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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城之寶「繩金塔」

繩金塔始建於唐朝天佑年間

（公元904～ 907年），是
南昌的鎮城之寶，能驅風鎮

火、降妖伏魔。

古謠云：「藤斷葫蘆剪，塔

圮豫章殘。」意思是，如果滕王

閣與繩金塔倒塌了，南昌的人才

與寶藏都將流失，不復昌盛。

金繩勾地脈  萬載永無憂
在南昌古城進賢門外有一座

繩金塔，古樸秀麗，是典型的江

南建築風格。相傳在唐末時期，

編輯整理︱翔龍 古南昌一帶出現惡蛟，時常興

起風、水、火三種災難，為害百

姓，當時的劉太守在開倉賑災的

同時，張榜招賢治理三害。

進賢門外住有一位叫金牛根

的老人，曾經學習過一些易經、

風水，當他的獨子死於火災之

後，便一直研究治惡蛟的方法，

但是老人用了多年的時間，查遍

了附近三湖九津的地勢，始終找

不到最合適的治蛟辦法。

一日，老人夢見一位高僧，

用禪杖在他家菜地重敲三下後

說：「進賢門外，吾佛重地，水

火既濟，坐鎮江城，在此建塔，

可保平安。」

老人醒後，立即挖地，得到

編輯整理︱史為成

面相 鳶肩火色
《人倫大統賦》曰：「鳶肩者，

騰上必速，恐不多時。」

這些建言是馬周寫的

馬周，山東清河茌平人，幼

年時父母雙亡，家境貧寒卻愛學

習，尤其精通《詩經》、《左傳》，

有著落拓不羈的個性。

貞觀五年（公元 631年），

唐太宗令百官上書評論朝政得

失，常何是位武將，不涉覽經

學，馬周就為常何陳列二十餘件

的建議，讓他能上奏交差。太宗

覺得奇怪，常何一介武夫，何時

有這樣的論述能力？就詢問他，

常何回答：「這不是我寫的，是

我的門客馬周寫的，他是個忠厚

孝義之人。」太宗欣賞馬周的建

言，要召見他，期間數度派使者

去催促，見到馬周後，與他相談

甚歡，便下詔馬周就職門下省，

隔年，又升任監察御史，貞觀

十二年，再升任中書舍人。

晉升快速卻不能持久

馬周才思敏捷，辦事周密，

其上奏之事皆能切中事端，太宗

曾說：「我短時間沒見到馬周，

就會開始想他。」

當時的中書侍郎岑文本曾對

親近的人說：「馬周論事，觸類

旁通，能扼要的論述古今之事，

抓住重點，去除冗雜，又切合文

理。就像昔日的蘇秦、張儀、賈

誼等人。

然而，我見馬周的雙肩高

聳、厚實（鳶肩），面容呈現火

紅色（火色），雖然晉升快速，

恐不能長久。」後來，馬周又陸

續改任新職，到了貞觀十六年，

升任中書令，並兼太子右庶子，

輔佐太子。

貞觀二十一年，馬周獲加

「銀清光祿大夫」的榮銜，太宗

還以「飛白」體寫下：「鸞鳳凌

鐵函一只，函內共有四樣東西：

金繩四匝；古劍三把（分別刻有

「驅風」、「鎮火」、「降蛟」字

樣）；金瓶一個，內有三百粒舍

利子；竹簡一塊，刻有偈語：「一

塔鎮洪州，千年不漂流。金繩勾

地脈，萬載永無憂。」

老人立即向劉太守獻策，劉

太守便命人破土造塔。塔基以須

彌座為塔基，基底下以四根金繩

分別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

勾鎖住地脈；三把古劍高懸於法

華殿上；金瓶與老人捐的黃金，

全部鎔鑄於塔頂之上；三百粒舍

利子則珍藏於塔內。從此稱為繩

金塔。

古謠云  塔傾南昌殘
繩金塔正門牌樓上高懸「永

鎮江城」燙金牌匾，一副對聯寫

著：「深夜珠光浮舍利，半空金

色見如來。」塔身共有七層八面

（明七暗八層），內正外八形，均

是朱欄青瓦，墨角淨牆，更顯其

古樸典雅。每一層均設有四面真

門洞，四面假門洞，各層真假門

洞上下相互錯開，形式也不盡相

同。第一層為月亮門；第二、三

層為如意門；第四至七層為火焰

門。繩金塔內旋步梯可直通其頂

層，頂端塔剎為鑒金葫蘆型，線

條柔和流暢，尺寸比例勻稱，裡

面用樟木構架為胎，外面釘有 2

至 3毫米厚的鎦金銅皮。

最令人稱奇的是繩金塔層

層的飛簷翹角上高掛的銅鈴，每

層銅風鈴代表一個音階，七層七

音，微風吹過，悅耳動聽。明朝

的吳國論是這樣吟詠繩金塔鈴聲

的：「雙樹影回平野暮，百鈴聲

徹大江寒。」

繩金塔建成後，不僅鎮住了

惡蛟，更成為南昌的鎮城之寶，

也因此有了這樣一句古謠：「藤

斷葫蘆剪，塔圮豫章殘。」「藤」

諧「滕」音，指滕王閣；「塔」指

繩金塔；「豫章」指南昌。意思

是，如果滕王閣與繩金塔倒塌

了，南昌的人才與寶藏都將流

失，不復昌盛。

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

忠良。」賜予馬周。

馬周患有消渴症（糖尿病），

經年不癒。

太宗下令尋求優美的地方，

為馬周造宅第，令名醫、使者不

停地去探望，也令尚食局供應膳

食，太宗還親身為馬周調配湯

藥，太子也常親自去關切馬周的

病情。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馬周病卒享年四十八歲，

陪葬於昭陵。( 參閱《舊唐書‧

馬周傳》)

《神相全編》曰：「鳶鳥之肩

者，騰上迅速，早而困乏。故馬

周鳶肩火色，任之要職，壯歲辭

閒，急流勇退。」

在膠東地區流傳這樣一

個故事

一行路人遇到一種地農

民，當牛到地頭時，扶犁農

民就說：「舅，回來吧！」於

是，大牛便乖乖的回過身來

繼續拉犁。

一行人看了幾個來回都

是這樣，行路人要求扶犁人

說說是怎麼回事。

扶犁人說：「當初舅舅

借了我家一些錢，沒還就死

去了。後來我家老牛要下仔

時，便托夢給我家，生下的

小牛就是舅舅，不要賣，他

要來幹活抵債。這就是舅

舅轉生成的小牛。」因果報

應，輪迴轉世。京劇蘇三起

解中有一句唱詞：「來生變

犬馬當報還」，不也是說的

這個道理嗎？

其實民間也有許多類似

的故事，提醒人們善惡有報

之理。

前生債
今生還

編輯整理︱黃娟

有許多輪迴轉世的真實故事，

告訴人們作惡有報的道理。

因，晏子說：『主公你挖掘池沼

唯恐不深，建築臺榭唯恐不高，

實施刑罰唯恐不重，所以天見彗

星，這是在警戒主公啊！』

齊景公畏懼而重修德政，結

果十六天後彗星就沒有了。陛下

如果不修德政，就算屢見麒麟、

鳳凰，終是無益處，只要朝政清

明，百姓安樂，即使有災變，在

盛德之下也不會造成災害。希望

陛下不要因為功高古人而驕矜，

因太平已久而縱逸，如果能始終

如一，彗星出現也沒有甚麼好擔

憂的。」

太宗說：「我治理國家，沒

有犯過齊景公的過失。但朕十八

歲便治理國家，北滅劉武周，西

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

二十四歲時平定天下，二十九

歲位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昇

平，頗有點自負之意，這是我的

錯誤啊！上天出現異變，正是因

「天人合一」是中華傳統文

化中的一個重要特徵。人們認為

天高高在上，他左右著人世間

歷史的興衰和人間的禍福。君王

受命於天，如果君王不能順天意

而行，有錯誤和過失，那麼上天

就會以怪異天象和異常天災，給

予警示和譴責。自古以來的明君

都非常重視天意，視天時而布政

令，察災祥而省得失；人們都說

以史為鑑，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史

書中記載的事例。

山東久雨  恐有冤獄
唐太宗貞觀八年，山東及

江、淮經常發大水。唐太宗問侍

臣原因，秘書監虞世南說：「山

東久雨，江淮大水，恐怕是有冤

獄，建議審查獄中囚犯，或許符

合天意。妖不勝德，唯有修德才

能消除災變。」太宗深以為然，

立即派遣使者賑濟災民，明辦冤

獄，從寬處理。

驕矜縱逸  天見彗星
同年，有彗星出現在南方，

長六丈，經百餘天才消失。

唐太宗對侍臣說：「天見彗

星，是因為朕德行有虧，施政不

明，這是甚麼凶兆呢？」

虞世南說：「以前齊景公時

也出現彗星，齊景公問晏子原

文︱清言

漢儒學大師董仲舒言：「國

家因失道而將要敗亡之前，

上天會先以天災來譴告，若

不知反省，又以怪異來警懼

之，再不知改變，真正的敗

亡就將會到來。」

為這個緣故嗎？」

魏徵說：「臣聽說自古帝王

都遇到過災變，但如果能修德

政，災變就會自己消失。陛下因

為天有異變，隨即能夠戒懼，反

覆思量，深刻自責反省，雖然有

異變，也必定不會成為災禍。」

視聽不明  陰陽錯亂
又貞觀十一年時，天降大

雨，山洪暴發，大水沖過洛陽城

門，進入洛陽宮，水深平地五

尺，毀壞宮寺十九處，沖毀民房

七百餘。

太宗對侍臣說：「朕缺乏德

行，皇天降災。原因是視聽不

明，刑罰失度，致使陰陽錯亂，

雨水反常。矜物罪己，載懷憂

惕。朕有何臉面，獨自享受美

味？可命令尚食（負責帝王膳食

的官吏）斷絕肉料，只上粗食。

文武百官都上密奏，趕快告訴朕

上天示警　修德免災

的過失。」

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時，

有一年，北京發生地震。康熙對

大臣說：朕自己缺失德行，政事

方面有缺失，以至於上天地震

示警。我惶恐不安，急切尋找導

致災害的原因。是不是治民之官

苛虐榨取百姓的錢財，用來獻媚

呢？大臣有沒有結黨營私，任用

私人呢？

是不是領兵之官焚燒搶掠沒

有禁止呢？是不是免除租稅和徭

役沒有落到實處呢？問刑官處理

訴訟有沒有冤枉百姓呢？是不是

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屬下而導致他

們欺凌百姓呢？這類事只要有一

樣，都足以導致災禍發生。重視

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潔，

政治清平而沒有冤案，希望能

夠感通蒼天，止息消除災禍。因

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內心所想，

願與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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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周才思敏

捷，唐太宗
很欣賞，還
親身為他調

配湯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