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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 years of Lingshui

千年灵水千年灵水

灵水之“灵”
护村的神庙（三）

袁树森

天仙圣母庙：位于南海火龙王庙北侧，建于清康熙
十九年（1680），坐北朝南，原来规模很大。

山门南向，面阔2.4米，进深1.6米，硬山合瓦调大
脊，砖吻兽，现山门已不存。

顺山门台阶而上，就到了二门。二门建在山石垒
砌的平台上，中为踏步，两侧各有拔券洞一个。山门面
阔一间宽3.4米，进深2.9米，硬山调大脊，筒瓦顶，砖吻
兽，垂脊有三小兽，三架梁，檐下有一斗二升平身科四襸
斗拱，梁枋上均施旋子彩绘，在脊檩上有“咸丰三年
（1853）五月初三日重修”字样。在二门两侧有耳房两
间，硬山大脊。如今二门已改成了现代式样。

院内有正殿三间，面宽10.7米，进深8.1米，硬山大
脊，脊上雕饰图案，很精美。筒瓦覆顶，砖吻垂兽，排山
勾滴，排檐滴水，彻上明造，五架梁，殿内无论是柱、檩、
梁、椽，还是额枋，均用料考究，十分精良。尤其是殿内
梁枋上的彩绘，施和玺彩绘，绘墨龙，描金龙，龙形飞腾，
龙神毕现，使得这座天仙圣母大殿显得气宇非凡。这样

精美的彩绘在这一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在民间非常罕
见，殿内原来供奉王母娘娘。

在大殿东侧有三间配殿，面阔4.3米，进深2.2米，
硬山调大脊，砖吻，有垂兽，三架梁。在东西配殿两侧有
寮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清水脊，筒瓦顶，三架梁。寮
房与庙门之间有耳房相接。东侧房里面原有阴间判官、
小鬼等各种恐怖雕塑，墙壁上有“七十二司”的壁画，今
已不存。

在上世纪20年代时，这里曾经被改作了学堂；在抗
日战争时期，又在这里开办过八路军的被服厂；合作化
以后，这里成了生产队的牲口棚，现今此庙已经破烂不
堪，最近村里为了发展旅游，将娘娘庙内的杂物进行了
清理，并进行了修缮。

“七十二司”指阴曹地府的七十二座衙门，道教认
为，东岳大帝主管阴间，下属有七十二座衙门，称为七十
二司，人死之后，进入阴间，按照其在人世时做事的善
恶，由各座衙门进行审理，不同的罪恶要受到不同的刑

法，作善事的会有好的报应，做坏事的也必会受到应有
的惩罚。这种壁画或雕塑的目的是劝人多行善事，别作
恶事，做了坏事死后到了阴间会受到各种酷刑惩罚的。
这种壁画一般都在东岳庙里，而王母娘娘不管阴间之
事，灵水村供奉王母娘娘的天仙圣母庙中却有“七十二
司”壁画，不知何故。

在京西的历史上，信奉娘娘的风气很盛，所建造的
娘娘庙有数十座之多，但绝大多数供奉的都是碧霞元
君，少部分供奉的是九天玄女，而供奉王母娘娘的极
少。王母娘娘是天界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的夫人，三界
十方女子登仙得道者都是她的属下，她是仙界女仙的领
袖，在道教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其实老百姓并不去分辨
所供奉的是哪位娘娘，他们认为“娘娘”就是主管生育之
神，同时也是妇女和儿童的保护神，所以这里的香火比
较盛。

文昌庙和魁星楼：文昌帝君和魁星是读书人供奉
的神祇，文昌帝君主管文运，魁星主管朱笔点魁，即录取
科考的第一名，在实行科考的时期，读书人都希望自己
能够金榜高中，所以要拜文昌帝君和魁星。文昌帝君据
说名叫张亚子，在晋朝曾为官，后战死，民间为其立庙，
当作雷神供奉。后来玉皇大帝命其掌管文昌府和人间
禄籍。“文昌”本是星官名，包括六颗星，是斗魁（魁星）之
上六星的总称。古代星相家将其解释为主大贵的吉星，
道教又将其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所以又叫“文星”。
隋唐科举制度产生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
认为文昌“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到了元代，仁宗皇
帝封其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魁星源自奎星，本为二十八宿之一，是西方的白虎
七宿的头一宿，共包括16颗星。奎星被古人附会为主
管文运之神，后来依谐音改称为“魁星”。“魁”字后来又
被一些人望文生义，加以曲解，说“鬼之脚右转如踢北
斗”，从而把魁星形象化，被描绘成了一个赤发蓝脸的恶
鬼，立于鳌头之上，一脚向后翘起如大弯钩，一手捧斗，
另一手执笔，表示在用朱笔点定中试者的名字，这就是

“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灵水村读书人多，文风昌盛，故而修建了文昌庙和

魁星楼。魁星楼在村东山坡上，明代之前已建。坐东朝
西，为一座两层木结构的小楼，是灵水村的最高建筑，面
阔6米，进深6米，悬山式卷棚筒瓦顶，垂脊有垂兽及蹲
兽，小式作法，五架梁。门额上有“观星楼”三个大字，两
边有楹联一幅，上联写“魁星常照耀”，下联写“笔势自纵
横”。楼中供奉二十八宿中的魁星，其头部像鬼，脚后
翘，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一手执笔，以为用笔点
定科举会考的中试人名。这里是学子经常参拜的地方，
以祈求自己金榜高中，荣归故里。

老百姓称魁星楼为“亏心楼”，谁做了亏心事，就到
这里来请求上苍的宽恕，这大概是受到了邻村后桑峪天
主教堂的影响吧。

文昌庙与魁星楼相邻。建于明代早中期。面阔三
间9.5米，进深6.5米，硬山大脊顶，板瓦筒瓦合瓦，有吻
兽垂兽及蹲兽。

文昌庙与魁星楼所处的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全村，
两座建筑合称为“文星高照”，是“灵水八景”之一。这两
座建筑均早已不存，现在已经重建。

泥土就在他身旁，是苇岸散文随笔集《大地上
的事情》中第四辑的小标题。我喜欢这个题目，因
为它能够标志苇岸散文的气质，仰视天空紧贴泥
土的自然之气。

苇岸文字与自然灵犀相通，没有惯有的“聪
明、智慧、技艺、个人恩怨”等议论。假以智慧之名
的议论，煞有介事出现在文字中是多余可笑的，因
为那是陷入一厢情愿僵局挣扎的波痕。苇岸是破
局之人，他的文字是春风、细雨，尽可以用来清洗
心肺，舒活筋骨。

1960年，苇岸生于北京昌平北小营村，原名
马建国，诗人，散文家。自称“为了这个星球的现
在与未来自觉地尽可能减少消费”的人。这和梭
罗说自己最大的本领是需要很少有同工之妙。
苇岸的生命停留在1999年，永远的39岁。如果
以保守的人均寿命计算，他消费了39年的生命，
倡导素食主义，他对地球的消耗是可以忽略的。
而他对人类文明的永恒情怀，到今天依然为我们
尊敬践行，其价值却是无法计算的。这部200多

页关乎心灵的自然笔记，我用了两天阅读，边读
边记感悟，这样用心于我是不常见的。

苇岸专门用一篇文字写他受梭罗和《瓦尔登
湖》影响，从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创作。看似是作
家写作方向转移，其实是他确立了与世界的关
系。他要摆脱人类文字正在从“有机”蜕变为“无
机”的路程，走上质朴自然生气勃勃的路。《瓦尔
登湖》正是这个路程的路标。他对自己找到这条
道路的欣喜毫不隐藏。他说这与血液、秉性、信
念、精神等因素相关。这条路上有他追寻的精神
世界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

苇岸写他的“邻居”胡蜂，一共写了三篇。这
是我读这部自然笔记最喜欢的一题。观察住在
他书房窗户之外的胡蜂，观察之细令人赞叹。

他写胡蜂筑巢：在它们半个月的建设高潮
期，我多次计数，巢上每分钟至少有八九只蜂返
回或飞离。它们采集巢材，取水，各司其职，往来
不息。他写一只取水的胡蜂：它的上升，是直线
的；口衔的水珠，晶莹耀眼。它上升，降下，一刻
不停地往返于巢与楼下雨后的水洼之间。过度
的辛劳使它负重上来时，有时不得不先落在巢下
的窗上，然后再爬行完成它的工作。他写胡蜂的
离开：自从8月23日起，接连几天，巢上都有尚未
羽化的乳白色幼蜂掉下。这些脱离襁褓的生命，
不久即通体变为一种黑色焦状的东西。

从筑巢开始，苇岸用眼睛介入胡蜂的生活，并
感知它们的有序周密勤劳。在人的思维中胡蜂是
昆虫，是万物中微弱的群体。人可以瞬间捣毁它
们，施之灭顶之灾。亦可以如苇岸这样作为旁观
者，每天任由它们忙碌自己的生活。为了给予胡
蜂更多的自由和不介入，他甚至关闭了一扇窗。
这扇有形的窗的关闭给他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
而心窗为胡蜂打开一定是他的爱。

我的卧室窗外，去年也来了胡蜂的一个家族，
筑下一个拳头大小的巢。阅读苇岸的文字，弥补
了我对胡蜂家族生活的寡闻。今年迟迟不曾见它
们回来，不知道它们一家在别处安居，还是遇到不

测。每次我去浇花，都不由自主看一下空荡荡的
巢，没有了胡蜂的进进出出，蜂巢似乎轻了许多，
像是一个老妪多年不曾哺育孩子的乳房，空了。

去看白桦林，苇岸说领悟了一个道理：正与
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哪棵树在生长中
偏离了这个方向，即意味着失去阳光和死亡。可
见阳光和死亡在苇岸心中是同等价值和重要，失
去阳光连死亡都将失去。生不如死吗？这与人的
本性似乎相悖，人本能恐惧死亡，即便是自然的生
命终结也还是心存芥蒂。但是，苇岸亲近山水自
然，在他来看也许没有死亡便不会有新生。就像
没有冬天的进驻，春天就不会降临。万物皆按照
法则生存消亡。春华秋实是自然。海水退却耸起
高山这是自然。生死亦是自然。一切都在路上，
只消花费时间。如此，当我们看到新生，看到死
亡，都应该是欣然平静。这，都将被经过。

美丽的嘉荫，我读到了苇岸阔远的情怀，以及
那个情怀所指的时空。那个时空里，人类共同拥
有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不
再区分省市，区县；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再区分边
界。人类和万物共同拥有一个家园地球。那时候
人之间的交流应该就像是草木之间，云朵之间，花鸟
之间，河流之间的馨香游走流淌。一切都是自然的
存在和需求。那时人们走在大路上，如同走在自己
的院子里一样。大陆和大街只有长度宽度的分
别。人在其中抵近平静温暖，拥抱平静温暖。

季节是有生命的，苇岸的观点我有同感。自
然界既然有季节之分，那么四季轮回必然是生命
一样，有开启有结束。比如，春天它必然是像种
子被春风召唤。经历发芽，破土长苗，成为挺拔
的植株，完成开花结果。在夏天到来之前，春必
然将再次回到种子，等待新的轮回。其他季节也
一样，由此可知四季因面貌不同，它们呈现的“种
子”形态必然不同。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每一个
结束，都是一个季节开启的种子。春与冬貌似离
得很远，不可能有因果关系，其实，它们最近。“冬
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甚至认为，冬天，就是

春天的种子，或者是春伸向大地深处的根。
把自己自觉地从无机的生活中剥离，当是苇

岸所说的“所求有度”。这四个字写起来简单，做
起来难。有道是欲壑难填。需求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欲望（物质的，精神的），当欲望疯狂的时候，
相当于陷入深渊。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似乎尤其
进化了大脑中贪欲的细胞。比如，人的房屋是用
来定居，而鸟是用来繁殖。可喜或庆幸的是，每
个人都历经了清澈小溪和浊浪河流的时期，从而
有了清澈和浊流的区分。而最终，人必将再次回
到泥土，像一粒种子。就像开始的种子种在母亲
的子宫那样这次种进泥土。

亲近自然的过程，回归本真。亚当斯说：如
果你还没有在赤日炎炎的中午，在黎明的晨曦和
黄昏的余晖中观察过它们，假如你还没有看到云
影从它们身上掠过，假如你还没有在暴风雨来临
的时刻，在狂风暴雨中看到过它们，那么你就不
能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大自然。我的现状是看到
人流就感觉庸倦孤独，唯有回到乡村，与山石树
木花草虫鸟为邻才是快乐。身边的人不理解在
山村我能连续住28日，事实上如果不是必须离
开，我将再住上28日也不会嫌多。他们认为乡村
的不好，比如，过于寂静，没有熟络之人，到处是
山石树木，一天难得有一个人说话聊天……这些
个不好，于我却都是吸引我的好。我可以对着葫
芦架看忙来飞去的蜜蜂，看上半日一天。下雨的
时候戴着草帽，穿上雨衣雨靴，在小院子里趟水，
噼噼啪啪踩得水花四溅。雨停了，看晾衣绳上凝
聚的雨滴，在雨滴里呈现的世界如童话的国度。
我甚至想给院子里盛开的孔雀草藿香的花都取
一个名字，和它们说话。与花草，蜘蛛，蝴蝶，远
山，近树以及乌鸦老祖和她的儿孙一起。为此拍
照写下文字。我只有愉悦不尽，无需与人言说。

苇岸说，终极的幸福是到田里劳动。我想，
我愿意读《大地上的事情》住在乡村，就是我离这
种幸福最近的状态的缘故吧。

高丽敏/文

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与门头沟
有关的票证藏品，分别为民国十四年财政部发给杨天
奇承垦前桑峪土地执照（1925年）、北京市斋堂供销合
作社社员股票（1956年）、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期
票（1961年）、京西矿务局红色青年矿工奖状（1959
年），这些票证藏品比较珍贵，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现
将这些藏品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杨天奇承垦前桑峪土地执照
（1925年）

内容为：“字第九百四十八号财政部执照（从右至左）
财政部为（大字）
发给执照事今据京兆省财政厅详报宛平县人杨天奇住
承垦坐落前桑峪地方官有小粮山坡地除由该县登

记承垦
官产薄第十七册第三五页并将该官产四至丈尺亩

数应缴荒价与
升科额数分款开列外合行给发执照须至执照者
计开四至东至南至岭西至北至杨岭北面积东西丈

尺南北
丈尺共地壹亩二分6厘每亩缴荒价银

共计荒价银带收照册经费应纳科额
粮银壹分耗银照升限于民国十三年入册启征合并遵照
右给承垦人杨天奇准此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月（加盖财政厅章）日（加

盖宛平县章）”。
这张民国时期财政部颁发的土地执照记录了宛平

县人杨天奇呈请开垦前桑峪村小粮山土地的面积、金
额、以及发给土地执照机构和日期。

二、北京市斋堂供销合作社社员股票
（1956年）

这张股票的文字、边框均为绿色，边框上面的文字
为“军字第88号”，边框以内的文字为“北京市斋堂供
销合作社（小字，其中斋堂供销为手写）社员股票（大
字）”，中间的文字为“社员姓名：李瑞非（加盖公章：北
京市京西矿区军响乡村供销合作社）、入社日期：1953
年 9月 13日、认购 2股、已缴股金 9圆 6角 6分、续缴股
金：年月日、圆角分（两行）”、下面的内容为“1954年分
红 1圆 0角 8分、1955年分红 1圆 1角 2分、1956年分红
圆 5角 0分、1957-1960年分红 0圆玖角捌 2分”年，下
面的数字和文字为“公元 1956 年 8 月 5 日、填发人盖
章：张少荣”。边框的下面文字为“说明：一、本股票应

妥为保存，如有遗失应向本社申请补发。二、本股票不
得涂改或转让。三、凡遇优先购买商品及分红时，应持
本股票办理。四、社员退社时，凭本股票办理退股”。

这张股票使我们了解到斋堂供销社曾使用过社员
股票，入社的日期、已缴的股金、分红的日期和金额、以
及股票的说明事项有了一定的认识。

三、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期票
（1961年）

这是笔者收藏的一张期票，期票的正面颜色为绿
色，上面的文字为“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期票”，中
间的文字为“拾圎”左侧的文字为“受票人大台（红字）
人民公社色树坟（红字）生产队姓名”，右侧的文字为

“签发银行和日期日期壹玖陆壹年伍月陆日（红字）银
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红字）（经办）门头沟区办事
处”并加盖经办人方形签章，下面为编号“No138616
（红色）”，在期票的四角分别有数字“10”。

期票的背面的文字为黑色，内容为“注意事项：一、
本期票不准流通，不准准让，不许买卖。二、本期票不
计利息。三、兑付日期 1962年 2月 10日起至 1962年 4
月 30日止。四、本期票在兑付期内，由受票人向签发
银行兑取。五、如遇遗失，应向签发银行申请挂失。付
款年月日银行（盖章）”。

这张期票使我们了解到上世纪60年代门头沟曾
使用过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发行的期票、可以为
我们研究期票的样式、签发机构，以及使用期票的注意
事项提供了资料和线索。

四、京西矿务局红色青年矿工奖状
（1959年）

这种奖状不同于通常所见的纸质奖状，奖状的形
制类似于团员证，只不过封面的颜色为红色，最上方为

“团徽的图案”，第一行的文字为“京西矿务局”，第二行
的文字为“红色青年矿工”，第三行的文字为“奖状”。
封二为毛主席语录“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毛泽东”，
正文的内容为“杨玉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京西矿务局

“红色青年矿工”竞赛活动中，成绩卓越，特授予“红色
青年矿工”称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京西矿务局委
员会、年月日、（加盖公章）”。后面的一页为“红色青年
矿工条件：1.所党的話，思想好。2.实干巧干，协作好。
3.安全出勸，劳动好。4.努力学习，尊师好。5.爱厂如
家，节约好。6.文体卫生，身体好。”封三的文字为“学
好本领，建设祖国”。

这本奖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京西矿务局委员
会发给在一九五九年京西矿务局“红色青年矿工”竞赛
活动中，成绩卓越的青年矿工的一种荣誉称号。奖状
内还附有红色青年矿工的条件，还附有毛泽东主席的
一段语录。这为我们研究五十年代京西矿务局的有关
的生产竞赛活动和荣誉称号，提供了线索，这同时也是
一件与门头沟煤业有关的文物。

票证藏品几件与 门头沟 有关的
张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