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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先声夺人的厨姓
厨姓源于官名，出自周王朝时期的“善夫”

（膳夫）。
西周时期，周武王始设“善夫”，专职掌管

出纳王命与王室膳食。典籍《周礼·天官》中记
载：“膳夫掌王之饮食膳馐，以养王之后、世
子。”在善夫（相当于司务长、餐饮经理）以下，
设有上士二人，称膳人（主厨，掌勺大师傅）；中
士四人，称厨士（厨师）；下士八人，称庖丁或庖
厨（红、白配案、配菜）；府役二人，称膳役（采
购）；史四人，称膳史（传送菜肴），兼作王室用
膳记录。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政权仿周制，置膳
部中大夫一人，官秩正五品，职如善夫，隶属天
官府。膳部以下设有下大夫，称主厨；上士，称
厨人；下士，称膳夫。《元和姓纂》曰：“《周官》厨
人，因官为氏。”因此有了厨姓。

在周朝之后的一些朝代也有带厨字的官，
如厨膳司的厨膳卿、厨膳少卿、厨膳主事、厨膳
照磨等官吏与属员，他们的后裔子孙中，有以
先祖的官职称谓或职业为姓氏者，即称厨氏，
世代相传至今。

另外也有源于地名的厨姓。春秋时，宋国
有一个地方叫厨邑，厨邑的人便有以邑名厨为
姓者，称厨氏。宋元公时有厨邑大夫，名濮，人
称厨濮。

中华成语中有“先声夺人”一则，是由兵书
上的“先人有夺人之心”转化而来，意思是在行
动前先造成声势，以破坏敌人的士气。“先”，抢
先。先声夺人和“先发制人”都有“抢先一步，
争取主动”的意思。但“先发制人”泛指先下手
可以制服对方，重在“先发动进攻”；“先声夺
人”是先张扬声势以挫败对方士气，重在声
势。“先声夺人”这一成语，就是源于宋国的厨
濮。

我们在前面的“华姓散史”中讲到了“华向
之乱”，这里不再详述。且说华貙被迫反叛，宋
元公发动平叛，双方经过数次激战，宋元公不
能取胜。叛军势力强大，宋元公觉得难以对
付，便派人到齐国去求助。齐国的乌枝鸣奉旨
来助宋元公，在宋国戍守。

据《左传》记载，这时候，华登从吴国借来
了援兵，叛军气焰更嚣张。宋国厨邑大夫濮参
加了平叛，向齐国援将乌枝鸣说：“《军志》有
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建议乘

吴军疲劳且没有安定下来向吴军进攻。他说，
如果等吴军安定下来与叛军聚合杀进来，叛军
军心安定，人马又多了，我们就难以取胜了，到
时候后悔不及。”乌枝鸣听从了他的建议。

乌枝鸣和厨濮在鸿口先发制人，击败了吴
军，并俘虏了吴军的两个将领：公子苦雂、偃州
员。但叛军的兵力很多。华登率领余部与叛
军会合，继续与宋军作战，最后占了上风。

宋元公见情势对自己不利，怕万一彻底失
败，到时候逃亡就来不及了，于是让厨濮跟他
一起逃亡。厨濮一听就觉得大不妥，说：“我是
小人，可以为保卫君主死难，但不能护送君主
逃亡。”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请君主等
一下。”于是离开宋元公，高喊着在军中奔驰：

“叛军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
挥舞旗帜的，是国君的战士！”众人便按他的话
挥舞旗帜，士气大振。

宋元公在扬门上见到这种情况，下城巡
视，向大家说：“国家亡，国君死是大家的耻辱，

国亡岂独是我一人的罪过？”乌枝鸣向宋元公
说：“我们兵力少，最好是与叛军一起拼命。一
起拼命，最好是撤去守备。他们的武器多得
很，建议我军都用剑和他们作战。”宋元公听从
他的意见，与叛军大战起来。

有一个叫翟偻新的人住在新里（当时是叛
军居住的地方），被叛军裹胁，参与了这次战
斗。两军一相接，他便跑到宋元公这边，脱下
盔甲，归附了平叛的军队。还有一个人叫华
妵，住在公里，也被叛军裹胁，于是也像翟偻新
一样跑到宋元公这边归附了平叛的军队。他
们的行动影响了不少人，于是，叛军混乱起
来。一时，宋军又占了上风。华登见势不好，
欲要败走。宋军、齐军杀势更猛。厨濮想起兵
不厌诈，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奋不顾
身，冲到前边，砍下一个战死的敌军的脑袋，用
衣服包起，扛在肩上，在军中一面快跑，一面大
喊：“华登被我杀死了！华登被我杀死了！”宋
军将士都信以为真，也高喊起来：“华登被杀死
了！华登被杀死了！”宋军士气更振。

叛军听了，一时不知是真是假，大乱起
来。于是，宋军在新里打败了叛军。

宋军的这次胜利，人们都以为是厨濮“先
声夺人”的结果，被记入史册，于是便有了“先
声夺人”这一成语。 （252）

【阅读提示】 空桐泽名源桐国

■文/图马学庆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醉
翁亭记》中写道：“醉翁之意不
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
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他
的这篇经典文章所描述的，正
与周代宋国的一个属国桐国的
自然状况高度吻合。因为当
时的桐国有山——空桐山，有
水——空桐泽，有亭——桐亭，
有酒——杜康酒。空桐泽畔可
谓风景秀丽，为极佳的旅游胜
地。在先秦时期，一个国邑内
具备水、山、亭，并让王侯公贵、
黎民百姓争相前去游览的，在
商丘境内恐怕非桐国莫属了。

然而悠悠经年，山形不再，古泽
亭宫也如一蓑烟雨飘逝，唯有
书中的往事诉说着这个古老国
邑的厚重和古泽的灵秀。

5万年以前，商丘境内多低
洼沼泽水域。在漫长岁月中，
经西来古黄河挟带泥沙的填
冲，至 1.5万年前后，渐渐形成
孟渚泽、蒙泽、空桐泽等水系。
空桐泽作为上古时形成的古泽
之一，史籍多有记载。《水经注》
卷二十三“阴沟水、汳水、获水”
载：“获水又东南经空桐泽北。
泽在虞城东南，上有空桐亭。”
《水经注疏》郭守敬按：“《左传》

称空泽，《续汉志》：虞有空桐
地，因泽在空桐，亦名空桐泽。”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空桐
泽：在今商丘地区古虞城县南，
旧为汴水所经，今湮。”

空桐泽东有空桐山，西有
蒙泽，西北有古虞国都城以及孟
渚泽，中有桐亭、连中馆等宫殿
建筑群，且泽畔酒香四溢、河湖
相连、水草丰茂，宛若今天的江
南水乡，景色美不胜收，无数珍
禽异兽出没其间，是游览狩猎的
绝好去处。以至于王公贵族、文
人雅士都到此游览观光吟诗作
赋，可谓当时的5A级旅游景区。

进商丘市博物
馆展厅，在宋国都
城版块，你会看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和美国哈佛大学组
成的中美联合考古
队从 1992 年开始，
历经多年在商丘考
古时曾经使用过的
诸多考古工具。也
就在此考古的过程
中，发现了东周宋
国都城城址。这个
在 地 下 沉 睡 了
3000 多年的古城，
终于重见天日，在
中外引起了轰动。

宋国都城的一
大特色是它的城门
是以所向之邑而命
名的，这与春秋战
国时期其他诸侯国
的城门命名方法是
不同的，如：南门称
卢门，因其向有卢
邑、卢亭；东门称杨
门，因其向有杨亭；
东北称蒙门，因其
向有蒙邑、蒙泽；东
南有泽门，因其向
有逢泽；西北有曹
门，其向有曹邑；北
门曰桐门，则以其
向有桐邑、空桐泽
故名。外门桑林
门，则其向有商汤
祀于桑林之地，是
宋国的祖庙和国社
所在。其中，桐门、
桐邑都在空桐泽
畔，它们在宋国历
史上占据着重要位
置。清代雷学淇

《竹书纪年义证》十
一云：“桐乃宋之北
门，因其面向桐邑，
故以为名。”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卷十
五：“（宋城）北曰桐
门，即因虞城南五
里有桐邑也。”为此
从本期开始，将开
始刊登“灵山秀水
空桐泽”系列。

文明源地 空桐畔底蕴厚重

空桐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约在8000年前后，先民们陆续定居
于古泽边，渔猎、农耕，繁衍生息。古泽周
边现存的几十处上古先民遗址，满载大汶
口、龙山、岳石、商周乃至秦汉时不间断的
文化内涵，充分证明了古泽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之水。这里是有虞氏、空桐氏的
重要活动地，是伊尹放太甲之处，是宋国目
夷（子鱼）的封邑，是墨子的故里，是空桐姓
氏的发源地。空桐泽畔曾发生诸多历史事
件。《左传》襄公十年：“楚及郑围宋，门于桐
门。”又昭公二十五年：“宋乐大心居桐门，
称桐门右师。”又哀公二十六年：“咮加于南
门，尾加于桐门。”

空桐泽在虞城旧城李庄东南，有桐亭
（桐宫）、空桐山、连中馆等，皆为殷商时王
族后裔空桐氏世代居住之地。桐亭（桐宫）
位于空桐泽附近，虞城旧城李庄南5里；空
桐山则位于空桐泽东北较远处，虞城旧城
李庄东30里；连中馆位于空桐泽北侧。对
此，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山川》载：

“空桐泽：在县南五里。按《左传·哀公二十
六年》‘宋景公游于空泽，卒于连中。大尹
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沃宫。’杜
注：‘空泽，宋邑。连中，馆名。梁国虞县东
南，有地名空桐。’范晔亦云‘虞有空桐地，
有空桐亭。’释云：‘宋景公死空桐，连中馆
在空桐地之后，俗失其真，呼为连冢云。’”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虞
城县条载：“空桐山：《寰宇记》：‘在县东三
十里。’《郡国志》：‘县南五里有空桐亭。’”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空桐泽：在今商
丘地区古虞城县南，旧为汴水所经，今湮。”
《商丘地区地名荟萃》载：“空桐泽：古泽薮
名，亦称空泽。在今虞城县城东北9公里，
潘井、曹庄、赵楼三村间。早已被水淤湮，
今遗址尚存，周回6里许。”《中国历史地图
集》第一册亦如是标注。以上文献出现的
县城皆指虞城旧城李庄，而非虞城老城利
民集和今虞城县城。

“空桐”之泽名是怎么来的
呢？主要与桐国有关。商初时
期，商丘境内建立有一个子姓小
国——桐国，位置就在大禹治水
所经的孟渚泽南边不远处——
空桐泽周边，其疆域大概是今
虞城稍岗、乔集和李老家一带，
治所李丰楼。《说文解字》：“邑，
国也。”古代称诸侯的封地、大
夫的采地为邑，即较小的方
国。从史籍记载看，商朝之空
桐邑，为殷商始祖契的子孙分
封之国，子姓。对此，《史记·殷
本纪·第三》载：“契为子姓，其

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
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
氏、目夷氏。”商汤灭夏后，分封
同姓诸族为诸侯，其中一支因
为分封到空桐之地，因而以国
为姓。空桐邑周代至春秋战国
时期为宋国所并，为宋国的城
邑。宋国与空桐氏族同为殷
裔，有着血缘关系。章炳麟《左
传读》卷八云：“《殷本纪》太史公
曰，殷后有空桐氏。此即宋裔，
以地为氏者，语本《世本》。”

桐国之名最初又源于桐
树。桐者，桐树也。“五沃之土，

其木宜桐”。《桐谱》称：“独受阴
阳之淳气，故开春冬之两花而
异于群木。”古代的梧桐，传说
是凤凰栖止的树木。凤凰自古
被视为鸟中之王，梧桐树往往
与凤凰相提并论。《诗经·大雅·
卷阿》曰：“凤皇鸣矣，于彼高
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可见
梧桐树与凤凰关系之密切。古
东夷之有虞氏，以桐树为社
树。有虞氏，始祖虞幕，妫姓，
少昊一支，其裔舜“生于诸冯，
迁于负夏”，舜死后其子商均被
大禹封于虞（今利民集西南）建

有虞国，皆以鸟为图腾，以桐为神树。有虞
祀少昊，乃以桐木作鱼，而为祭物。到了商
代时，商王分封子姓后裔于古虞地建国，其
地遍植桐树，当地又奉桐为神树，便以“桐”
命国名为“桐邑”。桐邑即空桐邑，“空”为
发语词，类似居巢中的“居”，无实际意义，
空桐即桐。《潜夫论》：“古桐、同通用。”因
此，空桐又作空同。于是，建国后的商王子
孙桐邑人也奉桐树为社树。商丘自古都是
产桐名地，至今桐树遍及乡野。

山水形胜 空桐泽钟毓灵秀

有虞徙商 空桐国封邑立国

古虞护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