为主

要居住方式。据传，原山

脚下的土窑洞里住着两户

人家，为防野兽和风雨侵

袭，他们将窑洞门用土围

着，仅留一个进出的洞口，

故称土门掌。土门掌村位

于马村区东北部，隶属于

安阳城街道，背靠太行，面

向平原，土地面积北高南

低，呈梯次形状。全村243

户人家、1100余口人。

“
①①

图① 土门掌。
图② 一节石莲藕，一片石

莲叶，一朵石莲花。
图③ 抽肠井。

杜四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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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太

五

按照天昏和地暗的约定，牵线婚姻之事由天昏
负责，地暗则负责在家里守候。

查天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查清并确定一
桩姻缘，往往会花费天昏很多时间。这是因为不仅
要查清男女双方的身体能量是否相合，更要查清智
慧能量、情感能量是否相合，双方只要有一种能量
不相合，都不是一桩好姻缘。

况且，天下痴情男女众多，需要天昏查天书、捆
红绳的男女越来越多。

天昏愈来愈繁忙，愈来愈应接不暇，很少能够
回家与地暗团聚，有时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两面。

地暗每天倚门而望，孤寂之感时时萦绕不绝。
有一天，天昏难得回家一次，与地暗团聚。但

是，天昏突然发现一桩婚姻牵线有瑕疵，便马上拿
起天书、背起口袋离开了家，这引起地暗无限的惆
怅和不满。

地暗越来越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决心用自己
的方式去帮助天昏，提高牵线婚姻的效率，以便让
天昏多回家几次。

地暗知道，三生石下藏有女娲娘娘的另外一部
天书，即恩怨天书。

恩怨天书记录一个人上辈子所有的恩怨，只不
过这些恩怨在投胎到人间时全被人忘却了。

如果说，红喜天书提供的是婚配的题目，由天
昏下功夫去作答，那么，恩怨天书提供的直接就是
答案。红喜天书提供的是一个人和谁婚配最适合，
但是，要牵线成功，还需要从多个方面查找比对，很
费时。恩怨天书记录的则是某两个男女之间的恩
怨情仇，想要牵线婚配，简洁明了。

地暗心想，要是将恩怨天书盗取，岂不是可以
为天昏节约许多时间、减少天昏许多劳累之苦？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地暗来到三生石旁。三
生石下有一个石奁，石奁内藏着恩怨天书。受女娲
娘娘委派，把守恩怨天书的是蟾蜍大将。

这一天，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王母娘娘的
大姐月精夫人也在受邀之列。月精夫人的丈夫就
是蟾蜍大将。月精夫人在女娲娘娘身边服侍，掌管
月精盆，月精盆里栽种月亮花。

月精夫人带着月精盆，前往天庭参会。蟾蜍大
将恳请夫人带其一同前往。月精夫人觉得，蟾蜍大
将把守恩怨天书责任重大，不得离岗，便拒绝了他。

蟾蜍大将悄悄尾随月精夫人，来到天庭。
就在此时，地暗来盗取恩怨天书，且轻易得手。
地暗将恩怨天书带给天昏，天昏见状大惊，告

知她这是违反天条的，请她尽快原封归还。
地暗不仅不听，还把自己的如意算盘告诉天昏。
天昏架不住地暗固执己见，便根据恩怨天书的内

容，来牵线天下姻缘，果然效率提高了很多。天昏终
于可以轻松一些，也有机会和地暗在一起恩爱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天下婚姻旋即岀了重大问题。
天昏、地暗这样牵线的婚姻，没有一桩不岀状况的，
以前的幸福婚姻大多不存在了。有的夫妻双方争
执不断，有的激烈对抗，有的寻死觅活，还有的干脆
分道扬镳。

天昏、地暗一时傻眼了，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这不仅说明天下男女失去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女娲娘娘交办的创设婚姻的任务也全告失败。

地暗此时才意识到盗取恩怨天书，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错，她一门心思想要尽快纠正这个错。

六

地暗来到三生石边归还恩怨天书，以弥补过
错。当时，蟾蜍大将还是没有在岗。

地暗刚将天书还上，忽然一个声音从不远处的
泥塘里传出：“你犯了一个大错，我犯了两个大错。
我们阴错阳差，错上加错。”

地暗只听声音不见人，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
癞蛤蟆在泥塘里说话。癞蛤蟆不是别人，就是蟾蜍
大将。

原来，那天蟾蜍大将尾随月精夫人来到天庭
后，遇见了美艳无比的天鹅仙子，他一时忘乎所以，
竟对天鹅仙子无礼。

天鹅仙子乃王母娘娘长女，称月精夫人为大姨
妈。天鹅仙子往月精夫人跟前告状。月精夫人方
才发现蟾蜍大将擅离职守，偷偷来到天庭，而且行
为竟然如此不检点。

月精夫人大怒，情急之下，用月精盆砸向蟾蜍
大将。蟾蜍大将慌忙逃跑，回到三生石旁时，发现
恩怨天书已然失窃。

蟾蜍大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捶胸顿足，
追悔莫及。他变成了一只癞蛤蟆，躲在了附近的泥
塘里。

据说，月精夫人失去了宝贝月精盆，方寸错乱，
也就不能很好地掌管月亮花。

地暗和蟾蜍大将互相抱怨之余意识到必须采
取办法来积极应对。

地暗觉得，自己当务之急是让天下男女忘掉前
世的恩怨。因为每个人都知晓了自己前世的恩人、
仇人，都是带着心理暗示、情感阴影来生活，就不能
做到无忧无虑，从头开始。

蟾蜍大将知道，王母娘娘那里有一种药，种养
在蟠桃园里。这种药捣碎服用后，马上可以回到几
个月前。这药名叫后悔药。蟾蜍大将决定诚心拜
求后悔药。

地暗和蟾蜍大将商量定夺，分头行动。一个人
负责让人们忘却上世情仇，另一个人负责设法回到
从前重新开始。

地暗找啊找，找到一株忘忧草，又叫云苋草。
她把自己认错的心境化为无尽懊悔的泪，浇灌在云
苋草上。地暗痛彻心扉，她的眼泪都变成了血色，云
苋草的枝叶也变成了血红。这种草也叫红云苋。

红云苋十分美味，天下男女都爱吃。凡是吃过
红云苋的男女，上辈子大部分恩怨都可以忘却。

但是，这种忘却不能够彻底，还有一些残存的
记忆保留在一个人的梦里，或者被称为第六感觉的

幻觉里。这也为男女婚姻里或
多或少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梦和幻觉的存在，加重了天
昏的负担。天昏不仅要像以前

一样，多方面、长时间查天书，还要设法消
除来自人们梦和幻觉的扰乱，牵线一桩婚
姻，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天昏一夜之间须发皆白，身体也佝偻了，

完全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天昏毫无保留地
献岀了自己的青春，不知疲倦地在月光下工作，人
们称其为月下老人、月老。

蟾蜍大将一副癞蛤蟆的形象，向王母娘娘求取
后悔药。王母娘娘嘲讽道，癞蛤蟆不光想吃天鹅
肉，还想要后悔药啊。

蟾蜍大将十分羞愧，遭到拒绝，来找地暗商量
怎么办。蟾蜍大将向地暗求借美貌，地暗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

地暗变成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蟾蜍大将则
变成了一个美艳无比的天女。

蟾蜍“大美女”向王母娘娘求取后悔药，王母娘
娘被其诚心所感动，便将后悔药交于其，并命名其
为“嫦娥仙子”。

“嫦娥仙子”高兴极了，急忙将后悔药交于地
暗。后悔药的枝叶非常轻盈，地暗没有抓牢，后悔
药就飞了起来，并且越飞越高。地暗和“嫦娥仙子”
急得直跺脚。后悔药飞到了月宫里。

“嫦娥仙子”使岀浑身解数，奔月追赶，一直追
到月亮上。

“嫦娥仙子”上得去，却下不来，便让月宫里的
玉兔将后悔药不停地捣碎，以期待有一天回到凡间
后服用，也给地暗服用。

地暗在凡间等啊等，一等就是几千年，始终没
有等到“嫦娥仙子”。每到农历八月十五，地暗都要
摆上香案，祭上月饼，其诚心诚意感天动地。后来，
人间就有了中秋节。

天昏、地暗创设婚姻，经历了太多波折。最终
的结果，虽然没有一开始的状况那么好，但也没有
盗取天书后的状况那么糟，人们的婚姻总体是幸福
的。要是存在一些不太幸福的情况，也是恩怨天书
的残梦剩幻所致。

天昏、地暗诚惶诚恐，来向女娲娘娘复命，他们
心里七上八下，不知要面临怎么样的责罚。

岀乎意料，女娲娘娘不仅没有责罚他们，还对
他们褒扬有加。

女娲娘娘道，婚姻还有一个重要玄机，就是错。
有相欠就有相偿，有相偿就有相偿不完整、不及时。
婚姻的幸福和对错，都是相对的。

女娲娘娘又道，天昏、地暗把婚姻的错降到最
低，特封天昏为人间红喜神，封地暗为人间错神（也
称悔神、泪神）。

人们十分感念天昏、地暗。渐渐地，人们把天
昏、地暗成婚的日子，也是他们在女娲娘娘处领命
的日子，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定为天下情人节；把他
们成婚的地方珏山，追捧为天下情人节圣地。每年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人们都要打灯笼、猜灯谜，为
的是纪念婚姻像谜一样说不清对错。人们吃元宵，
实际是一种定情的标志，以向红喜神、错神表明过
好婚姻生活的决心。

农历八月十五，人们不约而同地祭月，并不指
望获取后悔药，主要是感念“嫦娥仙子”为了人类幸
福婚姻的牺牲精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