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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风流人物风流人物 丘处机丘处机，，一言止杀千秋功业一言止杀千秋功业 21连连载载

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正月十八，
刚刚度过上元佳节的胶东莱州城仍旧弥漫着新
春的欢乐。城外的大基山昊天观旁，一群仙鹤
排云而上，鸣飞而去。一位长眉白须的老者带
领着他的弟子们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他，就是
长春真人丘处机。

世人知晓丘处机，恐怕十之八九都来自金庸
先生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但世人可能很
少会去想象，书里那个武功高强、行侠仗义的长
春真人，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人们甚至
不会想到，山海环绕的烟台，原是丘处机的故乡。

在烟台辖属的诸多区市里，栖霞是唯一一
座没有海的小城，但上天赐给了栖霞最多的山
和最大的湖。

栖霞境内丘陵连绵，群山起伏，有大小山峰

2500余座，牙山、唐山、方山、艾山、蚕山等五大
山系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构成了一脉“胶东屋
脊”。记得车辆驶入栖霞城后，四围山色都是深
深浅浅的苍翠，偶有一两处山洼里透着初秋时
节的淡黄嫩红，倒越发显得风景俏丽。

沿着城中的道路向北前行，身旁的河流也
渐渐宽阔起来，那河水泛着青绿的颜色，只因为
水草生长得太过茂盛，已然伸出河面，一蓬蓬地
在柔波里摇曳。车头一转，仿佛忽然间河流就
走到了尽头，眼前呈现出一片开阔的湖面，那正
是有着“胶东天池”之称的长春湖。

那一晚，我便住在长春湖边。待一觉梦醒，
透明的落地窗外正是晓日初升。舒缓的晨光从
远山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落在山坡上，落在长
春湖里。那光亮说是流金之色，却又带着朝霞
的嫣红，随波流动，折射出满天的氤氲。

“日晓辄有丹霞流宕，照耀城头霞光万道。”
尽管我不知道这句古语究竟出自何人之口，但
我终于明白，为何八百多年前这座城最初置县
时，要命名为“栖霞”。

栖霞，是霞光栖落的地方，那四面的山丘手
拉着手，将朝霞挽留在它们宽广的怀抱里，融进
长春湖的碧波中。至于湖畔山脚下的太虚宫，
因为光的流动而时隐时现，仿佛是云蒸霞蔚里
的仙宫。实际上，栖霞的太虚宫本就是个缥缈
仙境。

无论是长春湖还是太虚宫，若追溯其源头，
都不得不提那位从栖霞走出去的历史名人—长
春真人丘处机。

作为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师，丘处机自少年
时代就立下了修道救世之志，常年隐居于故乡
栖霞的山岭之中，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

和月饮松风”的生活。十九岁那年，丘处机前往
宁海昆嵛山（今烟台牟平境内）正式学道，拜全
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道号长春子。

在漫漫的学道生涯中，丘处机跟随王重阳
游历四方，弘扬道教全真派，与他的众位师兄弟
合称“全真七子”。此后，丘处机又在陇州龙门
山（今陕西宝鸡）潜修数年，“烟火俱无，箪瓢不
置”，每日里只是“静思忘念，密考丹经祖”，成为
全真道第五任掌教并开创了龙门派，促使全真
道乃至整个道教的发展进入了兴盛时期。

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二
十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帝国，他遣使者刘仲禄等
人携诏书来到山东，邀丘处机前往蒙古帝国相
见。彼时正是宋、金、蒙、辽等混战的世道，而为
了天下苍生，七十三岁的丘处机发出了“我之帝
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的慨叹，遂携赵道
坚、尹志平等十八名弟子启程西去。他一路历经
险阻，终于在铁门关“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见
到了成吉思汗。因丘处机力劝成吉思汗敬天爱
民、减少屠戮，留下了“一言止杀”的千古功业。

栖霞的太虚宫是丘处机以自家旧居改建的
传道之所，由当时的金章宗完颜璟赐名“太虚
观”，历经元明清三代的营缮扩建，规模恢宏，是
一处道教圣地。

远远地眺望太虚宫时，我便觉得那正门牌坊
尤为壮观：上有重檐，斗拱飞起，中间又有两道横
梁，俱是汉白玉雕成。待定睛细看，才发现这些
梁柱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字，而门上的对联
恰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大门的顶端悬着一个金属镂空的阴阳球，象
征着道教太极，蕴含着阴阳相生的哲学观念。

跨过了“道”字门，便算是从红尘进入了道家
修炼的仙境。一条长长的甬道将我的目光吸引
向道路前端的雕像，那正是丘处机率领十八弟子
西行大漠的形象，清瘦长须，浑然是道骨仙风。

绕过雕像群，穿过太虚胜境的牌坊，向北一
转，依山傍水的太虚宫便赫然在前。一重重的
殿宇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开着三个拱券的山
门端正肃穆，墙体皆由青砖砌成，单檐歇山的房
顶也没有丝毫的华丽之色。进入山门后，遵从
着向导的指引，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
路，生怕扰乱了道家圣地的种种习俗规矩。绕
过风窝桥后，迎面就是太虚宫的第一座神殿—
灵官殿。

这座殿宇依然是素色的青砖墙面，檐下斗
拱也没有繁复的图案，一切看来都是那样清净
自然。据说灵官殿的门槛是一道神槛，跨越时
要分男左女右，而跨过了神槛就跨过了人生的
坎坷与挫折。殿内供奉着镇坛王灵官之像，但
见他手拿钢鞭，脚踏火轮，是道教的护法神和纠
察神，同时也守卫着太虚宫三十三座殿宇里的
中心正殿——丘祖殿。

丘祖殿，顾名思义，是供奉全真道龙门派始
祖长春真人丘处机的殿宇。到此间，早前一派青
灰古朴的建筑风格才转为了朱红门窗、彩绘梁枋
的辉煌，但屋顶却还是灰瓦黄剪边的形制，依旧
没有脱离道家朴素的观念。待拜过供奉着玉皇
大帝的大通明殿，走过了文昌殿与元君殿，瞻仰
了四御殿里供奉的四位天帝，便来至三清殿下。

高高的阶台直通坡顶，覆盖着黄琉璃瓦的
三清殿巍然立于汉白玉铺就的台基上，宝鼎香
烟、雕梁画栋，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崇尚无为清
净的道家文化里，三清尊神代表着修为的最高

境界。也许在凡人眼中，供奉于殿中的三尊塑
像就是法力无边的神仙。可对于真正心中有道
法的人而言，这些塑像也都是虚幻不实的，它们
只是自然宇宙洪荒时代的象征罢了。

八百多年前的栖霞太虚观，曾是历代帝王
朝拜之处，被誉为“东方道林之冠”。而今天的
人们来到太虚宫里瞻仰朝拜，也并不是什么鬼
神迷信。我们只是在这青山绿水间，寻一份清
净自然的本心，了解一段少有人知的往事。

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的春天，完
成了“一言止杀”的旷世功德后，丘处机向成吉
思汗辞行，东归燕京，赐居太极宫，也就是如今
的北京白云观。丘处机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
后时光，于金哀宗正大四年（公元1227年）羽化
而去，他的遗蜕至今长埋于白云观中，埋于丘祖
殿上那个巨大的古树根雕刻成的瘿钵之下。而
作为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出生之地，千里之外的
栖霞太虚宫亦在山光水色里保持着一份清净与
空灵。

走出太虚宫时，我这才发现山门的正前方，
在长春湖畔，矗立着一座红墙照壁，形制古朴却
色彩明亮，上题“万古长春”四个大字。照壁的
左右各种着一棵对节白蜡树，树干粗壮有力，枝
叶亦散发着勃勃生机，可它们一个已是800多
岁，一个则有着1200岁的高龄。

我不由得心头一动：想栖霞太虚宫存世八
百年，这期间种种历史风云的真正经历者，恐怕
就只有这两棵古木了。它们倒像是《道德经》中
所写的“道法自然”的仙人，经历了千百年的雨
雪风霜与无数次的战火纷飞，却能安然挺立，一
尘不染，一妄不存，万古长青到如今。

（未完待续）

眉凌文化——出品 武眉凌 李卓曦——著

车栾庄是一个100多户的小村庄，位于莱
州市东北约30公里、驿道镇正北3.4公里、217
省道西侧，地处平原、交通便利。1941年8月
12日侵华日军在这里惨无人道地杀害无辜百
姓37人、烧毁房屋476间，致使95户人家无家
可归。这是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暴行的一
个缩影。

初秋，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们走访了
该村，去寻找历史的记忆。

“我父亲是这次惨案的幸存者，他经常向
我们诉说这段历史”，今年74岁的村民张朋俊
老人向笔者说起了当年事：“离我们村不远的
驿道街上设有一个日军据点，日寇经常出来

‘扫荡’祸害百姓。这年的8月8日，小队长高
野和翻译王德昌率领日军19人又出来‘扫荡’，
八路军五旅十五团于下午1点在车栾庄打了一
场伏击战，战斗仅用了几十分钟，打死日军包
括小队长高野在内共5人、伤1人。战斗过后，
为了躲避日军进行报复，村民有的到村外地
沟、岭坡等处隐蔽，有的到四周村庄亲戚家里
躲藏。我父亲和他的母亲、奶奶一起暂住在外
村的亲戚家，期间他要经常回家观看。发生惨
案的那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向村里走来，老
远就看到村子里冒起了黑烟，于是加快了步
伐，向村里跑去。刚到村西头，一个端枪站岗
的伪军向他喊到‘别进村啦，不要命了？赶快
向外跑吧。听到我打枪也不要怕，尽管跑。’我
父亲掉头就跑，身后听到几声枪响，赶忙钻到

了高粱地里，才算逃过一劫，保住了生命。”
为了实施残暴行动，侵华日军早有预谋。

8月 11日这天纠集了掖城（今莱州城）、小庙
后、平里店等据点的日伪军200余人来到驿道
据点，第二天早晨6点包围了车栾庄，见人就
杀。进村后，日军布防在村中部和东半部，伪
军在村西部，马队在村里来回巡逻、挨家挨户
搜查往村子中间圈人。同时，伪村长孙福江
安排一个小孩敲着锣召集群众到关帝庙前开
会，声称谁跑了就罚谁50块现大洋。日军把
群众集中起来以后，谎称到屋里开会，人们进
去以后，把门倒扣上，然后点火烧房。见房屋
起火，有人从窗户往外跳，全被日军用刺刀捅
死。屋里大人的惨叫声、老人的呻吟声、小孩
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接着日军又把全村
的房子都点上了火，一时间，车栾庄村烈火熊
熊、浓烟滚滚，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不绝于耳，
成为人间地狱。

赵红老人今年82岁、中共党员，曾任车栾
庄村支部副书记,他的述说再现了当年的情
景：“听我父亲说当时他和我爷爷躲藏在村东
北头高粱地里，听到敲锣声以后，我的爷爷让
我父亲先别出来，他回村看看，这一去再也没
有回来。等日伪军撤走之后，我父亲第一个到
了暴行现场，整个房屋被浓烟笼罩、火势很大，
里面被烧死的人姿势各式各样，有被绳子捆着
的、有跳进大瓮里的、还有的人头钻进炕洞里
的，屋外窗下躺着好几个人，被捅得遍体鳞

伤。在这次惨案中，伪村长及男女老少35人被
烧死在屋里，赵恩明一家6口全被烧死。村民
赵恩升虽被刺多刀，后来苏醒了过来，死而复
生，捡了一条命。”

日伪军在车栾庄施暴之后，7时左右，又分
两路向2华里之隔的东狼虎埠扑来。伪村长忙
叫一部分群众到村东南路口迎接、另一部分群
众到村西南路口迎接。东南头的群众有四五十
人被赶进一幢房子里，倒扣上门点了火。人们
趁日军去烧其他房屋的时候，都从后窗逃了出
来，只有少数人被日军发现后惨遭杀害。在西
南头的群众，坚持不进屋，被日军棍打脚踢，打
的死去活来，有20余人被打破头，四、五人被踢
掉牙。最后东狼虎埠被害8人、重伤2人，被毁
房屋403间。

2018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之日，王国洲又
来到了他梦缠魂绕的车栾庄村，向“农家书屋”
举行了图书捐赠活动，共捐赠抗日题材的书籍
2000余册。村支部书记王琳光向我们介绍说：

“现在，我们村的书屋藏书很丰富，抗日题材的
书籍在全市村一级是最多的。我们充分利用这
些资料加强学习，经常组织读书会、讨论会等活
动，永远铭记历史、树立爱国信念、珍爱和平环
境，把家乡建设的更美更好。”他们正在规划，将
群众罹难的老房子腾出来，建一个抗日纪念馆，
对外开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更多的人们了
解、记住这段惨痛历史。

为了永不忘却的记忆
□卢金盛 张磊

在莱州市车栾庄村北、217省道西侧，矗立
者一座特殊的纪念碑--“勿忘碑”，灰白色花岗
岩建成的勿忘碑由三层台座、一层须弥座和碑
身三部分组成。碑身通体方形、下宽上窄、顶部
出尖，四个面的上部镌刻着和平鸽徽记。从远
处看，显得非常庄严，就像一把和平、正义之剑
刺向苍穹。

这座纪念碑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
学院军事理论研究员、莱州籍著名军旅书画家
王国洲，自筹资金、多方奔走，在相关部门和社
会各界支持下建成的。2016年8月12日举行
了由社会各界及遇难者子女代表、革命老战士
代表、当地村民代表200余人参加的揭幕仪
式。它是为了纪念80年前侵华日军在这里制
造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车栾庄、东狼虎埠
惨案”而建立的。正面是王国洲题写的“勿忘
碑”三个红色楷体大字；东、西两面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原副政委、军旅画家黄新中将题写
的“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和“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红色大字；背面是“车栾庄、东狼虎埠惨案遇
难人员名录”，记载着遇难者的姓名、性别及年
龄，其中最大的60岁、最小的才3岁。碑身由
一整块花岗岩石料加工而成，重约40吨；碑身
高9.5米，象征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5年光辉历
程；底座台阶宽41厘米，是为了纪念碑上刻着
的41名无辜遇害者（另有4人查不到姓名，未
刻碑文）。王国洲深情地向笔者说：“纪念碑之
所以不计难度采用整块石料，就是寓意历史永
不中断、永远铭记。”在勿忘碑的东侧另立长方
形副碑，碑的两面分别刻有《莱州车栾庄、东狼
虎埠惨案碑铭》和《“勿忘碑”筹建过程简介》。

福山城东南4华里，内夹河与外夹河之间
有一丘陵，称太平顶山。山势东西走向，中间高
两头低，远远望去像一只凤凰展翅。据万历福
山县志载：山上庙宇整齐，古庙最早的要数龙王
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一千三百多年。龙
王庙旁有一座具宫廷建筑风格的戏楼，建在三
面高、一面低的山坳里，依地势之利，
足可容纳5万人看戏。

据传，唐太宗李世民东征时，与
敌交战，因不熟悉地形恋战陷入重
围。李世民奋力杀出重围，一路逃
到外夹河，慌乱之际跃马过河钻进
了芦苇荡。敌军在后面放起火来，
大片芦苇荡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李世民冲出芦苇荡，前面又碰上了
内夹河挡住了去路。前面是滔滔大
水，后面是漫天大火，李世民不禁暗
自叫起苦来。真是应了“天无绝人
之路”这句话，忽然，西北方向天色
突变，乌云翻滚，向东南扯旗般飞
来。刹时，雷电大作，大雨挟着冰雹
铺天盖地刮来，打得敌军四散而逃，
也浇灭了大火。忽然，对面河边一
棵参天大树迎面倒来，树头儿正倒
在李世民的脚下。李世民一看大喜
过望，忙向西北方向跪地叩头参拜，
然后打马入水用手扶着大树过了内
夹河。当他来到太平顶时，身后大
树轰然一声随水而下。这时，雨过
天晴。李世民认为是东海的龙王救
驾，所以命人在太平顶上建庙，四时
奉祀。

敕建龙王庙，大殿巍峨。院内有
两株古柏，树旁有一敕建龙王庙碑，
记载着唐贞观年间救驾建庙的历
史。殿堂内正面坐着一尊金身红面
神像，像前立一牌位，上写“敕封东海
龙王广利王之神位”，梁上用铁链各
锁着一只腾空欲飞的木雕巨龙。

龙王庙大门配殿，西一间为“马
王庙”，相传是奉祀唐太宗神马之
庙；东一间为“土地庙”，传说，李世
民过河时，那棵大树倒为桥也有它
的功劳。

龙王庙往南，依次是“三清祠”
和“观音堂”，其规格略小于龙王
庙。据县志载是金天会9年（公元
1131年）的建筑。出此殿再向南，
紧接着是太平顶上最高最大的碧
霞元君行宫，由前殿和后楼两部分
组成。大殿是王母娘娘金像坐像；
大殿东西两侧站立着手持刀枪剑
戟的武士像各四尊，威武雄壮，孔武有力，奇
怪的是都缠着小脚，为女性之特征。在碧霞
元君寝宫，有一坐神，奇怪的是，旁有七八个
正在揉面做馍馍的女侍者，其中还有一个怀
抱婴儿坐在灶前烧火的女像，这在山东庙宇
实属罕见。据传这是烹饪业的始祖，福山的
厨师高手都到这里参拜。内间是碧霞元君寝
室，床上放着若干双绣花鞋，鞋上有敬献者姓
名。传说，碧霞元君众姊妹十八人，嫁在各
地，福山太平顶上的是最小的妹妹，当地为迎
接她们姊妹相聚而建此行宫。

大殿南两旁为东西廊房，内供十大阎
王。过廊房登山之巅，即为玉皇大帝之殿。
殿内玉皇大帝之像，手持圭璧，两目炯炯有
神，使朝拜者望而生畏。此殿居高临下，视野
广阔。凭籍地势之利，推崇玉帝之尊，可见时
人用心良苦。

太平顶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举行庙会。太
平顶庙会会期5天，十八日这天为正会。庙会

主要活动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化娱乐敬神拜庙
活动；二是农产品、大畜牲交易活动。

旧时，各村在十六、十七这两天，在庙周围
划出买卖交易的范围，如，农具市、种子市、鸡蛋
市、畜牲市、杂品市、绸缎市等。十八日这天，日
出卯时，吉日一到，前面有雷鼓开道，七七四十
九个扎红白英雄巾、身系紧身腰带的鼓手分成
两队，队前有一老者为指挥，一声鼓令，击鼓者
手执红绸穗木制大鼓槌，随着击鼓节奏腾跃前
进。鼓队后是三眼枪和吹大抬杆，唢呐紧随其
后。紧接着是一支庞大的仪仗队，举着旗、伞、
钺、斧等各种仪仗，仪仗队后面猪、牛、羊三牲

“祭品”。后面依次是各村舞龙队和狮
子队，还有秧歌、高跷、旱船、花棍的扮
耍队，高跷多半是“白蛇传”“西厢记”
等歌颂爱情神话故事的片断和造型。
秧歌队后面是具有福山特色的抬阁，
抬阁上面是五六岁的小孩扮成的童男
童女，下面由十几人或二十几人抬着，
浩浩荡荡，甚是气派。抬阁与抬阁之
间，往往夹着一些耍武术的人，边走边
耍，步步生风，舒展大方。在山会队伍
最后面的是成千上万的百姓。

若逢大旱之年，四乡人则成群结
队，头戴柳枝，抬着全猪全羊前来祈求
龙王普降甘霖。有一些盼生子女的妇
女们，往往先奔往观音堂。还有一些
家有患病的人，直奔“十不全”神和“齁
骨神”“筋骨神”，传说，这位尖顶、眇
目、塌鼻、歪嘴、斜颈、鸡胸、驼背、拐
臂、瘸腿、跛足，集十残于一身的神，是
专门保佑人们健康的。“齁骨老爷”的
嘴上常被上山的人们塞满面酱，传说
这样可以把喘病推给这位老爷，自己
的病就好了。

如今看来，这些行为有的是传统
的民间祈福行为，传沿至今，也有的是
封建迷信，早已被摒弃。

拜完神后便散伙，看大戏。山上
除固定戏楼外，有时也会搭起临时戏
台。两台大戏对着唱，昼夜不停。大
戏唱的都是些京剧折子戏，如《打鱼杀
家》《杨家将》《三岔口》《空城计》《白蛇
传》《西厢记》等，正宗的京韵京调，台
上锣鼓喧天，台下人声鼎沸，万头攒
动。入夜时分，山会大戏渐入高潮。
此时，戏台上名角纷纷登场，人们在灯
火下鼓掌喝彩。

庙会期间，四乡外县、外省赶来
参加庙会的人也很多。变戏法的，走
江湖卖野药的，打拳卖艺的，捏面人
的，吹糖人的，看相的，批八字、点面
痣的……各种玩艺应有尽有。

最热闹要数卖各种小吃的了。福
山是烹饪之乡，鲁菜的发源地，各村
的民间烹饪能手早已抢占有利位置，
支蓬起灶，煎、炒、烹、炸各种海鲜，还
有一些卖熟的螃蟹、板子虾、对虾、海

螺等海货。面食有抻福山大面、福山油饼、饽
饽、莲子、肉火烧、炸面鱼等，还有卖海菜凉粉、
老豆腐等，真是集民间烹饪之大全的地方风味
大观。

最令人扼腕叹惜的是太平顶的古庙群，这
些历经了唐、金、元、明、清等数个朝代、凝结着
福山人民才智与聪慧血汗结晶的古庙建筑，在
1938年遭到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庙炸物毁，
但山会的传统仍然沿袭下来，庙会这个具有“活
文物”价值的传统文化事象，随着社会发展，变
成了今日农民交流农业技术、致富信息、先进农
机具、优良品种的特殊贸易市场。

一些流落在海外的老华侨及港澳台侨胞，
回乡提起孩提时代赶太平顶庙会的情景，禁不
住手舞足蹈、热泪横流。

如今，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赶山日，四邻八
乡的村民依旧还组织传统的文艺活动、民间艺
术，雷鼓、抬阁、高跷、秧歌、旱船，又热热闹闹地
开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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