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年建成高境界碑文
� � 宋璟去世于 737 年， 这块碑建成于 777
年，它随着宋璟儿孙的命运几经沉浮。

宋璟之子宋浑官至御史中丞， 时颜真卿
为殿中侍御史，乃宋浑下属，宋浑与颜真卿商
议为其父宋璟立碑之事， 打算求得唐玄宗御
制碑颂，值当时宋浑贪赃案发并遭谴谪，立碑
之事随之搁浅。

770年，宋璟之孙宋俨担心祖父宋璟不能
流芳远播，决定立碑，并请此时已官至吏部尚
书的颜真卿撰文并书丹。 大历七年，碑成，立
于宋璟墓前神道上。

当时，碑之阳、阴、左三面均刻文，唯右面
未刻。 后颜真卿尝思前文疏漏，欲补写一段文
字，但又因宋璟之子衡与吐蕃作战被俘，事未
成。

大历十二年（777年）十一月，宋衡从吐蕃

归来，次年三月，颜真卿才得以重写《碑侧记》
补刻于右面。

几经沉浮的宋璟碑历时 29 年， 这也
成就了这块碑文和字的最高境界。颜真卿
写该碑文时 64 岁，书法境界炉火纯青，而
且， 宋璟碑正文与碑侧记书写相差 6 年，
风格不一，且有与之相关的行草书《广平
帖》传世。

本市书法家胡湛认为：“宋璟碑与《广平
帖》 等是颜真卿为我们留下的极为重要的历
史文化和艺术遗产。 ”

采访结束时， 记者站在东户中学的校园
中，沙河机场的飞机在头顶上呼啸而过，东户
村北邯黄铁路上的列车声渐渐远去， 农耕社
会造就的文化瑰宝宋璟碑， 默默地矗立在那
里，讲述着历史静候着未来。

宋璟碑 世之鸿宝

� � 宋瞡碑现存于邢台市
桥西区东户中学院内，2006
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清代大学士魏裔介
盛赞该碑“真世之鸿宝也！ ”

后人称该碑为“人、文、
字”“三绝碑”。 这块记载宋
瞡为官事迹，由大书法家颜
真卿撰文丹书的墓碑，北宋
欧阳修 、 元代书法家鲜于
枢 、宋书法家朱长文 、清大
学士魏裔介、明文学家王世
贞等历史名家瞻仰过它、清
朝乾隆皇帝致祭过它。

� � � � ■本报记者 米京涛 文/图

朗朗读书声
� � 邢台到沙河 107国道上，经过邯黄铁路以
后，有时会看到一块指示牌：“宋璟碑 中华三
绝碑。”每次都是开车经过后，就有一睹芳容的
冲动，但是车辆已经驶出很远。

四月，槐花芬芳，牛城晚报记者有幸探访
这一圣地。 东户村 70岁的闫敬先正在田里劳
作， 不远处的东户村中学就是宋璟墓所在地，
国宝文物宋璟碑就在学校内。

“我小的时候，这个墓地有一二十亩，杨树
钻天，墓地中一棵柏树又粗又大，一块石碑非
常的大。 ”闫敬先说。 古人讲究风水，据闫敬先

说，宋璟墓远处看地势低，但站在宋璟墓上，又
看到四周地势低。

闫敬先说：“当时，里面有很多碑，其中的
两块，特别的光滑，都能照见人影，还有好多碑
倒在地上，我们在上面玩。 ”

现在，文化瑰宝不再是孩提游玩场所，
成为激励学子的信念。 在沙河市文广新体
局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韩志刚的带领下，
记者穿过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来到位于学
校中央的宋璟祠，“中华三绝碑”就在这个
祠堂里。

千年数代人的记忆
� � 伴随着铁门的打开， 一块气势恢宏的
石碑呈现在记者面前。 碑高 4.08 米，宽 1.6
米，厚 0.47 米，碑首呈半圆形，浮雕龙缠雄浑
矫健，碑体幽暗端庄，四面均刻有碑文。 由于
碑体很高，祠堂较小，祠堂内略显局促，欲观全
貌须仰视才见。

记者粗懂书法，看到这块石碑不由肃然起
敬，轻抚碑面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也许，就在
这个位置，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发出了这样的称
赞，此碑“二公（指宋、颜）大节相埒，书亦称是，
真足三绝”。 有了这样的评价，后人称该碑为

“人、文、字”均为绝妙的“三绝碑”。
在碑的下半部分有一处横贯断裂，宋代这

块碑断裂后被埋于荒草中，明代“方思道(即方
豪，字思道)为沙河令，碑已断没，出之土中，镕
二百斤铁， 贯而续之”（载《跋广平宋文贞公
碑》）。在碑面中央，有一处圆坑，光亮圆润，“后
人猜测这是放着夜明珠， 我们认为不是这样

的，应当是当年石碑被埋在地下，寻找石碑时
打眼磨下的，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磨痕。 ”
韩志刚指着另外一处光亮的点说。

碑的正面光鉴照人，碑文毁坏比较严重，
背面保存较好碑文清晰整洁。 韩志刚分析道：

“碑断裂后应该是正面朝上，背面埋在地下，孩
子们在上玩耍或者大人休息， 让正面磨损严
重。 ”

这块碑断于宋代，重立于明代，上面的磨
损定然是宋、元、明等朝代的孩童或者农夫玩
耍使用造成，宋璟丞相的断碑也定然是他们一
生中的记忆。

这块石碑在这里已经有 1000 多年历史，
每一代人的亲历和记忆，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北宋欧阳修、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宋书法家朱
长文、清大学士魏裔介、明文学家王世贞等历
史名家都瞻仰过它，还盛赞过它，就连清朝乾
隆皇帝都致祭过它。 ”韩志刚说。

造就开元盛世
� � 全碑文共有 3613 字， 由于磨损， 现有
3542字。 碑主要记载了宋璟的生平事迹及立
碑过程，讲述了宋璟“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
荣耀事迹，经武曌、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
朝，为官 52年。

宋璟从政期间， 协助皇帝推行了一系列
强国安民的经济政策， 把日益发展的社会经
济推向了一个更繁荣昌盛的新阶段。 一是蠲
免租赋。 宋璟关心民众疾苦，特别是当农民遇
到灾荒之后就可以酌情减免一年、 半年或来

年的租赋。
他大力推进改革弊政，选贤任能，杜绝贿

赂之风。 经过一系列改革，使唐王朝成为当时
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现在，工业化极大丰富物质生活，工业税
收足以支持国家财政，为了保持农业稳产，
国家每年给农民拨付种粮补贴。“现在种
地，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发钱。 ”东户村
农民闫敬先说。 中华民族已经昂首走在复
兴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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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3+2”全日制大专预科班招生正在进行
■ 招收对象：应届初三分流生或往届初中毕业生。
■ 学习形式：实行“三免一带”即免学费、免书费、免住宿费，自带

学习和生活用品。 一流师资重点辅导，全天候封闭式
学习方式。 由我校统一组织中考报名，统一组织参加
中考，统一填报志愿。

■ 报名时间：即日起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到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南北校区报名。

北校区：邢台市冶金北路 1200 号,乘市内 31 路公交车工商局站下车北行 800 米即到。
联系电话：2616668
南校区：邢台市建设大街 186 号（钢铁路与建设大街交汇处），乘市内 3、17 路公交车工业学校站下车即到。
联系电话：7336789�

桥东区人民政府拟在邢台市中兴东大街世贸天街 5 号楼建立《邢台市创业孵化基地
（桥东）》，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学生初次创业企业入驻。现公告如下：申请入驻对象为毕业
5年内初次创业的大学生，经专家评审合格同意入驻后，孵化基地为创业企业提供 30-50 平
方米的创业场所， 创业者可享受最长不超过 3 年的创业孵化， 创业场所由桥东区政府给予
60%的租金补贴，创业企业支付剩余的 40%租金。 创业企业需向世贸天街物业公司缴纳创业
场所押金 10000元，并按照实际建筑面积缴纳 2.8元 /平方米 / 月的管理费。 创业孵化基地
负责对创业企业全程管理指导。

欢迎有创业愿望和意向的人员踊跃报名！
报名时间：2015年 4月 27日 -5月 8日
地 址：邢台市中兴路世贸天街 5号楼 6层办公室
联 系 人：胡越 王玉玺
联系电话：18233960628����13373097878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邢台市创业孵化基地（桥东）
入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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