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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西南行20余公里，是山峪
纵深、古木参天的长白山脉，群山环
抱之中，有一座久负盛名的千年古
寺——醴泉寺，这也是北宋名相范
仲淹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其实，
醴泉寺的历史远远早于宋朝，早在
南朝刘宋、南齐之间便已创建，创建
者为庄严法师，初名龙台寺。

民国《邹平县志》记载：“宋齐间，
有高僧栖此山，传是庄严法师创建寺
宇，久圮废。唐中宗时，僧仁万重
修。寺成之日，东岩有醴泉出，赐名
醴泉寺。”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
院，时东山有一泉涌出，中宗遂赐泉
名为“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全
面抗战爆发前，梁漱溟先生曾在此建
乡学并设医院。抗战中，曾为八路军
兵工厂和后方医院。1939年清明
时，日军扫荡，千年古寺被毁于一
炬。现仅存唐志公碑与石佛头像。

志公碑与志公和尚

志公碑，是现存不多的唐代名
碑，存于醴泉寺佛头殿内，全称为“大
唐齐州章邱（现为章丘）县长白山醴
泉寺志公之碑”。碑立于唐开元三年
（715），青石质，螭首，方座。碑高
215厘米，宽110厘米，厚30厘米。
碑首两侧各浮雕三龙，正面首部刻一
尖楣状拱龛，龛内浮雕三佛结跏趺坐
于束腰须弥座之上。其下有三方形
格龛。中龛雕一博山炉。两侧龛内
雕两个相对作跪状的供养人像。外
侧刻“大唐齐州章邱县长白山醴泉寺
志公之碑”，下为碑文，行书阴刻，为
琅玡人王筠所作，记述高僧志公弘扬
佛法和唐中宗时重建醴泉寺的经
过。由于年代久远，除“大唐齐州章
邱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等字尚
清晰外，正面碑文已模糊难辨，但清
朝金石类书中对此多有记载。

据清代刑部尚书王渔洋《长白
山录》中所抄录的碑文，可辨认的有
千余字。其主要内容：唐中宗景龙
二年（708）齐州正智寺都维僧仁万
（俗姓李，字道寂）为还泰山灵岩，以
重开法俗，重修醴泉寺的过程及唐
开元三年（715）寺成之日，各界大会
表庆天恩的盛况。碑中还追记了晋
朝醴泉寺初创时，高僧志公的生平
事迹。但由于碑文多处漫漶，志公
事迹不可尽知。碑阴线刻手持锡杖
的志公半身像，像高130厘米，身着
长袖袈裟，腰悬长径小口瓶，手执锡
杖，杖头挂镜面、尺子、剪刀、锁子。

但今仅能看清志公和尚的面部及其
服饰轮廓。碑阴右上角刻“晋朝大
士志公和尚本容作”。碑左右两面
刻满人名，多为建碑施主勒名及后
世人鉴赏、考证、补记内容，多漫漶
不可辨识。

宝志（418-514），又称保志，南
朝僧人，世称宝公、志公和尚，金城
（江苏句容）人。据南朝梁代僧人慧
皎所撰《高僧传·梁京师释保志》记
载：“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
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
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
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
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
镜，或挂一两匹帛……至天监十三年
冬……无疾而终。”以上引文中的“保
志”即为志公。少年出家，师从京师道
林寺僧俭，南朝宋太始初年出道，主要
活动于齐、梁之间，齐武帝、梁武帝及
王侯庶士曾奉为神僧。关于志公和
尚的传说有很多，最为有名的就是志
公和尚作的《万空歌》：“南来北往走
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来地
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大地本来无
寸土，人生劳碌一场空……”

志公碑对于佛教文化研究也
具有重要价值，展现了唐中期佛教
文化发展的盛况。其一，碑文提到
了多处寺院，如“京大荐福寺”“齐
州正智寺”，寺院中还出现了分工
不同的僧人，如有“庆□缀文”“翻
经院校勘”“都维”等，这些僧人的
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佛教
的发展程度。其二，通过在醴泉寺
举行的佛教盛会也可见唐代佛教
的盛况。醴泉新寺落成大会上，不
仅境内老幼参会，而且还有“左台
监察御史”“刺史”“县丞”等朝廷官
员参加。可见在唐中期，佛教文化
不仅受到了民间推崇，也得到了官
方的大力支持。

志公碑对于志公和尚的记载和
为志公和尚所作的画像，不仅证实
了《南史》《高僧传》等典籍记载的相
关内容，且弥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
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可以说，志
公碑对于南朝及唐代佛教的反映，
为佛学研究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第一
手资料。志公碑还具有十分重要的
艺术价值。清王昶《金石萃编》中曾
对此碑的艺术价值作过评价：“常白
山醴泉寺志公碑，唐开元乙卯立，文
作齐梁体，可辨者十之三，书法圆
劲，在欧虞间。”

圆仁和尚与醴泉寺

唐代滨州一带的佛教十分兴
盛，且又地处连接山东和中原的东
西官道上，所以就成了日本、新罗等
国僧人入唐求法的中转地和接待
站。据唐代日本圆仁和尚所著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醴泉寺
在中、日、韩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尤为
重要的作用。

圆仁是日本天台宗的高僧，是
日本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唐
文宗开成三年（838），45岁的圆仁随
遣唐使来到中国求法巡礼，于唐宣宗
大中元年（847）九月回国，在中国度
过了9年多的访问僧生活，足迹遍及
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
西、河南七省。回国时带回佛教经
论、章疏、传记等共585部794卷，在
日本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圆仁回国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第
三代座主和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
人。圆仁以日记的形式将道途见闻
记录下来，撰成《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该书成为目前研究唐代日本学
问僧在中国活动的最重要的史料。
该书卷二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山东文
登县赤山寺、牟平县卢山寺、青州府
隆兴寺、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的求法
经历。圆仁和尚对当地的习俗风貌，
对醴泉寺的传说、由来等作了较为详
细的记载，其本人也受到了长山县民
众及醴泉寺僧人的热情接待：开成五
年（840）四月五日，圆仁到达长山
县，六日早晨，“主人施粥。又差一人
相送指路，正西入谷，行过高岭，向西
下坂，方得到醴泉寺果园。吃茶，向
南更行二里”，便到醴泉寺。“斋后巡
礼寺院，礼拜志公和上影。”志公和尚
的佛像当时被十分珍重地供奉在琉
璃殿内。琉璃殿“户柱阶砌皆用碧石
构作。宝幡奇彩，尽世珍奇，铺列殿
里。”可见僧众对志公和尚的尊崇。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志
公和上是十一面菩萨之化身，其本
缘镌着碑上：‘和上朱氏，金城人也，
降灵于此长白山灭度。其后肉身不
知所向，但作影像，举国敬重。’”《入
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述了醴泉寺
名称的由来：“寺之南峰名为龙台，
独出群岫。地图所载。曾有龙舞其
巅”，故“名龙台寺。后因泉涌，改名
醴泉寺。”“堂西谷边有醴泉井，向前
泉涌，香气甘味，有吃之者除病增
寿。尔来名为醴泉寺。”圆仁和尚还

记述说，当时的醴泉寺因久未修治，
屋舍破落，圣迹陵夷。僧徒本有
100余人，此时多“随缘散去”，仅余
30余人，但仍然拥有15所寺产庄
园，规模未减。

醴泉寺新罗院与中日
韩文化交流

在醴泉寺，圆仁和尚被“典座僧
引向新罗院安置”。醴泉寺新罗院，
是中、日、韩关系史源远流长的最有
力的证据之一，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也对后世的文化交流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新罗”即新罗国。当
时，唐朝与新罗国在政治、经济、文化
方面都保持着密切交往与联系。新
罗国以朝贡、献物、贺正、表谢等各种
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则以册
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
次，双方交往达160次之多。唐朝和
新罗两国和平友好，两国人民来往频
繁乃至定居，民间贸易和佛教交流也
非常活跃。300多年间，新罗入唐求
法的高僧就有64人。

唐朝为接待新罗国的贸易官
员、商人和僧人，特地在今山东、江苏
沿海各州县，设有多处“勾当新罗
所”，作为管理定居新罗人的机构。
同时，在大批新罗人居住的地区，设
有新罗坊和新罗寺院，由新罗农民和
僧人居住。日本圆仁和尚所居住的
醴泉寺新罗院，即是这类接待新罗僧
人的场所，以便于其长期居住，并向
当地僧侣求法学经。醴泉寺新罗院
一直保存到1939年之前，有僧舍20
余间。日本与新罗相邻，风俗相似，
因此日本僧人游学到醴泉寺，便住新
罗院。明朝，朝鲜的使者洪翼汉和作
家金尚熏也先后到过邹平醴泉寺。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记载
了我国唐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面貌，也记述了中日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记述了中国民众对日本游僧
的热情接待和诚挚心意，具有广泛
的史料价值和非常深远的历史影
响，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资
料。200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
化30周年，日本驻华大使夫人阿南
史代女士与日本国家电视台工作人
员一行四人沿着唐代圆仁和尚行走
的路线，来到醴泉寺采访拍摄，更是
证明了醴泉寺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地
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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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刹醴泉寺
在中日韩关系史上地位不一般

张卡

志公碑
醴泉寺醴泉寺

各位市民朋友：
为加强政民互动，倾听群众心声，汇聚

民智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一步增强政府
决策透明度。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面
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实行“开门写报
告”。热忱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谋滨
州未来发展大计，为滨州发展建言献策。

一、征集时间

2021年11月16日至12月15日，为期一个
月。

二、征集内容

（一）经济发展方面。主要包括新旧动
能转换、产业升级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科技
创新、双招双引、改革开放等内容。

（二）民生改善方面。主要包括就业创
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养老、文化体
育、社会安全、交通出行等内容。

（三）城乡建设方面。主要包括城镇发
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管理、乡村
振兴、公共服务、农村人口市民化等内容。

（四）政府自身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
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依法行政、效能
提升、勤政廉政等内容。

（五）民生实事方面。主要包括需要政

府解决的民生实事、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既可以回顾过去，围绕2021年及过去5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也
可以立足当前，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
高品质生活提出意见建议；还可以展望未
来，围绕对即将到来的 2022 年及未来五年
的期盼希望提出意见建议。

三、参与方式

（一）发送电子邮件（邮箱：sfbxxgk@bz.
shandong.cn，邮件标题请注明“我为《政府工
作报告》建言献策”）。

（二）写信（地址：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
开科，黄河五路385号，请在信封左下角注
明“我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

（三）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进入意见建议
栏提出意见建议。

四、注意事项

（一）紧扣滨州发展实际，直奔主题。
（二）意见建议条理清晰，突出重点。
（三）注明联系方式，方便联系沟通。

滨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

致全市市民的一封信
市政府“开门写报告”——邀请您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

受滨州市新桥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滨州产权
交易拍卖中心通过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
org.cn）对坐落于滨州市渤海四路736号滨州市新桥置业
有限公司破产资产中的部分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①6 号楼—103，建筑面积约 104.45㎡，起拍价

31.44万元（无楼梯，已与101、102打通）。
②6 号楼—104，建筑面积约 104.45㎡，起拍价

31.44万元。
③6号楼—107、108，建筑面积约208.90㎡，起拍

价62.88万元（107、108共用一个楼梯）。
④6 号楼—109，建筑面积约 100.10㎡，起拍价

30.14万元（无楼梯，与110共用楼梯）。
⑤6 号楼—114，建筑面积约 100.10㎡，起拍价

30.14万元。
⑥8 号楼—101，建筑面积约 100.87㎡，起拍价

30.37万元。
⑦6号楼—408-414；8号楼：一楼大厅、二楼大

厅、二楼楼梯间、三楼大厅、三楼楼梯间、三楼自北数五
间房、四楼大厅、四楼楼梯间、四楼自北数6间房，建筑
面积约1467.86㎡，起拍价329.15万元。

⑧7号楼（整楼）：101-108、一楼仓库、201-208、
二楼仓库、301-308、三楼仓库、401-408、四楼仓库，
建筑面积约1858.32㎡，起拍价373.99万元。

备注：以上房产不能办理不动产证，将来如能办理
不动产证，所涉及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数
据仅供参考，标的实际情况以现场看样为准！

二、竞价时间：
自由竞价时间：2021年 11月23日 上午10:00至

2021年12月15日上午10：00。 限时竞价时间：2021
年 12月15日上午10:00开始至标的拍卖完成。

三、竞买申请与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1年12月14日下午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存入指定账户（参与7、8号标的竞买的需分别缴纳保
证金50万元，剩余标的每个需缴纳竞买保证金10万
元。户名：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15742101040006552 开户行：农行滨州渤海支行），并
于2021年12月14日下午17:00时前持相关有效证件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竞
买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并携带原件及公章；申请人若委托其他人办
理竞买手续，须同时出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本中
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上参拍申请应在线下报名截止
前由竞买人自行操作，竞买人保证金到达中心指定账
户并线下签订《竞买协议》后开通网络竞价权限。不成
交保证金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

四、标的展示与咨询：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
现场展示。

联系电话：13954398699 13705437965
0543-3387939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五路338号滨州日报社三楼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发 票 章 ， 章 号
3723010069096；滨州市保安
服务总公司发票章，章号
3723010011455; 滨 州 市 保
安服务总公司财务专用章，
章 号 3723010005611;滨州
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驾驶员培训

中心，章号 3723010010794;
滨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驾
驶 员 培 训 中 心 发 票 专 用
章 ，章 号 3723010011456。
因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
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公告

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

杨户头村村民委员会、阳信县

金阳街道办事处王集西街村

村民委员会、阳信县金阳街道

办事处王集东街村村民委员

会、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王

集前街村村民委员会、阳信县

金阳街道办事处王集后街村

村民委员会，五枚公章丢失

（无编码）,声明作废，且寻回

后不再使用。

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

2021年11月23日

公告

近日，记者随“黄河时代 滨州
答卷”主题采访团来到邹平黄河险
工梯子坝，在那，看到了莫言手书

“打油诗”《黄河过邹平》。这首诗
不长，却纵横数千年，将邹平的贤
达名士、典型景观收入其中，精炼
地诠释了邹平人文之丰厚、独特。

《黄河过邹平》
龙台看山色，醴泉听雨声。伏

胜授经妙，刘徽算法精。范公苦读
处，后乐先忧情。人文昌盛地，黄
河过邹平。

庚子七月随王振兄访其故乡，
得益良多，打油诗记之。供方家哂
正 莫言

这首诗是啥时候写的，写的是
啥？有何背景？

这是去年8月 22日，莫言随
友人，即北京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
会长王振到其家乡山东邹平考察
游览创作的，并亲笔手书，发布于
书法公众号“两块砖墨讯”上。同
期推送中，还收录了王振手书的莫
言新诗《黄河过邹平》和北宋文学
家范仲淹名作《岳阳楼记》长卷。
据悉，“两块砖墨讯”由莫言与王振
共同推出，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书
法艺术。

王振是谁？
邹平人王振1970年生，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经典诵读
与书写》主编。王振入伍后，在舒
同先生身边工作8年，现在是北京
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是书写
舒体字的领军人物。原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对其评价说

“得舒同先生真传”。

莫言先生在《舒门高足王振》
一文中说：“王振已经是舒同研究
的专家，他不仅对首长的革命经历
了如指掌，而且对舒体书法的艺术
特征有深刻的总结与阐发。他能
写一手几可乱真的舒体字，当然，
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舒体字的
模仿者，他广采博取，在继承和学
习舒体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个
性和创造。”

近年，莫言与王振多次携手出
行，诗歌唱和，共同创作。去年的
这次邹平行就是其中之一。在邹
平，两人参观了青阳镇醴泉寺、市
博物馆等处，听取讲解员讲解，详
细了解邹平市的人文环境、历史文
化。莫言表示，邹平文化底蕴深
厚，文化名人众多，现代文明不断
发展，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
交融碰撞中，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
文学作品和文化学者。他建议邹
平市继续立足文化产业发展优势，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文化传播理
念和形式，让邹平文化根植故里花
开全国，创造出更多文艺精品。

《黄河过邹平》一诗中，伏生授
经、数学家刘徽、范仲淹划粥断齑
等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大家可能
对“龙台”二字不熟悉，这里简单解
释一下：“龙台寺”即醴泉寺，位于
邹平城西12公里，青阳镇南部。
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相传是庄严法
师创建，原名“龙台寺”，唐中宗时，
寺僧仁万重建寺院，东山有泉涌
出，中宗赐名“醴泉”，又更名为“醴
泉寺”。范仲淹青少年时期曾在这
里苦读。

梯子坝上看莫言手书
《黄河过邹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李默 通讯员 李同飞

北海新区木水山副食超市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证 号
JY13716300001940，声明作废。

李延军丢失阳信县教育局于
2005年7月31号颁发的幼儿园教
师 资 格 证 ， 证 号 ：
20053713611000022，声明作废。

无棣县车王镇北双庙村股份经
济 合 作 社 公 章 丢 失 ，章 号 ：
3723243021624 声明作废，且寻
回后不再使用。

王吉燕与滨州洪基置业有限公

司于2019年8月12日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备案）丢失，合同编号：
201908120030，特此声明。

滨 州 市 滨 城 区 彭 李 街
道 办 事 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 证 号 ：
J4660000046705 ，声 明 作废。

滨州祥通运输有限公司鲁
MGQ631（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
正 副 本 丢 失 ， 证 号 ：
371602100371，特此声明。

滨州祥通运输有限公司鲁
M99C1挂（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许
可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证 号 ：
371602100372，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