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不可侮”
左慎五

过节前夕，翻检旧箧，偶见 1958 年
10月1日《遵化报》一份，八开两版，第一
版报头与题图套红，第二版下栏为副刊，
载有笔者的处女作《中国人民不可侮》。

转瞬一甲子，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58 年 1 月 4 日，文化部动员数百名直
属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下乡劳动锻炼。
我们一行26人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现
遵化市）卢各寨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当时山区农民生活水平很低，每日
三餐两稀一干，早晚都是玉米渣粥，只有
中午才能吃到干粮。我们每天交一斤全
国通用粮票、三角钱，和他们一起盘腿坐
在土炕上或蹲在地头上用餐。因为口粮
紧缺，农民惜粮如金，我们从来不敢放开
肚皮吃，农户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戏
称“下放干部都看着盆底儿吃饭”。锅台
与土炕相连，中间隔着一道土坯墙，一年
四季睡土炕。早晨顶着星星下地干活，
晚饭后再到乡政府开会，一天只睡四五
个小时。担水上山，赶驴送粪，除草薅
苗，队长分配什么活就干什么，从来不挑
不拣，不会就学，不懂就问。笔者生长在
农村，会一些赶车、扶犁等活儿，受到队
长的“青睐”，农忙时也会让我“上阵”，

当时在下放干部中还算个“技术能手”。
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高潮中，不

谙文墨，更不懂诗词格律的我，竟然心血
来潮，“敢想敢干”，诌了几句顺口溜，大
着胆子寄往遵化报社。原文为：“太岁头
上能动土，中国人民不可侮。粮山铁海
英雄志，横眉冷对纸老虎！”时隔不久，
载于该报国庆副刊。令我深受感动的
是，“编辑同志”把“太岁头上能动土”改
为疑问句“太岁头上敢动土？”既加强了
语气，又焕发出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当
即想起唐·贾岛把“僧推月下门”改为

“僧敲月下门”，北宋·王安石把“春风又
到（过、入、满）江南岸”多次修改为“春
风又绿江南岸”。一字之改，诗眼陡现，
意境大为不同。

过了几天，又收到报社寄来的五角
稿费，更是喜出望外。这是今生第一次
看到手写稿变成铅字，也是第一次获得
脑力劳动的报酬，当时五角钱相当于五
餐的饭费。不自量力，小试锋芒，竟然

“名利双收”。终生受用的是，今后提笔
行文，一定要牢记“能”与“敢”一字之
改，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删繁就简，去
粗取精，认真修改，多下功夫。

紫石产于京西潭柘寺马鞍山老虎岭一
带，所以叫潭柘紫石。用潭柘紫石制作的

“砚”，叫“潭柘紫石砚”，简称“紫石砚”。紫
石形成于2亿年前二叠纪红庙岭组地层
中，因含铁质较多，故成紫色。石理中夹杂
有白色的垩斑，迎光可看到里面银星点点，
灿灿发亮；又因紫石中含有镁元素，所以，
石质细腻，颗粒均匀，质地坚硬，晶莹温
润。具有刚不露骨，柔而耐磨等特点。

第一位发现紫石者是潭柘寺内的一个
小沙弥。明朝时寺内有一个小沙弥，他年
龄不大，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才华俊逸，
爱好书画，喜欢“文房四宝”，特别是对“砚”
情有独钟，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小沙弥
了解些有关“砚”的知识，知道中国大部分

“砚”产于南方，而北方几乎很少有制砚的
原料，但他还是不甘心，锲而不舍地寻找。
小沙弥在寺院负责大雄宝殿内及周边的环
境卫生和一些杂役小活儿，只要大殿周边
清洁干净，其余时间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所以，小沙弥有充裕的时间，得空就出没于
寺外的荒山野岭、沟壑峡谷、小溪岸边，仔
细寻觅。一天二天，一年两年，功夫不负有
心人，只要有耐心铁杵也能磨成针。一天，
他不知不觉的转到了马鞍山老虎岭旁的溪
水边，恍惚有些身感疲惫，想歇一会儿，他
顺势坐在小溪边一块石头上，准备弯腰洗
手，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水里好像有一闪光
的物体，当他从水中捞出后，是一块紫色的
石头。他又放回水中清洗再拿出来仔细端
详、抚摸，感觉色泽鲜艳，质地清晰，并且很
柔润，细腻。小沙弥立即起身，把紫石放入
挎包，一口气就跑回了寺院。到了寮舍后，
顾不上喝水，拿出紫石反复从不同的角度
琢磨它，研究它，终于勾勒出了一种图案，
再按图索骥，耐心的雕琢，大约用了一年时
间，终于完成了一方篆刻有双龙腾飞图案
的砚，并为它起名“双龙砚”。小沙弥对“双
龙砚”爱不释手，常用它练习书画，临帖写
字，时间长了他发现这方砚真是方宝砚，发
墨如油，即不损笔，又不吸水，并且经久耐
用。为此，他用这方砚写了好多字，画了好
多画。

后来，启功老师听说这则故事后，书写
了“巧斫燕山骨，名标潭柘寺。发墨最宜
书，日写千万字。”

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不久就被寺院
的主持和信众所知晓，一传十，十传百，很
快就传到了京城。方圆百里的人们都来潭
柘寺周边寻宝，祈盼寻到一块好的紫石砚
原料。当时，朝庭为了保护紫石资源不被
乱采，就派太监何立回乡立碑定界。

任何传说都有历史的痕迹。在潭柘寺
马鞍山上确有一块皇家碑石，因明代北京
发生地震，使得故宫内部分宫殿断裂、倒
塌。太和殿也因此受到损伤，时任掌印太
监何立对皇帝说：“明年要举行殿试，今年
需对大殿进行修缮。”何立何许人也？他是
潭柘寺里十三“龟石村”人，“龟石村”因村
后有两块石头酷似两只神龟而得名。何立
又接着建议“我们老家，有一种石头，呈紫
色，寓意紫气东来，当地百姓因此很崇拜
它，此地还有一座千年古刹，据说当年开山
祖师也是因此地有紫石，是风水宝地而建
的寺院。”皇帝一听，想了想说；“我颁旨你
为钦差大臣，回老家为皇宫监督开采石
料。”何立领旨回到家乡，请来先生，进行勘
探，最后，定石界碑，碑文是：“内官监紫石
官塘界，钦差提督马鞍山兼工程管理太监
何立。”当时，皇宫开采紫石是为了重修太
和殿等御用。如，太和殿皇帝宝座下铺设
的就是潭柘紫石，后来，清朝修建乾隆花园
时，前方九根柱子也是用潭柘紫石砌成的。

钦差何立，即有文化，又有小沙弥的
“宝砚”样品，所以，潭柘紫石很快由他从社
会传到了皇宫，由单一型建筑材料逐渐成
了制“砚”的优质材料。用潭柘紫石制作的
砚，在皇宫享有很高的威望，一直是御用佳
品，据故宫博物院《西清砚
谱》记载：清代宫廷藏石制
砚145种，而由潭柘紫石制
成的珍品就有37方。紫石
是门头沟的特产，为此，上
世纪80年代紫石砚厂代为
国家文物局复制的清朝乾
隆、嘉庆两位皇帝赏赐给大

学士纪晓岚的八方砚台中，有五方是用潭
柘紫石制作的。

紫石砚已成为国宝级财富，所以，人们
把“龟石”村改成了“贵石”村并沿用至今。

“贵石”村因自然环境原因，于1967年全村
从里十三搬迁至外十三，现为永定镇辖
村。潭柘寺与紫石密不可分，旧时，潭柘四
宝之一石鱼，就是用紫石仿制而成的，紫石
中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现在
仍悬挂在龙王殿前，供信众欣赏、抚摸。据
说原石鱼是南海龙王进献给玉皇大帝的一
条宝鱼，因为有一年天下大旱，瘟疫流行，
玉皇大帝就将宝鱼赐给了潭柘寺，由潭柘
寺代玉皇大帝行使钦差职权，以拯救黎民，
消灾除难。为此，宝鱼便成了石头（陨石）
从天而降。石鱼身上有十三个部位，代表
当时十三个省，哪个省遇到干旱或者水涝，
就摸（敲打）鱼身上的哪个部位，就可下雨
或不下雨。人若生病也是如此，头疼摸头，
脚疼摸脚就可以消灾去病了。

紫石步道是从流杯亭出寺院东后门向
北拾阶而上至龙潭，大约有1500米长的一
段石砌路。它宽约一米，靠步道西侧有50
公分高的矮墙，墙上有大理石水槽，龙潭水
沿石槽一路欢快的流淌到寺院各处。因步
道路面是用紫石铺砌而成，所以称“紫石步
道”。古时，只有皇宫或王府才能使用紫石
铺道，而今，当你闲庭信步在九曲十八弯、
步步登高的“之”字形步道上，你所享受的
帝王待遇的身份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有
位仁者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走紫石步
道更遗憾。”当你行走在紫石步道上，享受
着沿路的野花青蒿的芬芳、泥土的清香，天
然氧吧的熏陶是多么的沁人心脾，其乐无
穷呀！真乃“一石一极乐也”。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潭柘紫石
任成壮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七、“田庄紫荆寺”之谜
关于“田庄紫荆寺”问题，有好几个书

上都有记载。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京西
十谜团”之一，主要是先考究了是不是发生
在雁翅镇田庄村里。那么，这“田庄紫荆
寺”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说戏曲版，由《戏考》第15册整理
的京剧剧本《紫荆树》，又名《打灶分家》，也
叫《打灶王》，是讲田家庄田大、田二、田三
家产分作三股，又将门前紫荆欲砍成三段
分开，结果紫荆枯死。兄弟感悟，不忍再
分，树则复荣。

再看大家熟知的《今古奇观》一书，是
从“三言”“二拍”中选出来的。其中第一卷
故事叫《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书前有四句
小诗：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

诗中讲了三个故事，这“紫荆枝下还家
日”便是说的田氏三兄弟，同居合爨。田三
嫂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只好分家单过。
议分家产后，欲将紫荆砍为三段，结果树死
叶枯。兄弟感悟，不再议分，则树复荣矣。

属于志类的《宛署杂记》更是记得清
楚：“紫荆寺，在田家庄。相传隋田真、田
广、田庆兄弟三人分居，议分紫荆，一夕枯
死，兄弟感悟，复合，荆亦复荣，即此地也。”
《宛署杂记》记载的这个故事，说的应该就
是京西雁翅镇的田家庄。

我们到田庄村问过几个老人，都说不
知此事。那么，这《宛署杂记》说的是不是
门头沟的田庄呢？我们调查过这里的情
况。在那大佛店的身后，老人说叫“紫荆
坨”。这就对了：紫荆坨下有庙“紫荆寺”；

“大佛殿”是紫荆寺里的佛殿，庙毁仅剩下

了的一座大殿。
另外，田庄地区确实有姓田的，原来住

在田庄村东的台地上，慢慢的人少了，现在
松树村里还有田姓后裔。这还不算，田庄
的庙会走村串户，先要拜田家，这就是田庄
源于田姓人家而得名，他们是这里的老户。

还有，这“田家庄”就是“田庄”，这是京
西民间口语有“吃字”习俗所至。“燕家台”
说成“燕台”；“李家庄”说成“李庄”；当然这

“田家庄”说的就是“田庄”了。
（未完待续）

试解京西十谜团（七）
赵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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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渠过街楼琉璃渠过街楼
袁树森袁树森

琉璃渠村西琉璃渠村西、、南南、、北靠九龙山北靠九龙山，，东临永东临永
定河定河，，处于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处于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南北方向南北方向
长长，，东西方向短东西方向短，，西高东低西高东低，，西屏蔽西屏蔽，，东敞开东敞开
的空间环境之中的空间环境之中。。与风水格局的标准相对与风水格局的标准相对
照照，，明显存在着合围关系不明显明显存在着合围关系不明显、、河水顺直河水顺直
平流向南平流向南，，河岸通阔河岸通阔，，西望村廓一览无余的西望村廓一览无余的
不足不足。。琉璃渠村聚落环境的不足和村落建琉璃渠村聚落环境的不足和村落建

设的实际需要设的实际需要，，激发了村民的生存智慧激发了村民的生存智慧。。
他们尊重生态原貌他们尊重生态原貌，，遵循风水美学补景遵循风水美学补景、、点点
景的原则景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地制宜，，随机赋形随机赋形，，精心构思精心构思，，
在村址的东南隅在村址的东南隅———九龙山和永定河的关—九龙山和永定河的关
节处节处，，建起了画龙点睛建起了画龙点睛，，以少贵巧以少贵巧，，令全村令全村
风水格局焕然一新风水格局焕然一新、、满盘皆活的过街楼满盘皆活的过街楼。。
位置的选择经营恰到好处位置的选择经营恰到好处，，点石成金点石成金。。二二

百多年来百多年来，，过街楼就一直是琉璃渠村的地过街楼就一直是琉璃渠村的地
域性标志域性标志。。

““三官阁三官阁””指的就是琉璃渠村大街东口指的就是琉璃渠村大街东口
的过街楼的过街楼，，状似城门楼状似城门楼，，旧时城台上的神庙旧时城台上的神庙
内供天内供天、、地地、、水三官大帝水三官大帝、、奉文昌帝君奉文昌帝君，，故而故而
又称为又称为““文昌阁文昌阁”“”“三官阁三官阁””，，正月十五元宵正月十五元宵
节节，，村里把花灯悬挂在过街楼上村里把花灯悬挂在过街楼上，，因而又有因而又有

““灯阁灯阁””之称之称。。这座建筑是琉璃渠村的主要这座建筑是琉璃渠村的主要
入口入口，，同时也是古西山大道必经之处同时也是古西山大道必经之处，，城台城台
上面供奉有神像上面供奉有神像，，行人从城台下的券洞下行人从城台下的券洞下
通过通过，，就等于对神像进行了顶礼膜拜就等于对神像进行了顶礼膜拜。。除除
去敬神的作用之外去敬神的作用之外，，过街楼还起到了保护过街楼还起到了保护
村庄堡门的作用村庄堡门的作用。。到了现在到了现在，，这座过街楼这座过街楼
最大的作用就是对于琉璃渠村的装饰作最大的作用就是对于琉璃渠村的装饰作
用用，，是琉璃渠村的一景是琉璃渠村的一景。。

清承明制清承明制，，继续在琉璃渠村设立官琉继续在琉璃渠村设立官琉
璃窑厂璃窑厂，，乾隆年间乾隆年间，，北京城里的琉璃窑厂北京城里的琉璃窑厂
迁到了琉璃渠村迁到了琉璃渠村，，与这里的分厂合为一与这里的分厂合为一
处处，，琉璃渠窑厂就成为了北京地区唯一的琉璃渠窑厂就成为了北京地区唯一的
皇家琉璃窑厂皇家琉璃窑厂。。乾隆二十一年乾隆二十一年，，在琉璃官在琉璃官
窑北厂主王朝璟和南厂主赵邦庆的倡导窑北厂主王朝璟和南厂主赵邦庆的倡导
下下，，琉璃渠村民集资琉璃渠村民集资，，在村东口修建了一在村东口修建了一
座用琉璃装饰的过街楼座用琉璃装饰的过街楼。。楼阁之上楼阁之上，，供奉供奉
文昌帝君和三官大帝文昌帝君和三官大帝，，因为正月十五是天因为正月十五是天
官大帝诞辰官大帝诞辰，，又逢元宵节又逢元宵节，，村民在阁上挂村民在阁上挂
灯灯，，所以村民们俗称其为所以村民们俗称其为““灯阁灯阁””。。这座过这座过
街楼上部均用五彩琉璃装饰街楼上部均用五彩琉璃装饰，，绚丽华美绚丽华美，，
凸显出凸显出““琉璃之乡琉璃之乡””的特色的特色，，是琉璃渠村的是琉璃渠村的
标志性建筑标志性建筑。。

位于琉璃渠村前街东口的三官阁为城位于琉璃渠村前街东口的三官阁为城
台式建筑台式建筑，，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农历九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农历九

月月（（17561756），），建筑面积建筑面积110110平方米平方米，，全高全高1313
米米，，东西向东西向。。过街楼由上下两部分组成过街楼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下部为城台下部为城台，，建有建有““三券三伏三券三伏””青砖料锅底青砖料锅底
式券洞一个式券洞一个，，进深进深 1010 米米，，高高 33..55 米米，，下宽下宽
33..88米米。。在券洞两边各镶嵌有一块琉璃额在券洞两边各镶嵌有一块琉璃额，，
东曰东曰““带河带河””，，西曰西曰““砺山砺山””。。““砺山带河砺山带河””，，本本
来是誓盟之辞来是誓盟之辞。。据记载据记载，，““汉高祖封功臣汉高祖封功臣，，
誓盟说誓盟说：：‘‘使黄河如带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泰山如砺，，国以永国以永
存存，，爰及苗裔爰及苗裔’”’”（（见见《《成语考成语考》》卷一卷一）。）。写在写在
券额之上的券额之上的““砺山带河砺山带河””昭示了过街楼的昭示了过街楼的
肇建初衷肇建初衷：：它光耀了钦工琉璃它光耀了钦工琉璃，，理清了山理清了山
水界限水界限，，固定了一条进出村落的通道固定了一条进出村落的通道；；改改
变了视线的通透变了视线的通透，，强化了青山环抱的趋强化了青山环抱的趋
势势，，外围保护内聚外围保护内聚，，环封了村落环封了村落，，稳定了民稳定了民
心心；；它诠释着中国风水理论内敛含蓄的文它诠释着中国风水理论内敛含蓄的文
化品格化品格；；传递着先贤俊彦们寄情青山绿水传递着先贤俊彦们寄情青山绿水
的深远哲思的深远哲思，，更彰显着他们祈望祥和平更彰显着他们祈望祥和平
安安、、天下一家的广博情怀天下一家的广博情怀。。““砺山带河砺山带河””寓寓
意为意为：：万世不变万世不变，，永受皇恩永受皇恩，，除非黄河如除非黄河如
带带，，泰山若砺而变也泰山若砺而变也。。

在券洞之上垒砌着五彩琉璃的花砖女在券洞之上垒砌着五彩琉璃的花砖女
儿墙儿墙，，墙内的平台之上建有神庙三间墙内的平台之上建有神庙三间，，硬山硬山
顶顶，，闹龙花饰大脊闹龙花饰大脊，，中间为象驮宝瓶中间为象驮宝瓶，，名为名为

““宝瓶有象宝瓶有象””，，寓意为寓意为““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的盛世景的盛世景
象象。。垂脊为铃铛排山式走五兽垂脊为铃铛排山式走五兽，，满坡铺黄满坡铺黄
色琉璃瓦色琉璃瓦，，大脊两端为苍龙吞脊式大脊两端为苍龙吞脊式，，取取““镇镇
邪避火邪避火””之意之意，，子龙盘绕苍龙之上子龙盘绕苍龙之上，，跃跃欲跃跃欲
飞飞，，两边的龙口北闭南张两边的龙口北闭南张，，寓意为寓意为““能文亦能文亦
武武””，，与殿内主管功名利禄的文昌圣君像上与殿内主管功名利禄的文昌圣君像上
下呼应下呼应，，祈盼一方士子人才辈出祈盼一方士子人才辈出，，金榜题金榜题
名名。。在正脊的两侧为四条行龙吞云吐雾戏在正脊的两侧为四条行龙吞云吐雾戏

牡丹牡丹，，寓意为寓意为““吉祥富贵如意吉祥富贵如意””。。神殿之内神殿之内
供奉三官和文昌帝君供奉三官和文昌帝君，，天官赐福天官赐福，，地官赦地官赦
罪罪，，水官解厄水官解厄，，祈盼三官为琉璃渠村消灾解祈盼三官为琉璃渠村消灾解
难难，，广降福运广降福运。。文昌帝君是由被封为梓潼文昌帝君是由被封为梓潼
帝君的东晋时期的张亚子与北斗七星中的帝君的东晋时期的张亚子与北斗七星中的
文昌星合并而来文昌星合并而来，，主管文运主管文运，，是读书人顶礼是读书人顶礼
膜拜的神圣膜拜的神圣，，在这里供奉文昌帝君在这里供奉文昌帝君，，是祈盼是祈盼
琉璃渠村人读书上进琉璃渠村人读书上进，，人才辈出人才辈出，，金榜题金榜题
名名，，梓福乡里梓福乡里。。反映出了修建者注重读书反映出了修建者注重读书，，
追求功名追求功名，，以及希望天下太平以及希望天下太平，，买卖兴隆买卖兴隆，，
财运亨通财运亨通，，逢凶化吉的心理逢凶化吉的心理，，同时也代表了同时也代表了
普通百姓祈盼国泰民安的心理要求普通百姓祈盼国泰民安的心理要求。。在门在门
窗之下窗之下、、槛墙为绿底黄边龟背锦琉璃花饰槛墙为绿底黄边龟背锦琉璃花饰，，
寓意为寓意为““江山永固江山永固””。。现在整个阁楼共有九现在整个阁楼共有九
块落款刻字块落款刻字，，实属罕见实属罕见。。券洞之上的整体券洞之上的整体
琉璃饰件婀娜多姿琉璃饰件婀娜多姿，，远观这座建筑雄浑富远观这座建筑雄浑富
丽丽，，真有真有““夜半文光射北斗夜半文光射北斗，，朝来爽气挹西朝来爽气挹西
山山””之气势之气势；；近看过街楼琉璃花饰繁复近看过街楼琉璃花饰繁复，，精精
美绝伦美绝伦，，代表着琉璃渠窑厂高超的琉璃烧代表着琉璃渠窑厂高超的琉璃烧
造技术造技术。。

过街楼在清光绪年间曾进行过重修过街楼在清光绪年间曾进行过重修，，
19851985年过街楼被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公布年过街楼被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公布
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1990年被北京市人年被北京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1995
年年，，北京市文物局拨款对过街楼进行了重北京市文物局拨款对过街楼进行了重
修修。。琉璃渠村过街楼是北京市现存过街琉璃渠村过街楼是北京市现存过街
楼中建筑最精良楼中建筑最精良，，装饰最华美装饰最华美，，保存最完保存最完
好的一座好的一座，，虽然经历了虽然经历了250250多年的风雨多年的风雨，，但但
依然完好如初依然完好如初。。琉璃渠过街楼向世人展琉璃渠过街楼向世人展
示着古代先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烧造琉璃示着古代先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烧造琉璃
的精湛技艺的精湛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