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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30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
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冀南前线指挥部司
令员王宏坤率八路军主力部队6000余人，发
动了解放临清战役，9月1日临清解放。

1947年，陈毅路过临清时，国民党重点
进攻山东和陕北，临清曾遭到国民党飞机轰
炸，社会局面并不安定。老人们依稀记得，
1947年的临清正在拆除老城墙。

陈毅在临清募善戏院看完戏后，已是晚
上10点多钟。三区派出所的刘士杰所长对陪
同人员唐炳炎说：“为了防止晚上发生意外
情况，派出所拟定了一个应急方案，一旦发
生敌情或战斗，我方人员一律以左臂系白毛
巾为记。这个情况很重要，你立即把这一方
案向陈老总汇报一下。”

唐炳炎到陈毅住处，向他汇报了这个应
急方案。陈毅说：“你们想得很周到，就这
样办。谢谢你们了！”他稍加沉思了一下
后，又说：“你最好把这个情况向住在西屋
里的那位郭参谋再说一遍。”

唐助理退出房间后，按照陈毅的嘱咐，
又将上述情况对郭参谋学说了一遍。

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晨，唐助理来到了陈毅住处，

询问有什么事要办。陈毅起初表示：“没有
什么事，你去忙吧！”

唐助理回身刚要走，陈毅又把他叫住
说：“还真有件哩。你去协助我的参谋给邯
郸指挥部打个电话吧！”说完，陈毅便叫来
了郭参谋，让他跟着唐助理一同去打电话。

当时的通信条件很差，电话机很少，尤
其是三区，这里除了驻在此地的冀南行政专
员公署河务局有一部电话外，连临清市三区
区委、区政府和区派出所都没有电话。于
是，唐助理便把郭参谋领到了三眼井街上的
河务局。

河务局里有一部老式手摇电话，它不能
直接与邯郸接通，只能通过两条线转接，一
条是临清经邱县转邯郸，另一条是临清经威
县转邯郸。郭参谋拿起电话，一会儿大声地
呼叫着“邱县！邱县！”一会儿又急促地呼
叫“威县！威县！”反复地叫了一个多小
时，也没能和邯郸接通。

由于还有别的事情急着要办，电话一时
要不通，郭参谋把打电话的任务交给了唐助
理，自己先回去了。

郭参谋走后，唐助理又接连呼叫了几
次，还是打不通。这时，唐助理对电话接线
员发火了，他怒冲冲地对着电话机吼叫着：
“我这里有重要军事情况要向指挥部报告，
如果贻误了军机，你要负完全责任！”

唐助理这么一发火，电话很快就接通
了，然而刚等唐助理对着话机说了一句“陈
毅军长将于明天下午1时到达邯郸”，对方
也仅仅回答了一句“好，知道了”，电话机
里又响起了嘟嘟的声音。

·相关链接·

1947年的安保及通讯
□ 赵广善 卞文超

1947年12月上旬，时任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华东军区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由鲁
南出发，途经临清，赴冀南林县冶陶镇参加由中共
晋冀鲁豫中央局主持召开的土改整党工作会议，在
临清住了两天半。

今年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临清市党史办
原主任、副编审赵广善，根据当时陪同工作人员的
回忆，向记者讲述了陈毅这两天半行程中衣食住行
的点滴故事。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老一辈革命家的
为人和作风，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愿添麻烦
以普通军人身份过境

1947年12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北风凛冽，寒气
袭人。临清市三区民政助理唐炳炎在睡梦中被推门
而入的市民政科长王子栋叫醒。王子栋气喘吁吁地
小声说：“你怎么还没起呀？陈军长来了！”

唐炳炎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当时他做梦也没
有想到，陈毅已经坐在外屋的椅子上。多年后，他向
赵广善回忆了陈毅在临清的始末。

当唐炳炎急忙穿上鞋子走到外屋，经王科长介
绍，陈毅站起身来，与唐助理握手。唐炳炎因失礼紧
张不安，出于对陈毅的一番真诚和敬意，他急忙让
人打来一盆洗脸水，又从当枕头的包袱里拿出了一
条新毛巾和一块长期没舍得用的肥皂，热情地请陈
毅洗洗脸。陈毅见状连摆手，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说：“不要客气嘛，你先洗好了。”

这时，陈毅的勤务员提着一个大网兜进来了。
勤务员从网兜里把自带的脸盆、白搪瓷茶缸和毛
巾、牙具取出来，又打来一盆水。陈毅洗脸的时候，
唐助理才仔细打量了陈毅，只见他体魄壮健，着一
身蓝粗布便装，脚穿一双毡鞋，十分朴素。

王科长悄声向唐助理介绍情况说：“陈军长这
次是以普通军人的身份过境我市的，他不想给地方
上添太多的麻烦，一再交待随行人员，只需和地方
民政部门打个招呼，安排个地方住下就行了。”

征得陈毅同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确定把
一行人安排住到三区郝家工厂后院，那里也是区派
出所所在地。

笑谈沙场
李仙洲送吉普车

唐助理在为陈毅一行安排住房时，看到停放在
院里两辆崭新的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感到新鲜，

不时地朝那边张望，甚至有几次走到车子跟前，伸
出手想抚摸一下。这情景被站在东屋里的陈毅看到
了。他从屋子里走出来，笑着把唐助理领到汽车跟
前，逗趣地问他：“你看这汽车不错吧！是李仙洲送
给我们的，你晓不晓得李仙洲哟？”

“李仙洲？”唐助理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有说
出个所以然来。

李仙洲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中的山东“三
李”之一。陈毅告诉唐炳炎，此人是国民党第二绥靖
中将副司令长官。1947年2月他指挥国民党整编四
十六师(相当于军)和七十三军，共计7个师65000余
人，从明水、淄川南犯莱芜、新泰一带，企图南北夹
击我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中，李部全部被我军
歼灭了。李仙洲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当了我们
的俘虏，这几部汽车就是我们的战利品。”说到这
里，陈毅爽朗地笑了起来。事实上，在李仙洲疗伤过
程中，陈毅也曾亲自去看望过他。

听说陈毅住进了三区派出所，三区区委书记赵
国璧、区长张寿卿等人也都匆匆赶来了。唐助理向
陈毅一一介绍后，他和大家亲切握手问候。寒暄过
后，陈毅对大家说：“你们都去忙吧，我这里有唐助
理就可以。”

随时办公
破获敌特组织

临近中午，陈毅和主要随行人员驱车到河东市
府大院吃饭。开饭前，王科长先把陈毅一行领到了
市政府会议室里。市委、市政府和市直有关方面的
二三十位负责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临时主持市政府工作的中共临清市委委员、社
会部部长兼政府公安局长李子良，代表市委、市政
府简要地向陈毅汇报了一下临清市的工作。他在汇
报中着重谈了临清的战备形势。特别是国民党飞机
由济南机场起飞轰炸临清市的情况。还提及到，据
可靠情报，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已打入我山东军区内

部，充当敌人内应。
陈毅一直认真地听着，当他听到这一敌情时，

当即让秘书把这一情况记录下来，还说：“待查清问
题后，及时向临清市通报。”

几个月以后，临清市政府果然收到了由陈毅司
令员从鲁西某地签发的“敌特组织已被我破获”的
电报。

西南角看戏
千万不要惊动观众

那天下午，王科长派通信员来告诉唐助理，市
政府准备晚上请陈老总看戏，让他问一问陈老总是
否愿意去。陈毅欣然接受，高兴地说：“好嘛，这就又
麻烦你们了！”

当时剧院演出分日场和晚场，因为冬季白天很
短，晚场戏通常在下午6时左右就开演。陈毅怕延误
演出的时间，立即交待随行人员提前吃晚饭。

晚饭后，陈毅披一件黑色大衣，由唐炳炎助
理和三区通信员董泽贵带路，和随行人员一起步
行约三四里，从河西临清驻地出发，以浮桥口过
河，走到了位于河东二区辖区内的募善戏院(今临
清剧院)。

戏院内的座位有池座和楼上、楼下之分，票价
也因座位方位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种。由于市民
政科与戏院联系得比较晚，好戏票都卖出去了，只
好把陈毅一行安排到楼下西南角的几十个座位上。
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座位的票价算作乙级。王科
长为此十分不安，对陈毅说：“实在对不起。请您暂
时先坐下，我立即想办法，再给您调一下座位。”

陈毅听了，连连摆手，小声地说：“不要，不要。
这里很好嘛，不要再变啰，千万不要惊动观众。”就
这样，陈毅在偏远的座位上，看了一晚上戏。

在返回的路上，陈毅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还不
时地和随行人员争论着剧幕里的一些问题，一点也
没有首长的架子。他那节奏感很强、富有幽默感的

四川话，不时地引起大家的欢笑。不知不觉来到河
西顺渡街的一个岔道口，他立即停住了脚步，指着
左边的一条道对唐助理说：“你们不要再送了，沿着
这条路直接回区公所好了。”

菜不要太多
够吃就行

次日下午，陈毅和主要随行人员去河东竹竿
巷口“汪记”澡堂洗了澡。5时许，市委、市政府
在太平街中和园饭庄为陈毅设宴饯行，三区区委
书记赵国璧也应邀作陪。

中和园是由一家回民开办的大饭店，它与大
寺街的永乐园，考棚街的会芳楼、海山聚，前关
街的玉山楼，御史巷的六聚成，马市街的桂香春
等，并列为临清市八大饭店，在鲁西北一带素负
盛名。饭前，市里的同志主动征求陈老总的意
见：“您喜欢吃点什么？”

陈毅笑说：“什么好吃吃什么嘛！”说完便
哈哈大笑起来。稍后又补充说：“还是照老规
矩，客随主便，由你们随便安排好了。不过有一
条，菜不要搞得太多，不要太浪费，够吃就行
了！”

这家饭店最有名的一道菜是“炸鹅脖”。它
的大体做法是，先用蛋清稍加淀粉拌成糊状，在
油锅上摊成像纸一样薄的小饼，再在薄饼里包上
由鸡肉或鹅鸭肉和蔬菜、精料等搅拌成的馅，卷
成长卷，并切成约3寸长的段，然后下滚油炸制。
这道菜的特点是外脆里嫩，香酥可口，色泽金
黄。市里先为陈毅点了这道菜。另外，还点了锤
鸡、香酥小鸽等名菜，主食吃的是麻酱火烧。

陈毅对这顿饭很满意，连声称赞。席间，他
和大家边吃边谈，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第三天上午10时许，陈毅一行离开临清。临
行前，他向前来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告别，然后
乘上吉普车，向邯郸方向驶去。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①

陈毅过临清的衣食住行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陈春生 马朝霞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
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的成长过程中，其代表性人
物反映出这个先进政党的风貌，他们的故事被百
姓永远铭记，本刊特开设纪念建党90周年专栏
“红旗飘飘”。

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青衣江、
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乐山大佛
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岩壁上，依
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凿造而成，又名
凌云大佛，为弥勒佛坐像，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
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

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贞元
十九年(803年)，历时90年。

海通禅师开凿大佛

在唐玄宗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僧人海通
禅师建造了大佛。古时候的嘉州地域很大，造像的
地址有多处可供选择，但是，海通最终却选择了凌
云山的栖鸾峰。在海通的眼里，凌云山虽有九峰，
却只有栖鸾峰地处三江会合之处，水急浪高存有
水患。如果造佛治水就必须选在这里。况且，对于
往来于大渡河和青衣江的商贾和民众来说，建成
后的大佛就像是一个灯塔和坐标，当人们远远地
看到大佛雄伟的坐姿和安详的神态，就会顿起景
仰之心。这既在客观上起到了领航的作用，又在心
理上达到了安抚众生的目的。

自从决心造佛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海通：到底选择一尊什么样的佛像来作为建造乐
山大佛的蓝本呢？为此，海通禅师进行了大量的考
察。一天，他在嘉州能仁院的摩崖石刻上，看到了
一尊一丈多高的倚坐佛像，精美的造型立刻吸引
了他的目光。于是，海通立即决定，就以能仁院的
这座佛像做小样，开凿乐山大佛。

经过多年的连续奋战，大佛初露圣容。然而，
在此之后不久，耗尽心力的海通禅师带着未完的
心愿，往生到他心中的佛国净土去了。

大佛原貌金碧辉煌

自韦皋接任大佛的开凿直到公元803年竣工，
续建工程恰恰经历了19年的时间。在分析了海通和
章仇兼琼留给韦皋的工程量后，近代学者曾对韦
皋当时的开凿条件和参与施工的人数作了多种假
设，并相应地计算出多种工作量的数据。结果表
明，这一个花费了19年时间所完成的开凿，其实只
用5年就可以完成。

随后，专家们根据大像记中，“或丹采以章之，
或金宝以严之”，以及“众设备已，像好具矣”的文
字推测出，当年，韦皋建造的大佛，可能周身上下
布满彩绘。也就是说，当初的这个大佛实际上是身
披金色的袈裟，端坐在江边。所以，大佛当时的原
貌应该说是金碧辉煌，非常漂亮。

由此看来，韦皋在当年所完成的工作量，绝非
今天所看到的程度，而除此之外，莫非当时还真的
建有一座保护大佛的大像阁吗？

乐山市文化局副调研员唐长寿介绍：按照唐
代开凿这种龛像的传统，它的身上还应该有一个
巨大的木结构建筑，叫做大像阁。这个大像阁实际
上在韦皋的碑记里面已经提到过。这样看来，韦皋
所进行的是一个比海通和章仇时期更加耗力耗时
的工程。所做的一切，不再是把石料凿下运走这样

的减法，而是把木料运来、加工、建造这样复杂的
加法；所需要的工匠，也不再是以出力气为主的粗
石匠，而是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且不说把巨大的
梁柱安排在必要的位置有多么的不易，就光给如
此巨大的大佛和大像阁施加彩绘就是一项极为费
时费力的工程。

几经维修面貌改变

现在，人们看到的乐山大佛的形象和模样，与
盛唐的风貌相差甚远。按照佛教经典著作中对佛
教石刻造像的要求来看，佛像应该具备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今天看到的大佛，实际剩下的就是一个
骨胎，骨架。经过历代维修，大佛的原貌有了改变。
专家们一直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现代科技手段来
还原大佛的真实面目。

公元1925年，在乐山有一个叫陈洪范的地方军
阀，就曾出过几千块大洋对乐山大佛作过一次修
复。这原本是一件修佛利民、积德行善的好事，但由
于他方法不当，彻底破坏了大佛头部的原始面貌。

唐长寿介绍：陈洪范取乐山本地的一种红砂
石开成石条，然后围着大佛的头，做成一个面套贴
上去。但是，五官不好贴补，尤其是鼻子，用石条做
不出来，只能画一个鼻子。然后用红丹粉把大佛整
张脸都涂成红颜色，最后大佛就好像是一个红脸
关羽，还是一个没有鼻子的红脸关羽。

同年，一场更为巨大的灾难再次降临到了大
佛的头上。就在陈洪范修佛后不久，有个叫杨森的
四川军阀，将陈洪范赶出了乐山。一天，他军中的
炮兵来到了大佛对面的河滩上面，把大佛当成了
他们训练的靶子。其中有一炮就把大佛的左眼打
出了个窟窿，但是整个面套还在，没有掉下来。

1927年，当时资中有一个居士，捐了点银元，对
大佛再次进行了修复，就是把眼睛又补上了。直到
1930年，对大佛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才把
陈洪范做的面套敲掉，想恢复大佛的原貌。但是鼻
子部分没办法恢复，只好用木材做成了一个三角
架，然后外面再涂上传统的一些材料，充当鼻子。但
是现在看来，1930年的这次修复，实际上并不成功。

科学考察全面体检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部门在综合近代几次
考察结果的基础之上，又曾对乐山大佛进行过多
次的科学考察和维修工作。其中，1962年的那次维
修，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使得大佛的容貌再次发
生了细微的变化。在那次维修时，工作人员发现大
佛的右手手背明显高于左手达1 . 8米，而且右手整
个手背以下均残。因此，当时就有专家推断，大佛

的右手原来可能是仰式的，形象如同很多唐代大佛
的手势那样。

196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大佛头顶附
近的两棵大树被相继刮倒，砸坏了九曲栈道上的石
头护栏并砸坏了大佛右手的手指。在随后针对大佛
的右手所进行的一次修复中，工作人员再次提出了
大佛右手明显高于左手的这个问题，觉得很不对
称。为了让双手的高度对应起来，有关领导决定去
掉原来高于左手的基岩。

上世纪60年代，文物工作者还在大佛身上发现
有洞穴存在。上世纪90年代，专家们对大佛进行了
全面体检。而2006年6月使用地质雷达对大佛进行探
测，可谓是有史以来使用设备最先进的一次。

6月8日，由陈宁生博士带领的探测小组来到了
乐山。两天后，探测小组利用软梯和绳索分别下到
了大佛耳后和肩膀附近的两个洞穴中。

大佛耳后的洞穴，高近5米，宽有1米多而且贯
穿左右。肩膀附近的洞穴，高约2 . 5米，宽约1米，同样
连通左右。由于两个洞的位置正好处在海通禅师当
年主持建造的工程范围以内。所以，专家们普遍认
为，它们是海通禅师所为。

在这两个洞的下方，靠近大佛胸部的水平位置
上，还有两条从左右开凿但尚未贯通的洞穴。它们
的宽高都不足1米。而且上下左右互相错位，修得很
不规整，很像是后人由于草草施工而造成的失误。
后来的探测结果表明，这些洞穴大致对应于大佛身
后三条不同高度的地下水水系，正是这些洞穴有效
地阻断了地下水对大佛的侵蚀。

偶得画卷见识大像阁

怎样才能让这尊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世界第一
石刻大佛安然无恙呢？这时，有专家提议，要重修大
像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袁金泉介绍：
重修大像阁可以把大佛遮盖起来，不让它再被日晒
雨淋，风吹雨打。1966年我第一次看到大佛的时候，
在大佛的两腿之间还可以看到袈裟的折纹。但是现
在已经看不到了，这个就是风化的一个证据。假如我
们再不采取措施的话，可能大佛就越来越消瘦了。

专家们认为，乐山大佛自建成至今已1200多年，
如果没有大像阁曾经的保护，大佛的情况也许会更
糟。大像阁一旦被修复，无疑会为大佛提供最直接
的保护。

虽然专家们在1990年探测的基础上，对大佛的
保护和大像阁的重修提出过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
通过数字模型尝试复原了大佛和大像阁，但这些在
目前都还不能成为重修和复原的原始依据。

乐 山 大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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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专家们得到了
一件珍贵的“礼物”。峨眉山的文物工作者意
外地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照片。
它取自于一幅名为《长江万里图》的画卷，而
这张经过复制的照片中所显示出的内容，刚
好就是万里长江上的乐山段。画卷的原件为
绢本，现在被美国华盛顿自由艺术博物馆收
藏。整幅画卷长约21 . 4米，高为0 . 45米，是目前
为止所见最长的一幅大型画卷，也是历代所
有长江万里图中最具艺术性和史料性的一
幅。最为难得的是，在大佛所在的位置上清楚
地画有一个巨大的楼阁。让人们第一次看到
了记载中的大像阁的庐山真面目。

经初步考证，这幅长卷为南宋时期的作
品，其绘制时间大约在公元1196至1242年之
间，距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了。而这一发现，
也刚好印证了两位大名鼎鼎的南宋诗人曾经
赞美这里的诗文。公元1173年，陆游曾经在这
里做过知州，在“不辞疾步登重阁，聊欲今生
识伟人”的诗句里就透露出大像阁曾经存在
的事实。4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游历四川经
过此地时，在他著名的旅行笔记《吴船录》中
写道：“登凌云寺，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
在……”范成大在《吴船录》中的记载，印证了
陆游诗句中的“重阁”的存在。但他除了证实
当年大像阁确实存在以外，还向我们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大像阁在南宋
时被称为“天宁阁”。

通过这幅图卷，人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当年凌云山上的大佛曾被一座巨大的天宁阁
所覆盖。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天宁阁从上到下
共分为九层，底层有一平台悬于江面之上，并
且以立于水中的立柱支撑着。

从公元803年大佛建成一直到公元18世
纪的清嘉庆年间，乐山大佛以其特有的文化
内涵，向人类传递着一种来自于未来光明世
界的福音。从唐代的大像阁、大佛阁到北宋的
凌云阁，南宋的天宁阁，再到元代的宝鸿阁，
明代的佛棚以及清代的佛亭……大像阁一次
次地被毁，而人们又一次次地将它修复。每一
次所产生的变化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
知的历史。

大佛之所以能够在这里端坐千年，曾得
益于记载中那座佛阁的保护，更得益于大佛
脚下数以万计的民心保护。其实，无论当年大
像阁修建得有多么坚固，都终将会随时间的
流逝而损毁。而民心的永恒，却为大佛构建起
一座永不消失的佛阁！

1200多年前，海通禅师带着拯救苍生的夙
愿，怀着美好的弥勒信仰，建造了这座世界上最
大的弥勒石像。一千多年过去了，它光彩依旧。

端坐在山水之间的大佛在阳光的映衬
下，很像是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一位和蔼可
亲的知己，更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人们
徜徉在大佛温暖的怀抱里，沐浴在霞辉璀璨
的佛光里，体悟着“佛是一座
山，山是一尊佛”的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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