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任学画像

06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蜀境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明末“张献忠剿
川”时，四川境内只有
两个寨子没有被攻破：
一是安岳县内的张家
寨，二是石柱县秦良玉
的万寿山寨。而能征
善战的张献忠在张家
寨更是损兵折将，大吃
苦头，无奈北撤。可见
这张公寨应该是个固
若金汤的堡垒地。

张公寨，是由明代
唯一的进士总兵张任
学修建的。

为啥叫“进士总
兵”？这是因为张任学
是明朝唯一一个考中
进士后，由文臣改为总
兵的大臣。

明末动荡之时，虽
然冲锋陷阵不是张任学
的长项，但他面对当时
连众武官都畏缩不前的
尴尬情势，义无反顾，披
挂上阵，难能可贵。

《明史》和《四川通
志》记载，张任学，四川安
岳县瑞云乡圆门村人，字
弗居，号留儒。他生于明
朝万历十七年（1589）九
月十六日。明崇祯十五
年（1642）正月初九，在家
乡去世，年仅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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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寨题刻

张氏祠堂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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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者张任学是明代唯一的进士总兵

安
岳

雍正《四川通志》和康熙年间的《安岳县
志》载，明天启五年（1625）四川有22人考取
进士，36岁的张任学便是其中之一。始任山
西太原知县，以才德兼备，于天启七年
（1627）调山西榆次任知县。

崇祯五年（1632年），张任学上奏指出四
川存在私征、私派、催缴赋税太急及诉讼不
公三大苦政。由于他屡有上书，崇祯皇帝对
他非常器重，甚至为了提醒自己而把张任学
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并采纳他的许多建
议。在巡按两浙期间，张任学又数次向中央
条陈，指出当时盐政方面的诸多弊病。

安岳县瑞云乡圆门村六组狮子岩有一
座古寨，其西南面的悬崖上雕刻着刚劲有力
的三个大字“张公寨”。

古张公寨地势险要，四周悬崖峭壁，最高
处有二十多米，形成天然的护寨屏障。西寨门
一段，则是人工堆砌的高达四米的条石寨墙。

寨上寨下，古迹甚多：寨墙寨门，屹立古朴；张
氏宗祠，留存寨中；张氏古井，清泉甘冽；古堰水
塘、古老石碾，盘踞在西寨门山腰中。古碾下方，
是一条从张家坝通往山寨的数百级石梯古道，虽
已部分已被拆掉，但仍能看出古路留下的遗迹。

崇祯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大江南北。在高
迎祥、张献忠等率领下，义军于崇祯八年（1635）
正月攻陷了明先皇朱元璋祖陵凤阳县城凤阳。

此时，原巡按御史吴振缨因失职被撤职
处理，改由张任学代替。

起义军撤离之后，凤阳祖陵旁留有洞窟，
朝廷怀疑祖陵已被农民军盗掘，命太监前去察

看。但此次事件，“自凤抚以下论死者数十
人”。张任学作为两淮巡按御史，到凤阳之后
接管了此事。他到现场勘察之后，发现这个洞
窟不大而且也没有铁铲之类工具挖掘过的痕
迹，认定这个洞窟只是个狐狸窝而不是盗洞。

他上报朝廷后，被关押的这些官员不久
即被释放，从而避免了一场冤案。

《河南通志》卷二十二《名
宦》载，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
河南一带战事紧张，张任学当时
是河南巡按御史并兼监军，他受
命来到河南。开始了他长达数
年的与张献忠等农民军的对决。

张任学到达河南后，他看
到起义军在河南省内纵横往
来，而诸将领都龟缩在城内不
敢出击，即慨然而起，认为“事
不辞难，臣职也，贼势如此，我
辈可雍容坐镇邪？”毅然上疏痛
斥诸将领，请求朝廷更改自己
的职务，愿担任武将，亲自指挥
军队与义军对垒。

崇祯皇帝对此非常赞赏，
命吏部、兵部及都察院诸臣商
议此事。大臣们一致认为，以
前从来不曾有文官改为武官的
先例，请求皇帝仍令张任学以
监军御史的职务兼管军务。可
崇祯皇帝不同意，下令张任学
改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后

来，皇帝认为他有奇才，竟任命
他为总兵，成为明代以进士为
总兵的唯一之人。

赴任河南后，这位四川出
来的文人总兵张任学，在农民
军首领刘国能、张献忠、罗汝
才、马进忠、李万庆等人的作战
中起起伏伏，功过皆有，也多次
因“失职”被降职处分。这些年
的征战中，张任学也成了最令
张献忠头疼的一个四川人。

崇祯十二年（1639 年）七
月，张任学被撤职回乡。

张任学被撤职后，带领长子
张像升和部下士兵及亲从约300
人，于当年回到家乡四川安岳，明
朝崇祯十一年（1638）冬，他在狮
子山主持修建了张公寨，并安营
驻扎，盾兵操练。他还多次以自
己在对张献忠等人的作战教训，
告诫乡兵乡勇，让自己的军队做
到知己知彼，尤其对长子张像升
作战能力的指导，尤为用心。

据张公寨狮子岩文管员张
秀文保存的《张氏族谱》第七卷

“人物志”中记载，张任学被朝
廷免官，回到老家张家坝。这
一年，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他
把乡亲们都带到寨上避乱。

不幸的是，张任学因忧国
忧民，抱怨朝廷不公，而怄气
伤肝，于崇祯十五年（1642）正
月病故，葬于张家坝柏林坡
（今安岳县瑞云乡乡政府驻
地）。

张任学死后，其长子张像
升 袭 父 职 。 崇 祯 十 六 年
（1643），正置天干火炕，张献忠
军杀到了安岳张公寨，把寨子
围困了四个多月。一次，张献
忠军顺堰塘的排水沟欲爬上山
寨偷袭，被守寨哨兵发现，开堰
放水，水流湍急,把偷袭者冲下
山寨，死伤不少。

四个月后，寨上堰塘的水
即将枯竭，但张献忠的部队仍
在寨下围攻，激战猛烈。就在
这时，张像升指派士兵，在寨墙
上有意甩下两条大鲤鱼制造假
象，以示寨内水食丰富。同时
制作了一些加大炮筒，高高架

设在张献忠部队能看见的寨内
山头上，以显威风，同时山寨上
的战旗飘扬，并利用寨上的两
门火药大炮，打游击战。张军
见了胆战心惊，不敢再围困山
寨。一天晚上，张公寨的兵马
火炮齐鸣，兵士打开寨门乘胜
追击，一番激战，张献忠兵士
见事不妙，趁夜撤逃，扔下无
数尸体。

此后，再也无外敌敢前来骚
扰张公寨，整个瑞云、石羊、龙台
地区周围百里也都太平无事。

据《张像升传》记载，“张献
忠剿川”时，四川境内只有两个
寨子没有被攻破，一是张家寨，
二是石柱县秦良玉的万寿山
寨。

后人为了纪念张任学父子
的功绩，于清咸丰二年(1852)重
修了张公寨，并由张任学的裔
孙张映雪书写，在南门之间的
峭壁岩石上刻了“张公寨”三
字。其门匾“瑞霭山城”，至今
保存完好。

张任学生前著有《周易解
义》《芸阁斋杂文》《芸阁斋诗
鈔》等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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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寨：阻击张献忠的堡垒破解明先皇祖陵被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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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之间生克制化，每
一脏在功能上有他脏的资
助，不致于虚损，又能克
制另外的脏器，使其不
致于过亢。本脏之气太盛，则有他脏之气制约，
本脏之气太虚损，则又可由他脏之气补之。所
以，预防调养老慢病应该五脏同调。

028-86969013

这里是大型公益养生栏目《五脏养生堂》，这里有
跨越千年的中医精纯，这里有贯通古今的养生精华，
这里有让你一学就灵的健康妙招。从大病到小症，我
们认真解答；从急症到慢病，我们见招拆招。健康就
在《五脏养生堂》！

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
感染因素：类风湿的病人是有滑

膜炎、以及是发热、白细胞升高以及血
沉增快，所以认为本病的发生可能与
感染有关。

过敏因素：因本病的病理改变以
及血清病是与异性蛋白在实验动物中
所诱发的过敏状态相似，所以认为该
病是与过敏反应有关。

环境因素：通常来说受凉、潮湿、
劳累、精神创伤、营养不良、外伤等，

常为本病的诱发因素。
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方法
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就是我们一

般所说的手术治疗，目前对仅有 1～2
个关节受损较重、经水杨酸盐类治疗
无效者可试用早期滑膜切除术。后期
病变静止，关节有明显畸形病例可行
截骨矫正术。

中药治疗：患得了类风湿性关节
炎患者们一定要注意卧床休息，及时
服用葛洪桂龙药膏提高关节气血循

环，病情得到理想的改善后才可适当
的活动。饮食中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
要充足。

推拿治疗：这是一种中医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方法，很受患者们的
青睐。推拿疗法是采用按摩法刺激类
风湿性关节炎 患 者 体 表 的 一 定 部
位，运动患者的肢体进行治病的一
种 疗 法 。 一 般 推 拿 同 时 会 使 用 外
用无敌擦剂，对缓解局部疼痛效果
明显。

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及治疗方法

输卵管的正常功能对受孕有着极
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捕捉从卵巢排到腹腔成熟
的卵子，并提供精子上行的通道，使精
子在输卵管壶腹与卵子相遇受精。它
还为受精卵的分裂、分化提供最佳的
内环境。输卵管有节律的蠕动能将孕
卵送到子宫腔着床。

输卵管如果发生病变引起阻塞，
则会失去以上全部功能而造成不孕。
输卵管阻塞的复通成功率很低，大约
为 20-30%。目前对无法治疗的输卵

管不通者，主要治疗手段是"试管婴儿
"技术。

输卵管不通最常见的原因是输卵
管或盆腔腹膜炎症所致。炎症可以使
输卵管粘膜破坏而形成瘢痕，引起管
腔狭窄或阻塞。结核菌的感染是一个
主要的病因。

在我国尤其在农村，结核性输卵
管炎引起的输卵管不通是很常见的。
其次，有一些致病菌如葡萄球菌、链球
菌或淋病球双菌经阴道、子宫颈及子
宫蔓延到输卵管或盆腔，引起盆腔腹

膜炎及全身严重的感染。
国内亦有滴虫引起炎症的报道。

人工流产后引起急性盆腔炎、输卵管
炎也是屡见不鲜的。

现代女性生活压力巨大，经常熬
夜加班，饮食也是非常不规律，身体里
的湿气和热毒都成为了一种常态，要
改变湿热体质，从根源上避免输卵管
和盆腔炎症的出现，就要及时的使用
中药治疗妇科病，可以有效的排除湿
气，清热解毒，非常适合现代女性的日
常保健治疗。

输卵管不通造成不孕，预防性治疗可用中成药

老年人剧烈头痛时常伴有眩晕、
耳鸣、恶心呕吐、心悸、眼花，甚至肢体
乏力麻木、精神异常等。这很可能是急
进性高血压、高血压危象和高血压脑病
引起的，三者不尽相同，但有内在联
系。高血压平时头痛是比较少见的，有
也只是昏痛夹杂、钝痛而已。一旦出
现头痛难忍，有爆裂沉重感、全头痛、
血压骤升，甚至可成为中风的先兆。

当老年人患脑瘤时，由于早期瘤
体细胞小，颅内腔隙较大，占位效应不
明显，多不引起头痛。但肿瘤由量变
到质变时，便可压迫大脑、堵塞脑脊液
通路而致脑水肿、颅内压增高甚至损
害颅神经，此时便会突然头痛加剧或
骤然全头胀痛，兼有视物模糊、走路不
稳、癫痫、呕吐、偏瘫、精神紊乱等。
此时头痛是第一位的，且以胀痛逐渐

加重、全头性痛为其特点。
老人剧烈头痛的成因虽然很复

杂，但是主要症状是一致的，中医辨证
论治，对于急性头痛均以清热除瘀为
主，按现代医学观点看，就是缓解血管
堵塞，改善血液循环。

中国传统医学有许多治疗高血
压急症的经典方剂，能有效的改善血
液循环和养护血管。

老人剧烈头痛优选中药清热除瘀

豁达之心，
安度晚年

事在人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随遇而安是
一种乐观的处世方法，顺其自然是一种达观的生存
之道，水到渠成是一种高超的入世智慧，淡泊宁静
是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无事时，澄然；有事时，坦
然；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用平常心对待世
间的人和事，自然会获得心灵的安稳。真诚之语流
露慈悲与关爱，温暖人心；正直之语表露坦荡与真
诚，照耀人心；和谐之语显露大气与豁达，愉悦人
心。道一声珍重、送一句问候，多一些关怀，少一些
埋怨，怡然自得安度晚年。

葛洪在书中举了关于美女和丑女的
几个例子，"无盐、宿瘤之丑……南威、西
施之美……"。丑女无盐的故事家喻户
晓，齐宣王和晏婴也因她而流芳百世。
无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内在美的代表。

宿瘤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而
得名，因为守贞有礼而被齐闵王封为王
后。显然是齐闵王效法先祖的故事，有
点东施效颦的效果，后世几乎无人知晓。

西施是中国四大美女之首，留下了
无数的故事和演绎。如果说西施是个不
幸的女人，但毕竟有范蠡的传说，有功成
名就的传奇。南威就是一个更不幸的美
女了，她是因为美貌而被送入晋文公的
后宫，但是晋文公却在宠幸了她三天之
后，因为她的美丽而放弃了她，并说"后
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

这句话被记在了《战国策》里，南威
从此远离幸福，而晋文公却得便宜卖乖，
挣得了一个好名声。

《抱朴子·论仙》
葛洪眼中的美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