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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礼部尚书纪晓岚
在《如是我闻》文集中，讲述了一则
在山东宁海州流传很广的故事。说
是明代宁海州有个叫俞价（读 jie）
的人，幼时在城隍庙读书，与群童游
戏，他登台扮作包公，忽然有一女鬼
现身，控告庙中道士，因奸将她害
死，埋尸芍药花下，他将此事牢记在
心。后来果然做官，想起当年庙中
游戏之事，便带人来到城隍庙内芍
药花下，掘出女尸，将恶人逮捕法
办。为此，当地人称俞价为“黑包
公”。这显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不
过，明万历年间，宁海州确有俞价其
人，其官至监察御史，且又是一个被
百姓誉为“黑包公”的清官。

严正刚直
不畏权贵佞臣

俞价，字忠轩，宁海州城南门里
人，其父早逝，育于祖母。俞价胞叔
名实，任密云通判，改革陈规陋习，
节万余金，同知庐州府，清介如故，
当道表之曰：“清风高节。”俞价受其
胞叔影响，小有大志，诚实为人，12
岁时拾金于路，交还原主。年17岁
补郡博士弟子（秀才），30岁享受廪
膳补贴（国家发给在学生员的膳食
补贴）。然此后屡试不第，便左手执
乌号，右手拂劲箭，立下壮志，“慨然
欲取封侯”。37岁那年宁海州举才
荐贤，俞价被荐为贤良。其书写东
牟（汉代称牟平为东牟）文明，剖析
超群，顿时人文鹊起，成为州里杰出
人物（“东人士已望为人瑞矣”）。明
万历已丑（1589 年）终于考中进
士，始任行人（掌传旨、册封之官），
乙未（1595年）改吏部。俞价认为
自己性格过于耿直，不适合任职吏
部，便对任命坚辞不受，最终改授督
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

在明朝，监察御史属于权力很
大但级别只有七品的言官（当初朱
元璋担心监察御史滥用权力，有意
将他们的级别压得很低）。监察御
史因有皇权加成，权力非常大，大到
中央，小到州县，从国家大事到社会
生活，都在他们的监察范围，甚至连
皇帝都得看他们的脸色。俞价倨傲
严正，忠直敢谏。初到任时，“仪度
奏对都雅，神庙（皇帝）重之”，他在
关边、钱谷、盐屯、守令、人才、崇贤
纳才等方面的疏言，都得到皇上的
肯定，一一准奏。其又秉正嫉恶，刚
直不阿，查明诚意伯刘延世“上蔑天
意，下吸民脂，目无法纪，贪赃自
肥”，立即上疏弹劾，其“证据确凿，
言状如发”把此案办成了铁案。参
政丁此吕贪污受贿，已经核实，左都
御史孙丕扬上奏弹劾，权臣江东
之、沈思孝与丁此吕交情甚厚，上
疏为丁此吕辩解。俞价了解此事，
立即上书弹劾江、沈二臣，此举令孙
丕扬“惊壮之”。最终丁此吕受到惩
处，江、沈落败。自此，朝内贵戚幸
臣都对俞价侧目，一边互相告诫说：
千万不要触犯俞御史的法（“咸相戒
勿挠俞御史法”），一边寻机攻讦暗
害，俞价几次险遭不测，多亏皇上加
以庇护才幸免于难（“赖圣明原之以不死”）。而
不少同僚则因俞价不讲情面，“憨直崖异”（性
情、言行不合常理），也与之心存芥蒂，然俞价自
唯问心无愧，坦坦荡荡，仍我行我素。

敢言直谏
惹怒皇上被贬

俞价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朝中除了与权
贵佞臣作斗争，还卷入了君臣的矛盾之中。

俞价任监察御史之前，万历皇帝朱翊钧与
朝臣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当时的矛盾点有两
个：一个是皇上为搜刮钱财，垄断全国的矿藏，
不许百姓开采，此举遭到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君
臣产生矛盾；另一个是君臣围绕着是立皇长子
还是立皇三子为太子的问题发生争论，即中国
历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

据吴梦起《大明盛衰》载：万历十年，首辅张
居正病故被清算抄家，抄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皇帝朱翊钧自六岁就跟着张居正读书，此刻老
师的崇高形象轰然坍塌。自此，他的性情大变，
开始看重金钱和贪图享乐，也开始迷信。他相
信人死后灵魂还在，为了死后能跟生前一样吃
喝玩乐，就在万寿山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陵墓
叫定陵”，每天三万多人修建了6年，耗银800万
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田赋的总和。国库耗
尽，他就派太监去搜刮。他强占农民的土地，把
全国的矿藏全部占下，不许百姓开采，由他独自
垄断。朱翊钧的反常举动，激起了大多朝臣的
反对，但是他根本不听。

朱翊钧十六岁大婚，皇后三年无“喜”。一
次偶然的的机会，朱翊钧与侍奉母后的王姓宫
女发生了一次关系，王宫女遂怀有身孕，生下一
男孩，便是皇长子朱常洛。朱翊钧与王宫女并
没有什么感情，他只宠爱一个姓郑的嫔妃。万
历十四年，郑嫔妃为皇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
子，叫朱常洵 (在这之前，别的妃子生了个男
孩，一岁时夭折），朱翊钧立即进封郑嫔妃为贵
妃，位在王宫女之上。万历18年，大臣们提出
应该立太子了。根据祖宗传下来的法则，既然
皇后无出，现有的两皇子都是庶出，那就应该册
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是皇帝爱屋及乌，非
要立朱常洵为太子。双方争执不下。此事让朱
翊钧非常恼火，赌气采取了与大臣消极对抗的
办法，从此不再上朝（此后30多年不上朝），一
切交给内阁，自己只操心开矿、征税、做买卖等
盘剥老百姓的事情。“国本之争”一直这样持续
下去，直到万历29年冬，皇帝将近40岁了，才终
于同意册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国本之争”才
算初步告一段落。

对于这两件事，俞价旗帜鲜明地站在群臣

一边。他认为，这是关系国运社稷
的两件大事，让步不得。为社稷民
生直言进谏，是做臣子的本分。他
不惧冒犯皇上，连续不断地通过给
事中（六部中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
官吏）给皇上上疏，“力陈开矿之
弊，请皇上为民生计罢停开矿；为
社稷，请皇上严守祖制早立太
子”。朱翊钧虽然很看重俞价，但
对于开矿和立太子两件事，免谈！
他像对待别的大臣一样，把俞价的
奏章全部留中。

所谓留中，就是皇上把臣子的
奏章留在禁宫中，既不交办也不批
答，让那些疏文自动作废，外间也无
法知道真相。于是俞价等人的奏章
中又多了两项内容：要求皇上上朝
听政议事，要求皇上下发留中的奏
章，皇上仍然置之不理。

后来民怨沸腾，全国发生多起
农民造反事件，俞价他们轮番上疏，
苦口婆心地劝皇上：“皇上深居内宫
不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呀。”甚至警告朱翊钧：“皇上，一旦
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即使黄金
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但是朱
翊钧已经尝到了搜刮的甜头，哪里
肯听！皇上仍不上朝，大臣们的奏
章仍被留中不发，官员们无法办公，
不少人自动离任。大臣们离任，皇
上既不批准，也不挽留，他认为反正
朝廷也用不了那么多官员。

俞价等言臣们不厌其烦地上
疏，经常激怒皇上，皇上也经常找机
会惩治言臣。据《明史·马经纶传》
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天，兵部
考选军政，查出有副千户者擅自加
封为四品官职（副千户应是从五
品）。皇帝指责部臣徇私，兵科不检
举揭发，将相关人员降为杂职，将员
外郎曾伟芳等五人降级，调往边远
地区。同时，“因御史区大伦、俞价、
强思，议事常违旨，降三藉（级）”。
一时严旨频下，举朝震骇，但大家都
明白，此事与御史们无干，这分明是
朱翊钧借机打击言官（“帝欲寻端罪
言官”）而已。

这次降职之后，本来官阶只有
七品的俞价，变成了十品的小办事
员，连议论朝政的资格都没有，“遂
卧东山，角巾杜口，不言朝政”。

万历35年（1607），皇上重新起
用了俞价，任命其为河南巩县令。
之前有一次，俞价差一点得到赦免，
那是万历30年（1602）2月，皇上身
体不舒适，也曾下令恢复俞价等因
上疏进言而获罪大臣的职务，不料
次日皇上病愈，又搁置了原来的诏
书。所以说，皇上这次起用俞价算
是个特例。

虽然说是起用，其实仍然是惩
罚，放外任也是朱翊钧惩治言臣的
一种方法。朱翊钧知道，言官大多
是能臣，但受不了他们在耳边聒噪，
于是就将他们放外任，让他们远离
朝廷，起码也能减少“吵闹”的机
会。这次俞价被发往河南巩县已经
算是很照顾的了，毕竟那年他已年
近60岁。

重新起用
壮志难酬弃官

俞价的名气很大，一到巩县，便名声大噪
（“至则烜赫之声播于中州”）。第二年（1608年）
他又被调往南京户部，擢任户部员外郎（明代员
外郎为从五品）。南京是明朝的留都，留都的官
员都是闲职，好在南京管辖的杭州有个北新关，
是明代税赋机构所在地，人称大关，此地历来富
庶，广货洋货均顺水北来辗转经此，税赋地位十
分重要，杭州的十门、六关都受北新关管辖。擢
升为户部员外郎后，俞价奉命到北新关整顿税赋
市场，其大刀阔斧地进行税赋改革，大力开拓市
场，同时制定制度，规范税收，让利于民，打击贪
蠹税役和不法之徒。北新关整顿取得极大的成
功，市场井然有序，面貌焕然一新。俞价也受到
当地官府和民众的高度赞扬，称其拥有堪比春秋
时齐国上卿管仲（大政治家，善理财）的经济头
脑。当时朝廷上下，大法小廉，俞价整日与商人
和钱财打交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半年后北
新关整治完毕，其不顾当地官员一再挽留，即刻
回到南京。庚戌（1610年）又升任南京兵部车驾
朗（车驾司主官，正五品，主管仪仗、禁卫、驿传
等）。俞价官越做越大，管的事情却越来越小。

此时，朝中自行离职的官员越来越多（至万
历47年，十三道监察御史原有110人，只剩下5
人在工作，六科给事中共58人，只剩下4人在工
作，六部堂上的官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多年空
缺，督抚、监司也缺额不补）。京城的官员几次
建议召俞价回京“调羹补兖”（补救规谏皇上的
过失），而那些佞臣显贵，唯恐俞价回到京城惹
事，千方百计谗害构陷他。俞价眼见朝廷纲常
国纪废弛，君臣关系不睦，奸邪党人滋生蔓延，
自己即便回朝也难有用武之地，若留在南京也
无所事事，无奈“拂衣去”，弃官而归。

俞价回乡后，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每逢
遇到攸关一州利弊的大事，常据理与刺史（知
州）侃侃而谈，“刺史无不唯唯”。万历四十三
年，山东大旱，自三月至九月无雨，赤地千里，蝗
蝻遍野，朝廷下诏，留下税银赈灾；第二年春，山
东全省荒至人相食，俞价将家中所有粮食减价
粜给百姓，“所全活以数万计”，同时协助官府向
朝廷求发赈粮。不久，朝廷发十六万金、漕米十
二万担，遣御史过庭训来山东赈之，这在很大程
度上得力于俞价等人的力争。经此事，乡亲们
对俞价愈发遵崇，“皆以包拯目之，谓之包青
天”。俞价卒后州民将其祀入乡贤祠，四时祭
祀，并在县署前立俞价进士坊，在州城东门大街
立御史俞价殿中执法坊，以为纪念。《牟平县志·
民国版》云：“州民传说俞价为本城城隍，故城隍
庙香火之盛，为全州之首。”

坐落于胶东屋脊的果都栖霞，据有关材料
显示，顶盛时期共有966个自然村，2014年出版
的《栖霞市地名图集》统计为953个行政村，每
一个村庄都有一个专用的名字。透过这些名
字，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祖先当初建村时所处的
自然、人文环境及为村取名的来历和希望。平
时稍微留心一点，就会发现大多数村庄是以张、
王、李、刘、孙、徐、林、柳等姓氏或山、岭、沟、洼、
泊、夼、埠、塂等地形区位命名。名字将建村时
人的姓氏和所处环境永远镌刻在历史档案上，
日久天长，沉淀成浓郁的地域文化，弥足珍贵。
一向对这些村名饶有兴趣的笔者，退休后回顾
了在栖霞60余年所涉足并从栖霞村名志中获
悉的村名，深入考究，除上述两种命名较普遍
外，以树命名的村庄也不在少数，同样传递了宝
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底蕴。我仅把印象深刻的
一些村名的来历，说来与读者分享。

因树命名的村庄几乎每个乡镇都有。我首
先涉足的桃村，是一个大镇，以树命名的村庄就
有近10个，如西柳子头、东柳子头。清康熙11
年，隋姓由云南迁此，因处涝洼地，长满柳子（杞
柳）和柳树，村建柳子之西，故取名“西柳子
头”；康熙61年，于姓由云南迁此，建村于柳子东
侧，故名“东柳子头”。又如老树夼，原名庵西
村，因嫌不雅，于光绪34年，以村中有一棵老槐
树，更名“老树夼”；还有上裕家沟、下裕家沟，原
是清乾隆年间，林姓由荆子埠迁此建村，村外是
一片榆树林，故取村名“榆家沟”，因同时建成两
村，称上榆家沟、下榆家沟，后为取吉祥之意，运
用谐音改成上、下“裕家沟”。另有“清香崮”和
上、下“郁都”，也与树木有关。明永乐年间胡姓
由河南迁此建村，因西山峰顶有一棵大清香树
（檀香树），故取村名“清香崮”；上、下“郁都”本
是清代宋氏在林茂翠郁之地建村，因上下位置
不同，故名“上郁都”“下郁都”（也有说郁姓建村
故名）。桃村镇还有两个与“桃”字结缘的村
子。一个是桃村，一个是桃林夼。桃村是孙姓
从江苏桃花坞迁来，为纪念故乡，故名“桃村”，
并非靠近桃林而建村。《桃村孙氏族谱》中，有诗
为证：桃村遍地无桃花，非是当年命名差。只因
江苏远延脉，桃花坞里有人家。而桃林夼是明
代末年王姓从亭口黄土壤村迁此，因村西有一
片桃林而得名。

如果丛生的荆条，也算作树木的话，“荆子
埠”也是一个以树命名的村子。清嘉靖年间，林
姓自蛇窝泊荷叶村迁此，因村后长满荆条，故名

“荆子埠”。
与桃村比邻的唐家泊镇的“生木树后”和

“柳连河”两村也令人印象深刻。明末吕姓自莱
阳郝山后迁至唐家泊的西南部山坳落户，因南
塂有生木树，村位于树后，故名“生木树后”；明
万历年间邹姓由乳山雨淋庄迁至唐家泊东南部
一条河南岸建村，因河岸柳树成行，柳与河相
连，故取村名“柳连河”。

唐家泊南邻的蛇窝泊镇，也是大镇，以树
名村的有十几个，其中与榆树结缘的村庄就有
7个，一是“榆林子”，据谱书载，明代冯尚达、冯
尚和弟兄从本地崮山迁此，因有榆树林子，故
名。二是南、中、北榆疃三村。北村是清康熙
年间，林姓由蛇窝泊迁来建村，因村北有一片
榆树林，取名“北榆疃”；南村建得更早，原名

“榆林沟”，后因有了“北榆疃”，被习惯称为“南
榆疃”；中村建立较晚，因南北皆称“榆疃”，故
名“中榆疃”。三是大、前、上榆家夼三村。明
嘉靖年间周姓先建“大榆家夼”村，村名来自沟
内长满一片榆树；同期刘姓由西三叫村迁来建
村，因地处大榆家夼之前，故名前榆夼；清光绪
年间另一支刘姓迁来，因地处大榆家夼之上，
取名“上榆家夼”。另有与柳树结缘的两个村
庄。一是柳林庄，明代中期，李姓迁此定居，因
近处一片柳林，故名“柳林庄”；明洪武二年刘
姓由云南石臼村迁蛇窝泊镇建初家疃，明末清
初移至清水河畔，再建新村，因河岸柳林丛生，
村处其端，取名“柳口”。另外还有两村，一是
埠梅头，明建文年间，邹姓由松山汉桥村迁此，
因村东埠子有一片梅树林而得名；二是朱留
村，明洪武年间，鲁姓移民到招远，后辗转至此
建村，因村东有一株多年的石榴树，花开极艳
丽，便取名“株榴”，后演变成“朱留”。

唐家泊北邻亭口镇，地域虽然不大，但以树
名村的却不少。其中与杏树结缘的有三个。一
是杏家庄。明正德年间，邢姓由云南迁此，初名
邢家庄，后因村中杏树多，更名“杏家庄”；二是
上、下杏家，清顺治年间，贾姓由本邑贾格庄迁
此建村，因村东夼有一片杏子树，长在沟头上，
故名“上杏家”；清康熙年间，李姓自李家庄迁至
上杏家下方建村，因居其下，故名“下杏家”。在
亭口最南端有一个小村落叫“生木树 ”，清雍
正年间，徐姓由云南迁此定居，因山里有一棵大
红生木树，故取村名“生木树 ”。在亭口西北
端有个“枣林村”，是明崇祯年间，吕养身从臧家
庄迁此建村，因村西山脚下一片枣树林而得
名。另外，枣林村东侧的徐村，原名叫“树村”，

也是因为建村时村东的一片柳树林而得名，后
演变成“徐村”。

亭口与桃村两镇之间夹着一道南北长约20
公里的山沟，有如世外桃源，说是花果园也不为
过，这里是庙后镇。庙后镇有枣园村，传说是明
万历年间，胡姓由河南许州花园村迁此建村（一
说是清康熙年间自桃村迁入），因村北有一枣树
园，取名“枣园”。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自桃村域内的栖霞
四中调进县城任教，开始接触路经栖霞城的烟
青公路沿线及西部各乡镇，这一带包括3个街
道、1个开发区、7个镇，以树名村的依然很多。
从北端的臧家庄镇（现划归烟台市福山区）开
始，先是东、西两个杏山村。东杏山村是明嘉靖
年间，柯姓由云南迁此，因该村杏树多，取名“杏
山”，后因其方位，改名“东杏山”；西杏山是清顺
治年间，林姓由栖霞城迁建，因四面八方遍植杏
树，又因位置居西，故名“西杏山”。再是东林
村、西林村，明末清初相继建村，皆因村靠一片
树林而得名，因位置而分东林、西林。后有人
说，西林是因为村中出了一个大官，号“西林”，
而得名，笔者宁愿相信前者，道理更为充分。另
有与槐树和松树相关的村庄，一个是槐树庄，明
末清初，范氏由栖霞城北十里堡村迁此，因村中
有一株古老的大槐树而得名；松岚村是清乾隆
年间，姜姓从臧家庄迁此，因当时村靠坟地，有
一片松林，故命村名“松岚”。

与松结缘的，还有松山村。松山是松山街
道的机关所在地。明景泰年间，曲姓由云南迁
此，因东山全是一片松林，又是通往烟台海的
大道，有开店的，故名松山店，后简化为“松
山”。另有枣林庄，传说唐朝，衣、王二姓迁此
定居，因周围山上全是山枣林，故名枣林庄。
还有上、下桑树夼。上桑树夼是洪武四年马氏
由小云南移民至此建村，因该村南夼有两株老
桑树，故命村名“双树夼”，后更名“桑树夼”；后
因区位，称“上桑树夼”；下桑树夼是明初王氏
自江苏淮安府山阳县迁入，因同样原因，命名

“下桑树夼”。
城区的中心地段是翠屏和庄园两个街道。

庄园街道有“老树 ”村。清光绪年间，邢姓由
杨础西柳村迁此，因沟内树木茂盛，大树、老树
遍布其中，故命“老树 ”。翠屏街道有枣行村，
清雍正年间，李姓由母山后村迁此建村，因当时
此处有成片成行的枣树林，故名“枣行”。西南
角的榆林庄，明正德年间，曲姓由苏家店镇榆林
头村迁此定居，当时这里是一片榆树林，便取名

“榆林头”，后因重名，更名“榆林庄”。城东的栗
林，是明洪武年间张姓由云南迁此而建，因当时

栗树成林，故名“栗林”。另有城南郊的大、小雾
滋夼，也与树木有关。小雾滋夼建村在前，据传
明成化年间，刘姓由云南迁此，因值晨雾笼夼，
犹如雾从夼内滋生，取诗经“树德雾滋”之典，故
名“雾滋夼”，大雾兹夼建村后，更名“小雾滋
夼”，口头上省略成“小雾夼”；大雾滋夼，据谱书
记载，明末林姓由县城内迁此定居，因此夼树木
茂密，云雾缭绕，亦取诗经“树德雾滋”之典，定
名“大雾滋夼”，口头上省略成“大雾夼”。位于
城南15公里的杨础镇，有榆格庄，是明洪武年间
初、谭二姓由莱阳诸泊村迁此，因村前沟旁榆树
成林而取名“榆格庄”。

西部5镇观里、官道、苏家店、寺口、西城，
除观里没发现与树直接结缘的村庄以外，其它
各镇都有以树名村的村庄。如官道的柞岚头
和杨树泊。柞岚头，传说元泰定二年，马姓甴
云南迁此，因村北有柞岚，取名“柞南头”，后演
变成“柞岚头”；杨树泊，据史姓谱书载，明嘉靖
十一年，史姓由县城迁此，因村前杨树多，故名

“杨树泊”。苏家店镇的荆林埠，原名荆子埠，
位于栖霞地域的最西北端，乃明洪武二年王姓
自山西移民来建，此村与桃村境内东端的荆子
埠皆因荊林丛生而得名，因重名，1982年更名

“荆林埠”。寺口镇的大榆庄，据传明末，万、刁
两姓由城镇观东村迁此，因村旁有一棵大榆树
而得名。西城的槐树底村，据传明成化年间，
衣姓由县城迁此建村，因高处一棵大槐树，故
名“槐树底”。

五彩纷呈的树名村，比姓氏、地形名村，增
加了更多的色调和魅力。假如把栖霞的版图比
成一个大棋盘，966个自然村就是棋盘上的棋
子，近百个与树结缘的村庄，就像一片一片的绿
荫，覆盖在棋盘的各个方位，使棋盘增加了生气
和活力。透过这一片片的绿荫，可以想知数百
年前，我们祖先入住的环境和条件，同时还有助
于我们研究和了解在那个年代，胶东屋脊——
栖霞，大地植被的覆盖状况，树木尤其是果类树
木的种类情况，比如从村名可以看出当时榆、
柳、杨、槐相当繁盛，仅用榆树冠名的村庄就有
十多个，果类中的枣、杏也是遍布全境，桃、石
榴、栗子亦有所现，而且大片的水果是野生状
态。有些今天鲜见的树木，如檀香木（清香崮）、
生木树、梅树等，通过村名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
的档案。当然，有的村名是否是以树命名，光从
字面不能确认，比如杨、柳、林、李等，既是树名，
又是姓氏，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纵览果都栖
霞的树名村，如同阅读一部栖霞的树木史，这正
是胶东屋脊山多、植被面广的自然特色，值得礼
赞的树名村，星罗棋布的树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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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以树名村何其多
□张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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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疃村古槐阳疃村古槐。。

北关村古槐北关村古槐。。

西城李家疃的古树西城李家疃的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