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字大于斗，北齐人所书。
千年风韵在，一亩石砰铺。
阅历久愈久，摧残无代无。
只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
这是郭沫若先生1961年5月8日游泰山时写

下的《访泰山经石峪》，短短40字，概述了泰山经
石峪《金刚经》的刻写年代、占地面积、历史沧
桑和解放后的保护情况。

泰山斗母宫西北约四百米处的经石峪的
缓坡石坪上，镌刻着北齐天保年间（551-559）的
大字《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该经
刻字面积约2064平方米。因字大径尺，即字径平
均约在50厘米左右，大多数字竖高约35厘米，横
宽40-60厘米，故被康有为称为“大字鼻祖”，被
包世臣称为“榜书之宗”。杨守敬的《学书迩言》
中则称颂曰：“擘窠大字，此为极则。”

南北朝是历史上著名的尚佛时代，不但建
造了大量的寺院，还建佛窟、塑佛像、绘壁画、
抄佛经。与北齐（550-577）对峙的北周武帝（543
-578）宇文邕时，因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就于建
德三年（5 7 4）下令推行灭佛政策；建德六年

（572）北周灭北齐后，仍令毁灭齐国境内的佛
教。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四大法难”之一。灭佛
期间，僧侣财产被没收，佛塔被毁坏，佛经被焚
烧，僧侣们或还俗，或逃往山林。道宣《续高僧
传》记载僧慧思的话说：“我佛法不久应灭，当
往何方以避此难?”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鉴
于大量佛经被焚烧的事实，为了弘扬佛法，使
佛经能“逢劫火而莫烧，对炎风而长住”，以安
道壹为首的僧人们抱着“缣竹易销，金石难灭”
的传世想法，开始了在山崖上凿刻佛经的巨大
工程。邹县四山（铁山、钢山、尖山和葛山）摩崖
经典和本文讲述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都是
当时摩崖刻佛经的代表。

当然，关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书刻
者，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不着边际的王

羲之说和唐人说之外，目前较大的争议有三
种，之所以相持不下，是因为这三种观点都使
用了同一种推断方法——— 比较法，而且，他们
所争议的所谓书丹者也都是北齐人。罗列如
下：一是明代孙克宏认为的韦子琛说，原因是
经石峪《金刚经》的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
经如出一手；二是清代聂剑光主张的王子椿
说，原因也是《金刚经》与王子椿书丹的徂徕刻
石经如出一手；三是现代人王恩礼、赖非主张
的安道壹说，原因是此刻石与北齐僧人安道壹
题刻的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如出一手。北齐时期
的安道壹，就是灭佛期间隐居山林的僧侣之
一，也是中国古代著名“四大僧侣书法家”之
一，通过综合比较，我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
因为经石峪《金刚经》与安道壹的笔迹最像，况
且安道壹还是个当地人。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所采用的经文，即后
秦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本
5127字，但当时刻在经石峪上的却只有2799字，
而且，此刻石最后第15行的十几个字，只有双勾
描红的轮廓，并没有真正地刻写。这透露出一
个信息，即这个佛经的刻石工程是被迫中断
的，而中断的原因，工程浩大是其一，但更大的
可能是迫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

本来就未刻完的一部佛经，经历了一千多
年的风雨剥蚀、洪水冲刷和数百年的游人践踏
及反复锤拓后，现存的文字，包括可释读的残
字和双勾字在内，也只有1069个了。需要说明的
是，民国十八年（1929）曾经有一个960余字的统
计，但其中说的是完整无残缺的字。

为什么说此刻石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洪
水冲刷呢？原来，此前经石峪《金刚经》的刻石
之处，正好处于泰山一处瀑布下，所以，千年
来，此刻石长期被大水覆盖。为使其免受冲刷，
当地有关部门于1967年在崖北筑砌石坝，并更
改了水道的位置；1982年又在石坪周围筑石栏，
对该刻石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该刻经之字体，楷书中兼含篆隶笔意，字
势也各具情态。用笔圆转，结体宽博；章法密而
不紧，厚而不塞。其静穆雍容、萧散冲和的宏大
气象，俨然能将我们带入一种幽深清远、超凡
脱俗的佛家境界。这正如美学家杨辛先生所
说：它“显示了佛法无边的雄伟气魄”。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书体与风
格，是迥异于同时期的魏碑的，它不险不怪、佛
意十足，是一部内容与形式高度完美结合的典
范之作。宋代的苏轼曾提出过这样的书法审美
思想：“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
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清人杨
守敬说：“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康有为也
说：“试观《经石峪》，正是宽绰有余耳！”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民国时期的铁路专家淩鸿勋【学界往事】

□智效民

淩鸿勋除了致力于铁路建设之外，还在台湾担任石油公司董事长20余年，在容
易滋生腐败的铁路和石油两大领域，淩鸿勋的清廉品德和敬业精神可为表率。

【碑刻漫话】

榜书之宗：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杨加深

A21青未了·随笔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编辑：孔昕 美编：晓莉 <<<<

今年4月15日是淩鸿勋先生诞辰
121周年。淩先生是广东人，由于他在
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因此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被遗忘了。最近在网上看
到，标志着新疆正式进入高铁时代的
兰新高铁乌鲁木齐至哈密段开通，让
我想起了淩先生为陇海线和粤汉线所
做的贡献。
淩鸿勋189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一

个书香世家。淩先生表示，许多人把
“淩”字误写为“凌”，他只是付之一笑，
并开玩笑说：“我不在乎这一点。”由此
可见，当年的这位“理工男”还是颇为
幽默的。

据淩先生回忆，他的父亲曾经考
取举人，只因在进京参加会试时多次
落榜，才在家乡当了一名教书先生。教
书匠收入很低，他们家曾经到了没有
隔夜粮的地步，午餐不举火也是常有
的事。淩鸿勋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后来
考入广州府中学堂就读。当时京汉铁
路已经通车，修筑粤汉铁路成为迫在
眉睫的事情，于是广东绅商组办粤汉
铁路公司，在民间集资修路，淩鸿勋虽
然家境贫穷，却不得不交上一元，成为

“起码股东”。这件事居然成了他与铁
路发生关系的开始。

1910年淩鸿勋从广州府中学堂毕
业，正好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
的前身）前来招生。该校由清末重臣唐
文治主持，因为不收学费，所以淩鸿勋
选择了这所学校。

1914年淩鸿勋从该校毕业后，本
来想回广州找一份工作，却未能如愿。
正好美国桥梁公司要在南洋公学招收
两个实习生，淩鸿勋本来对此不感兴
趣，但是在唐校长的督促下，他终于应
聘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与胡适、张伯
苓、任鸿隽等留学生皆有来往，并发起
组织了中国工程学会。

1918年淩鸿勋返回中国，经唐文
治介绍进入交通部工作。两年后，他秉
承师（唐文治）命回母校任教，并担任
土木科代主任。这时的南洋公学已改
名为南洋大学，不久唐文治校长因年
迈多病辞职，交通部任命淩鸿勋代理
校务，当时他年仅26岁。但是没过多
久，南洋大学就归入新成立的交通大
学，于是他又返回交通部工作。

在交通部可以学为所用，淩鸿勋
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然而，变化莫测的
政治局面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1922年4月，新上任的交通部长不问青

红皂白将他免职，他举家南迁，重新回
到上海南洋大学执教。两年后段祺瑞
上台执政，交通部因为再次改组，致
使南洋大学校长辞职，于是交通部任
命淩鸿勋接替校长职务，这一年他才
30周岁。随后，他在校长任上经历了江
浙战争、孙中山去世、五卅惨案等一系
列重大事件，均安然无恙。直到国民革
命军抵达上海以后，才被迫辞职，远赴
广西梧州，在市政府当了一名工务局
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局为了
实现孙中山提出的铁路计划，组建了
以孙科为首的铁道部。1929年年初，经
一位外国专家推荐，孙科邀请淩鸿勋
前来任职。同年6月，淩出任陇海铁路
工程局局长。

陇海铁路既是一条贯穿中西部的
铁路干线，也是新亚欧大陆桥（东起连
云港西到鹿特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条铁路的修筑最初是由盛宣怀在1903

年提出来的，原计划四五年内完工，但
由于款项不足和内战不断，直到淩鸿
勋上任的时候，该路只完成江苏海州

（今连云港）至河南灵宝部分。这段铁
路还不足全线的三分之一。
淩鸿勋上任后，本来计划将陇海

线向西拓展，经西安一直修到兰州，但
是没过多久就爆发了中原大战。中原
大战的主战场就在陇海线一带，因此
勘察工程被迫停顿了一年左右。1931

年年初，陇海线灵宝至潼关段开始施
工。潼关西傍华山，北临黄河，周围谷
深崖绝，素来有“关门扼九州，飞鸟不
能逾”之说。尽管如此，勘察工程在淩
鸿勋的领导下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
顺利完成任务。

正当淩鸿勋准备在陇海线大显身
手的时候，新上任的铁道部长顾孟余
将他召回，委派他去湖南负责打通株
韶铁路。株韶铁路是粤汉铁路的中段，
粤汉铁路自1898年开工后，直到1915

和1918年，才分别完成广州至韶关和
武汉至长沙的路段。剩下的株洲到韶
关路段，则因经费等原因被长期搁置。
淩鸿勋与顾孟余素不相识，他不

知道为什么对方会选择他担任这一重
要职务。见面以后他才知道，顾之所以
这样做，是因为他是长期在外做事的
广东人。因为是广东人，他容易被广东
方面所接受；因为长期在外面做事，所
以他在广东没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关
系，也不会只考虑广东方面的利益。另
外，顾孟余还对他说，华北情况紧张，
说不定会有事变，因此要尽可能提前
完工。

在这种情况下，淩鸿勋主要的担
心就是钱的问题。为此顾孟余对他说，
这个问题不需要他考虑，因为自南京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英国政府已经决
定将全部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并用
于交通和教育事业。这就为铁路建设
提供了资金保障。

1932年年底，淩鸿勋正式走马上
任。随后，他将株韶铁路工程局总部从
广州迁至衡阳，并设在彭玉麟故居。前
几年我独自去湖南旅游，还到过这个
地方。彭玉麟故居又名退省庵，就在湘
江东岸，门前有一副对联，上书“水得
闲情，山多画意；门无俗客，楼有赐
书”，概括了周围的环境和主人的情
趣。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株韶铁路于
1936年4月下旬在太平里车站接轨，这
意味着粤汉路全线正式开通。对于这
样一件大事，淩鸿勋没有举行任何仪
式，也没有大肆宣传，而是亲自打下了
最后一根道钉。淩鸿勋除了致力于铁
路建设之外，还在台湾担任石油公司
董事长20余年，在容易滋生腐败的铁
路和石油两大领域，淩鸿勋的清廉品
德和敬业精神可为表率。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
袍与牢骚》等书）

罹难当学苏东坡【读史札记】

□王乾荣

当下书店里、网络上，教人如何对待人生的“心灵鸡汤”汗牛充栋，那么多劳什
子，依我看，都不如苏东坡先生写于1000多年前的这首《莫听穿林打叶声》。

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苏东坡的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曰：“莫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
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

这首词，道出了苏东坡深切的人生
感怀。东坡先生做过大官，曾任礼部尚
书，部长级。写这词时，他已被贬谪黄
州，充团练副使，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
吧。他的贬官，是因为所谓“乌台诗
案”——— 文人嘛，他不过写了几首不满
时政的小诗而已，就被如此严厉惩罚，
堪称一桩文字狱。

东坡先生处于人生低谷，正倒霉
呢，可从这首词看，他却没有一点儿沮
丧情绪。

词前小引说，早春三月，初七那天，
苏东坡与友人同去一个叫“沙湖”的地
方，“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他们一
行，本以为不会下雨，让人把随身携带的
雨具拿走，却偏偏碰上了雨。大雨滂沱，
人人成了落汤鸡，别人或许怨天尤人，唯
独苏先生没事人一般，尽享雨中之乐。一
会儿老天放晴，别人也许忙于清理打湿
的衣衫，苏东坡却文思泉涌，写下了这首
传诸后世的不朽词作。

您瞧这苏东坡先生的旷达劲儿：别

听那穿越树林、猛烈敲打在树叶上的哗
哗雨声，咱们在这大雨中，何不欢呼着、
吟唱着慢慢前行呢！虽正罹磨难，但是
灾祸正如狂风暴雨般袭来，“穿林打
叶”。一“穿”一“打”，极写“雨”之迅猛。
换别人，早蔫巴了，“同行皆狼狈”嘛，可
苏东坡就是特别，他总是毅然坦然地面
对各种突变。这不光是写他在大自然中
遭遇暴雨袭击时的心态。面对政敌，苏
东坡也毫不妥协气馁，他把那些加诸己
身的不实之词当成了“蝲蝲蛄叫”，或当
成耳旁风一般，“莫听”，照样“耕”自己
的“田”，走自己的路。“何妨”，即任他什
么玩意儿，也挡不住“我”快乐前行的步
伐。

在林中泥泞道路中跋涉，拄在手里
的竹杖，登在足下的草鞋，轻快得胜过
高头大马，请问谁有这般奇巧的感觉和
浮想联翩？也只有伟大词人苏东坡。贬
官算什么？像卑微的渔夫一样，穿件蓑
衣，弄潮戏汐，风里来浪里去，无欲无
求，也能潇潇洒洒度过一辈子。请问谁
有如此达观的胸怀？也只有不怎么伟大
的天真政治家苏轼。在官言官，造福一
方；在民则民，不弃理想。“谁怕”，只两
个字，尽写苏东坡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
所在。

他知道，任何风雨总会过去。果然，
“已而遂晴”。虽然没有艳丽的彩虹显
现，“春风”依然“料峭”，令人“微冷”，即

仍有一点儿冷飕飕的感觉；而在苏东坡
看来，这冷的感觉，却令人清醒。再说，
眼前山头上，不已有阳光斜照了吗？那
日光虽“斜”，却也“迎”着咱们，给人以
光明和温暖。风雨过去了，阳光洒下来，
心情于是更加豁亮乐观。如今媒体老说
哪个影视美女帅哥“阳光”云云，不过是
略表其面，苏东坡的“阳光”，可是生发
在心窝里的。

苏轼仕途多舛，却为官清廉，也不
是什么官迷，更勇于坚持理想。“回首
向来萧瑟处，归去。”回头看看走过的
崎岖艰险道路，确实不无萧瑟，但“我”
还是要回到“我”的原路，即“我”一贯
坚持的方向——— 只是因为那温暖的

“阳光”在胸！如此，即使在阴暗的“风
雨”中，道路也是明亮的，能促使人奋
不顾身前进。这是说，无论风云变幻，
不管天气或晴或阴，这“阳光”都普照
着他的人生，更令他有了一种超然物
外的大彻大悟，即“也无风雨也无
晴”——— 他不觉得有什么风雨，而即便
是暴风骤雨天，也一如晴天。这是多么
积极向上的人生箴言！

当下书店里、网络上，教人如何对
待人生的“心灵鸡汤”汗牛充栋，那么多
劳什子，依我看，都不如苏东坡先生写
于1000多年前的这首《莫听穿林打叶
声》。

（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

淩鸿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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