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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窗边挂着一盏风铃，每当造物者的呼
吸拂过之际，风铃就会发出“叮叮叮”的声响。
悠远而清脆，空灵而绵长。声音携着我的思绪，
回到了南城里，仿佛看见了那个天真的小女孩
用她灵性且纯真的双眼，将童年往事仔细地收
录进珍贵的回忆。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又看见冬阳下的
骆驼队走过来，又听见缓缓悦耳的驼铃声。”我
们的童年时光中是否也有那么一个铃铛，或拿
在手中摇晃或系在颈脖飘荡亦或是悬挂在曾经
我们最向往的地方。幼苗成树，遮掩住了熟悉
的小路；青藤垂墙，藏盖了幼时的涂鸦。拨开岁
月的珠帘，我们仅能静静地回想，冬阳下孩童时
期的珍藏品到底去了哪儿？英子将宝藏全部寄
付在城南，她结识了小胡同中的秀贞并使得妞
儿与她相认，可大雨倾盆。她遇见了荒园中的
厚 嘴 唇 年 轻 人 开 启 了 一 段 忘 年 交，却 擦 肩 无
言。她逢着了俊靓的兰姨娘完成了一次成长，
但心头感伤。她别离了熟悉的宋妈，开始了往
后种种的分离。她看见爸爸的花儿落了，她就
这样匆忙而无奈地成人了，她再也不是小孩子
了。可我们是从何时起，褪去了稚嫩的外衣，收
敛了天真的表情。唯有去记忆中追寻吗？我什
么都没有忘记啊，却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那
个住着很多夏夜里乘凉的老人的小区，回不去
那所栀子花香得浓郁的校园，回不去那座承载
着回忆的充溢着风铃声的童年城堡里。

并不是童年的时光很短暂，只是那时候我
每天大都是无忧无虑的。上学是爸爸开车送我
去，进了学校和同学们玩闹，放学后等着爸爸接

我回家，晚上吃着妈妈煮的饭，在催促声中假
寐，而后乘着爸妈入眠开启电视来看着令人着
迷的动画片。那时无忧无虑，觉得脚下的路平
平坦坦，殊不知我们只是坐在父母的肩头，他们
为我们跨过每一个坑，哪怕自己跌倒下，也极力
将我们托举起来。后来，风吹红了樱桃花，雨染
绿了芭蕉树，父母的肩头再也乘不住我们的身
躯，我们必须要独自去行前方离开故乡的路，因
为成长便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地方，一路上或信
步或踉跄或摔倒。但无论怎样，这条单行道上
的旅客只有我们自己了，连风铃声也好似遗失
了。

高考过后，偶有一次和朋友逛街游玩，忽地
在一家精品店中看见一盏风铃，一个洁白的陶
瓷娃娃悬挂中央，底下垂着三个古铜色的铃铛，
风吹来，娃娃旋转着牵响了铜铃铛。久违的动
听而欢欣的铃铛声又荡漾在耳畔，当年的清晰
而真实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我将这个精致的
风铃买下来赠予了即将分别的朋友。我说，风
铃声起时，那便是故乡对你的呼唤，听着会让你
不至于孤单。他要去往南昌求学四年，可是仅
一年就将这盏风铃带回家了。他告诉我，风铃
声起，思念倍增，故乡的往事一幕幕流连在眼
前。家是港湾，风铃声只有在这才是对游子的
呼唤，他要将最诚挚热烈的感情留在最温馨的
地方。我默然了，可是漂泊的我们，究竟是身在
异乡，何时才能听见故乡亲切的风铃声啊。

我即将来校报到时，爸爸要将一直悬挂在
我窗前的那盏风铃取下，让我带到学校去。我
没有答应，我知道，爸爸是要将家的陪伴的象征

烙 刻 在 我 的 心 头 上，只 是 风 铃 更 应 该 挂 在 来
处。风铃声起，我便知道自己的人生尚有来处，
注视着它在风中摇曳，飘摇的身姿让我眼前浮
现出当时爸爸帮我挂起风铃的画面；我聆听着
它在风中奏曲，动听的旋律让我耳畔荡漾着妈
妈为我唱催眠曲的歌声。若是风铃跟着我远
足，那么我是不是只剩归途了呀？

最 终 ，这 盏 风 铃 如 旧 地 悬 挂 在 故 乡 的 窗
前。我也再也没有买过一盏风铃，只是偶尔会
幻听着梦境里的风铃声，悠远而绵长。清明回
家的时候，我奔跑在归家的人行道上，耳畔终于
传来了风铃声，清晰而优美，欢快而温馨。

夜晚，我出门去赏故乡的花时，刹那间发
现，当日去学校之际还盛开着的花儿，如今却是
全部谢落了。踟蹰间，凉风吹过，风铃又发出了

“叮叮叮”的声响，悠远而清脆，空灵而绵长，眼
前又浮现出当年景象。

风铃声起
■ 余博超

我父亲是我那儿乡村的“一把砖刀”。父亲是泥
匠。我总认为是父亲泥匠活儿做得好，才被乡亲们美
誉为“一把砖刀。”

父亲泥匠活，那才叫一绝。
父亲使的这把砖刀，刀面平坦，刃口坚实，别的泥

师，挑出的泥，不是多了就少了。少了，不够，还得去
灰桶挑第二刀；挑多了泥，扑啦啦往下掉，抹在砖瓦
上，糊糊踏踏，整出的墙面瓦面不美观。

父亲往灰桶里挑泥，那不叫挑，似飞燕掠过桶面，
一坨沙泥便成一根直线，均匀贴住刃口，再往砖瓦上
一抹，三下两下抹到位了，再看砖刀，光亮，不剩一点
泥。

父亲砌墙，砌一天下来，墙脚地面，扫不出一瓢
泥。都说父亲砌墙，那是刀刀沙泥上砖头，从不浪费
泥浆材料。

父亲除了墙砌得好，其他刮灰、粉刷、贴瓷片儿
砖，样样都做得精致，并又快又好。

请父亲做工的乡亲很多。父亲一年到头，总有忙
不完的活计。

一次，我笑问父亲：“是因为你泥匠活儿做得好，
咱乡亲们才称呼你‘一把砖刀’吧？”

父亲笑了笑，不置可否。
我想，这是父亲默认的。
那年，刚放暑假，一连几天，雷声大作，倾盆大雨

下个不停，河道岸坝水涨船高，那成片的早稻田正沉
甸甸地挂着稻子等待收割。

一时间，我那乡村人心惶惶，怨天咒地声不绝于耳，
各家各户都使起了大小木盆，有小划船的人家，就划起
了船，男女老少，能挑能搬动的，就去岸上将捞出水淋淋
的稻秆挑回家。能游水的，都滑下自己的已被大水淹着
的稻田，在水底下抢割稻子。

每家都没有闲人。每家人都在集中力量，抢救责
任田里稻谷。

清晨，父亲却背起他的工具袋子，母亲问：“这是
去哪？”

“已定好的，今天要去徐舍湾给金州家搭灶台。”
父亲说。

“不行，今天不能去，过两天给金州家搭灶台不
行？”母亲黑着脸，手里正收拾捆稻秆的绳索，这是要
赶早去捞谷子。

“不行！给人家定好日子的，搭灶台。”
父亲急火火走出家门，回头，朝母亲丢下一句：

“家里的水淹稻子迟一天割。”
“这迟一天割，要丢损多少成熟的谷子？”母亲几

乎带着哭腔，在父亲背后叫。她并没有去拦父亲。而
是领上我和弟弟去捞谷子。

父亲很晚才到家，说他这是加班把金州家的灶台
搭好，明天可以在家捞涝谷子。

我说：“明天捞不了啦，稻田里的水已经淹过我的
头顶了！”

父亲坐下来抽烟，唉声叹气。母亲却去安慰他：
“淹掉了就淹掉了，你今天没有做错。”

是的，父亲没有做错。在我们乡间，搭灶台，不像
干别的泥匠活。定好的日子非要去，因为一早东家会
把破旧的灶台拆掉，好让匠人今天去重搭灶台。那东
家这一天的烧茶煮饭，就得去邻居家借灶台使用。如
果东家的灶台拆了，匠人没有去，东家就得多借几天
别人家的灶台烧茶煮饭。

我突然明白，乡亲们称呼父亲“一把砖刀”，跟这
父亲守时守信有关系吧。如果父亲今天没有去，那金
州家还得多借邻居家的灶台烧茶煮饭，会给金州家带
来不少麻烦。

我村里有个叫花婆的孤寡老人吃“五保”。她喜
欢在自家养些鸡鸭，卖鸡鸭蛋贴补日常生活用度。那
天，我听她跟腊贵说起，她家的鸡窝舍坏了，被野猫钻
进叼吃了鸡，想请腊贵去她家修葺鸡窝舍，再不修，野
猫还会来叼鸡。

腊贵也是我们村上的泥匠。他歪起脑瓜，小眼珠
子骨溜溜转：“嘿嘿，过几天，过几天！”转身，脚丫子跑
得快。我看到花婆，站那儿冲腊贵远去的后影又是摇
头，又是叹气。

回家，我跟父亲说：“花婆婆家的鸡窝舍坏了，再
不修，野猫还会来叼吃她养的鸡。”

父亲操起他的那把泥刀，出门，直奔花婆屋里。
隔天，花婆端一葫芦瓢鸡蛋鸭蛋来我家，父亲说：

“你这是干啥？不就是修个鸡窝舍嘛，花不了我多少
工夫。”

父亲让我搀扶着花婆，连同那一瓢蛋，都送到花
婆家。

花婆拉着我的小手哽咽地说：“你爹真好！你爹
真好！”我突然明白，乡亲们称呼父亲“一把砖刀”，也
跟这不计较工钱、乐于助人有关系吧。

邻村一个外号叫张旺旺的，一天到我家，反客为
主给软盒的“大中华”香烟我父亲抽。张旺旺家，这次
要盖大楼房，想请我父亲包下来做工。而且包工价格
给得很高，这是有意让我父亲大赚些工钱。

父亲却说：“我先考虑考虑。”
过两天，张旺旺家大摆请匠师酒，却不是我父

亲。我纳闷，问父亲：“爹，这么高的工价，你咋不包下
来？”

“张旺旺是谁，你知道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啦，他是乡林场场长，全乡人

买杉木建房，都得经他的手批准。给他送礼的人多，
还听说……听说，他私出售杉木，他家有的是钱，这房
子肯定建得又大又漂亮。”

“不许你胡说！”父亲打断我的话。
那天，我跟父亲一起出门，迎面走来张旺旺，他剜

一眼父亲，便赶紧扭过头去，走开了。我不敢问父亲，
这张旺旺怎么一下变得见了我们，像个仇人似的。

张旺旺家的房子很快建起来了，是我们这儿方圆
数十里盖得又高又大最好的房子。

可是，转过第二年春上，忽然听说张旺旺被公安
局抓起关了。四乡八邻的人都在议论他，说他家盖的
这栋房子一下花了一百多万，那些钱，都是他私售公
家杉木赚的。

这时，我看见有许多乡人一见父亲来，就毕恭毕敬
地冲父亲竖起了大拇指，说：“大哥，行，不赚黑心钱！”

我忽然想起，那天在路上，张旺旺拿眼狠剜父亲，
他心里一定窝着火气哩，这么有名的“一把砖刀”不给
他家盖房，丢了他的脸面！

■ 杨松华

一把砖刀
一

我们这趟山西之行，很大成分是冲着古建
而来的。

沿着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探寻古建的
足 迹，一 路 高 涨 着 由 诸 多 古 建 名 构 煽 起 的 热
情。从南台下山的路上，正有这样一座精华之
作在等着我们，它就是梁氏夫妇历尽艰辛发现，
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的佛光寺。

佛光寺坐落在五台县东北约三十公里的佛
光新村佛光山中。民国时，这里称南台豆村，它
东南北三面环山，庙宇分三层铺排在一个绿崖
的剖面上。

我们来时正是初秋，山上的白条丛和枫树
形成无比斑斓的色块，透着一股火热成熟的气
息。而通往佛光寺的光景却相反，由县道至乡
道，越走越冷清，全没有通往五台的大道上满载
游客的大巴络绎不绝。我不禁有些困惑，“一个
国宝级的寺庙，如何被游客们漠视了呢？”或许，
也只有如此偏僻，它才可能侥幸存下，穿越大
唐，为梁氏夫妇带来惊世发现吧。

导航最终把我们带到一条向东的卵石路。
苍 松 掩 映 之 间 ，一 座 山 门 静 悄 悄 映 入 眼

帘。红底山墙赫然写着三个白色大字——“佛
光寺”。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国宝”么？感觉
像座无人问津的小庙。如果不是门口已停着几
辆车，我们还以为是“独家专访”呢。想来，这些
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古建发烧友。

佛光寺山门除了顶上高悬“大佛光寺”匾额
外，门边还挂有一块“山西省古建研究所佛光寺
管理所”的牌子。这里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它表
明佛光寺在中国古建中的地位。

走进山门，我们有一种膜礼的诚恐。
寺院整体坐东向西，面积大约 30000 多平方

米。北面是文殊殿，南面原来是普贤殿，现在留
存的，是些明清建筑，它们和山门一起共同构成
了寺院的第一层；正东面高一层是一排窑洞式
建筑，典型的山西民居，低矮，平顶，弧形大扇
门；在它中部，一个券门通向更高的第三层，那
里巍然耸立的就是东大殿。

寺院当中，有一根很大的石经幢，高 4.9 米，
上有铭文，为唐乾符四年（公元 877 年）所建，由
此提供了寺庙为唐建的第一个证据。经幢左手
的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 1137 年），明
清有修葺。它的大殿采用了减柱法，显得十分
宽大。龛台上供着七尊塑像，是青狮文殊和它
的胁侍菩萨。五台是文殊的道场，周边寺庙主
供文殊极为普遍。文殊殿还有一大特色，那就
是采用悬山顶：两块巨大的人字形抄板悬于殿
墙外。抄板雕饰精致，形态优美，像展开的凤
翅。这是我们从大同一路走来，唯一所见。

对一间寺庙来说，有一件辽金建筑就可以
奉为至尊了。但在佛光寺，这座金代大殿只能
委屈的伫立一旁，正东高高的台阶上，更古老的
东大殿正默默着等待这些蹑足而来的探访者。

穿过窑洞券门，爬上陡立的台阶，东大殿门
前立着两棵千年油松，正门口还有一根小石经
幢。大殿坐落在三层的浅石基上，单檐庑殿顶，
面阔七间，深四间。建筑粗看是有些笨拙的：粗
大的殿柱，红底木门，栅栏棂窗，古朴、敦实。但
是，你再看它那宽阔优美的檐面，深远长达 3.9
米的出檐，硕大的斗拱，以及檐角簇拥着的尖锐
的昂斗，那种恢宏、沉稳之势会向你压来，让你
瞬间感到震撼，无法言表而要肃立。这是其他
任何古建都没有的，那正是一种大唐高贵、俯视
的气度！在它面前，你的心会开始宁静，仿佛从
遥远的盛世传来宏大悠扬的钟声。

迈进大殿，长长的佛台上林立着一片森然

彩塑。隔着铁护栏，可以看到这些彩塑人物丰
腴，线条流畅，仙袂飘飘。同时，在这间大殿前
拱眼壁上，还遗留有精美的唐代壁画；殿顶梁柱
上，还有珍贵的建造题记墨迹。这样，这间大殿
集唐建、唐壁画、唐彩塑、唐书为一身，被称为

“四绝”。

二

早在 1900 年代，日本研究中国古建的学者
曾断言，在中国存世的木结构建筑中，基本没有
了宋辽以前的建筑。而佛光寺的发现，打破了
这一论断，这是梁思成在发现它后，激动地称之
为“中国第一国宝”的原因。而发现这座伟大的
唐建的过程，却正是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的乌云笼罩之下。

1937 年 6 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偶然从法国
汉学家伯希和的一本书中，发现了唐“大佛光
之寺”的壁画照片，“既然出现在唐壁画里，其建
筑必不晚于唐代”，于是他们决定再次到山西实
地勘察。他们偕营造学社的另两位成员莫宗
江、纪玉堂先乘火车到太原，然后坐小汽车深入
五台山 128 公里，再坐着骡马进山。山间道路崎
岖，有些地方他们不得不牵着骡马步行，经过两
天艰辛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座埋没于荒草
丛中的千年古寺。

梁思成一眼看到东大殿那“硕大的斗拱，深
远的出檐”，与众不同的气概，就断定这就是他
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经过几天“惟恐遗漏”
的测绘考察，确定建筑属于中晚唐风格的木构
无疑，只是缺少可以佐证的相关文字。这时，梁
思成隐约发现大殿梁柱上有淡淡的墨迹，林徽
因以其超强的眼力，辨认出其中有“女弟子宁公
遇”几个字，她感觉在哪见过，赶忙跑到殿门外，
在小经幢上也找到了“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铭
文，由此，印证了大殿和经幢为同时所建，而石
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 857
年。

这座隐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唐朝大殿距它被
发现时已历 1080年。

东大殿佛坛上共有 35 躯塑像，其中，东西两
端各有一座供养人塑像藏在高大的佛像群中与
众不同，十分鲜活。它们正是主持修建大殿的
愿诚和尚与大殿的金主宁公遇的等身塑像。梁
思成后来写到“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
装，谦恭地坐在佛坛一端的女人，并非寺僧说的

‘武后’，而正是宁公遇夫人”（梁思成（《记五台
山佛光寺的建筑》）

那么，这位“宁公遇”是何许人呢，据史料记
载，宁公遇是位宦官的养女，这位宦官历经几
朝，积钿颇丰，生前笃信佛教，在他死后，宁公遇
为了报答养父之恩，便广散资财，捐庙造像，在
长安等地许多佛槛里都留下她的名字。

据《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是
当时著名的大庙。唐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唐
武宗灭法，寺庙被毁，只剩下东大殿南侧的北魏
祖师塔。唐大中十一年，宁公遇和愿诚和尚带着
大批工匠，从长安逶迤而来，在原弥勒大阁故址
上修建了这座大雄宝殿，同时她也将自己的塑像
安放在佛殿一角，在那里静静地守候了千年。

1941 年 7 月，梁思成《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
筑》一文发表在《亚洲杂志》上，佛光寺始为世人所
知，并引起巨大轰动。佛光寺被誉为“亚洲佛光”。

当年，与梁思成一起进行考察的梁徽因起
了很大作用，她虽出身名门，生活优渥，却奔波
于荒山野外，毫无娇柔之气。她穿着旗袍攀上 4
米多高的经幢测绘，和其他男成员一样，在积着

“棉花般厚”的千年灰尘和满是蝙蝠、臭虫秽气

的殿顶桁架中，爬进爬出。当年残芜的佛光寺
院子里，到处都留下这位“民国才女”的身影。

三

佛光寺参观的人很寥落，一位穿着朴素的
中年女子的讲解吸引了我。围着她的应是几位
建筑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她的讲解得非常详尽
生动，远非一般导游可比。

当她讲到林徽因与佛光寺，脸上浮出崇敬
向往的神情。

“在宛若仙林一样的塑像前，林徽因顾盼流
连。她站在宁公遇的塑像边与这位美丽端庄的
唐朝妇女合了影，然后无比感慨地说，如果可
以，她也要给自己塑上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
因’永远陪伴她，再坐上它一千年”讲到这里，她
十分动情，仿佛就在现场。我被她的专注深深
打动。

梁思成写到，“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位年轻
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
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是的，这或许
是天意：一个千年前虔诚的贵妇，一个民国负有
盛名的才女，当她们四目相对时，是那样惺惺相
惜，在她们身上，都有那种温暖的善根，闪耀着
人性的光辉。

然而，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建筑师，之后的命
运却并不平坦。

1949 年初，解放军曾派人与梁思成林徽因
夫妇联系，征询保护古建的目录，这使得日夜担
心那些众多古建会毁于战火的建筑学家夫妇大
喜过望，他们很快就整理出一份《全国文物古建
筑目录》。后来，这份目录在 1961 年成为首批

《全国文物保护目录》的蓝本。
但是，到了 1953 年 5 月，北京开始大规模拆

除城墙，爱古建如生命的梁思成夫妇，四处奔
走，呼吁保护，但是，他们的呼吁被置之一边，梁
思成被斥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受到批判，无
人敢为他说话。就这样，北京，这个四朝古都，
中国最大一座完整古城，雄伟的九门城墙，众多
精美的牌坊、寺庙、雕塑都毁于了一旦，只留下
故宫、前门箭楼和皇城角楼。林徽因坚定地站
在丈夫一起，她不畏这种批判，甚至与当时北京
负责城建的领导人面对面地发生激烈争论，她
愤而说到“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
后悔了，想再盖，你们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费
慰梅《中国建筑之魂》）这以后，林徽因的肺病
严重恶化，并拒绝吃药救治。

1955 年 4 月 1 日，林徽因 51 岁便英年早逝，
这个风华绝代、人间四月天的女子，从此香消玉
殒。她的美丽和优雅曾倾倒一个时代，她对古
建保护的贡献将留芳青史，然而，最可贵的，是
她那种独立不阿的学术品格，足以光照后人。

这一点，她和我的家乡归葬于庐山墓上书
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国学大师陈寅
恪，堪有一比。

四

离开佛光寺时，在寺门外松树下又遇到那
位女“讲解”，她正在回答围上来的客人们的提
问。她微偻的身躯，不断比划的手势，几乎和寺
前的油松融为了一体。我不禁有种担心：她如
此执着于古建研究，会像宁公遇一样，永远守着
这座东大殿和她心仪的林徽因，终老于这山中
吗？在她的身上，我同样也看到了一种光！

佛光寺，原本是因为山中会出现佛光的奇
景得名。千百年来，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而
我在这里却看到了更迷人的光。

佛光寺的光
■ 张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