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迄今，我国发现过4颗特大钻石，全部发现于
临沂沂沭河流域，其中金鸡钻石最大，重达281 . 25
克拉，1937年秋在郯城县李庄镇发现，后被当时
日本驻临沂县顾问掠走，至今下落不明。

其他3颗分别是：著名的“常林钻石”，重
达158 . 786克拉；“陈埠二号”，重124 . 27克拉；
“蒙山一号”，重119 . 01克拉。

金刚石，是自然界中一种稀有的贵重矿
物，人们称它为金刚钻、钻石。我们国家正规
的金刚石地质勘查工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除了在沂沭河流域外，还在湖南沅江流域开展
过金刚石普查找矿工作。

金鸡钻石下落不明
郯城县李庄镇东南五公里处有一片山丘土

岭，名曰金鸡岭，罗莫岭村就坐落在山下。
1937年秋，该村贫苦农民罗佃帮在锄菜园时意
外捡到了一颗钻石，大如核桃，通体黄色透
明，耀眼夺目，形状恰似出壳的小鸡。因其产
于金鸡岭，后来钻石被命名为“金鸡钻石”。

罗佃帮简直高兴得无法形容，左邻右舍看
了以后均赞不绝口，说是无价之宝。有乡邻打
趣说：“佃帮啊，你可真走红运，骑着金鸡一
步升天了，有了这颗钻石就再也不用受穷
啦！”罗佃帮听到夸赞，心里自然美滋滋的，
于是打算卖掉钻石，盖上几间像模像样的房
子，再买上牛驴，置上田产，留给子孙后代
用……可在背后也有人议论，说罗佃帮捡到这
么大的一颗钻石，既是福又是祸。在那个世
道，到处都是土匪，乡里恶霸横行，稍有不
慎，就怕不被土匪抢去，也被恶霸夺走，甚至
连性命都得搭进去。

果然，消息很快传到乡长朱希品的耳朵
里。他对这颗钻石垂涎欲滴，总想把它搞到手。
有一天，朱希品来到罗佃帮家，看过钻石后爱不
释手，于是他心生一计，恫吓罗佃帮，说土匪头子
已经知道这颗钻石，不但要抢，还要杀人灭口。朱
希品看出罗佃帮有惧色，“好心”给罗佃帮想了个

“万全之策”，说趁早把钻石卖掉，免得惹事生非。
又毛遂自荐要替罗佃帮卖钻石，并说一定给卖个
好价钱。罗佃帮是老实人，对外地行情不熟悉，同
时他又怕权势，怕土匪抢，就无可奈何地托朱希
品代卖。朱希品就这样把钻石骗到手了。

不久，驻李庄镇警察局长张英杰得知朱希
品骗得一颗特大钻石，就把朱希品传到警察
局，威逼他交出钻石。朱希品以代卖为理由申
辩无效，只得交出钻石。为掩人耳目，张英杰
通知罗佃帮到李庄警察局拉小麦，只给了罗佃
帮800斤小麦。罗佃帮拉着小麦，心里像刀穿一
样难受。他回家后又气又恨，不久就病倒在
床。村里左邻右舍也都为罗佃帮喊冤叫屈，认
为这颗钻石别说800斤小麦，就是8万斤也换不
去。村民们抬着罗佃帮到警察局门前，欲要钱
给罗治病，但门卫不予通报。等了许久，张英
杰出来便火冒三丈，破口大骂，并用皮带抽打
罗佃帮。村民们只好将罗抬回，重病的罗佃帮
受了张的毒打，一气之下，含冤而死。

1938年，临沂、郯城等地被日寇侵占。这颗钻
石又被日军驻临沂伪道尹公署顾问川本定雄从
张英杰那里强行要走。据说，川本定雄得了这颗
钻石后，在侵华的日寇上层头目中又引起了互相
争夺金鸡钻石的轩然大波。

1984年，《人民画报》第四期载文报道此事：
“1937年秋，郯城县农民在金鸡岭下地干活，拾到
重281 . 25克拉的金鸡钻石，后被日本侵略军掠
走。”

魏振芳捐献常林钻石
临沭县西南部与郯城县东北部的石羊岭、金

鸡岭一带历史上就以盛产金刚石而著名，因此被
称为钻石之乡。

这里无集中矿床，多为零星分布。临沭县
的谭庄、东西郭疃、东西萨庄以及常林村一
带，群众不时能发现钻石，尤其是在春夏两
季，雨水冲刷地表泥土层后，常有钻石裸露在
地表，晶莹透亮，光彩夺目。据老人们讲，从
前地主会买下大宗草鞋，提供给长工们穿上下
地干活，等穿旧后将这些草鞋收回集中焚烧，
也不时能从灰烬中找到钻石。

清末，德国人曾买这一带的大片土地进行开
挖，前后到底从地里挖出多少钻石不得而知。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此设立了八O三矿，为国家
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
年到1984年3年间，这一带群众就拾取了32颗金刚
石，计160余克拉。

1977年12月21日，常林村女共青团员魏振芳
与社员们一起在田间深翻整地。傍晚，当社员们
都一个个收工回家时，魏振芳看到地头上还有一
小片杂草没有锄干净，便挥起铁锹又继续干起
来。随着铁锹的翻动，一块晶莹剔透、形似鸡蛋黄
那么大的东西从土壤里被翻了出来。魏振芳捡起
来后擦干净，发现是一颗特大的天然金刚石。

附近八O三矿党委书记、矿长童金明获悉消
息后，立即乘车到临沂，向时任地委书记朱奇民
作了汇报。朱奇民非常重视，当即委派地委工作

人员和童金明一起去临沭。
魏振芳一家几代人在旧社会逃荒，过足了苦

日子，解放后才翻身当家。她捡到这颗大钻石以
后，同全家人商量决定献给国家，并写了一封捐
献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块宝石埋在地里是
祖国的宝藏，挖出来是人民的财富，应该把它献
给党，献给人民，让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挥应
有的作用”。

接到金刚石后，童金明立即进行了观察测量
和称重。当天平的指针固定下来时，在场的人一
片惊喜欢呼，158 . 786克拉，中国第一大钻石！

为表彰魏振芳的爱国精神，中共临沂地委、
临沭县委和岌山公社党委在公社驻地曹庄召开
了千人庆功大会。会上魏振芳披红戴花，接受了
千元现金的奖励，此后政府又给她办理了农转非
户口，安排她当了工人。魏振芳献宝后，1978年参
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华国锋主席接见了她。
同时，上级奖给常林大队二十四马力拖拉机一
台；奖给岌山公社20万元，公社利用这笔资金修
建了岭南头电灌站和配套工程，改善了公社水浇
条件；奖给临沭县100万元，县里用这笔资金办起
了针织厂。

华国锋同志为这颗钻石命名为“常林钻石”。
中国科学院对其进行了全面鉴定研究：这颗特大
金刚石重158 . 786克拉，色质透明，呈淡黄色金刚
光泽，折光能力特强，是迄今我国发现并保存下
来的最大的一颗，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常林钻
石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银行。

我国首座金刚石原生矿七O一矿
建材七O一矿位于蒙阴县城西15公里处山青

水秀的蒙山脚下，系我国第一座金刚石原生矿，
也是目前唯一正常生产经营的金刚石矿山。这里
出产的金刚石以无色、微黄、棕黄色为主，晶体多
呈八面体和菱形十二面体。

1965年8月24日，山东省地矿局第七勘察院于
蒙阴县境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金
刚石原生矿，其储量约占蒙阴金刚石矿田探明总
储量的一半。对此，国家极为重视。国家建材部、
国家地矿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采取“三边方针”
(边勘探、边设计、边建设)进行开发。

一期工程于1970年建成投产，年处理矿石
8 . 65万吨，生产金刚石2万克拉；二期工程被列为
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全国1975年170个重点保投产
项目。为了确保年内投产，临沂地委决定成立会
战指挥部，组织二期工程大会战。会战期间，广大
参战职工行李搬到工地，吃住在简易的帐篷里，
加班加点，昼夜奋战，几个月不离工地。

1983年11月14日，建材七O一矿选矿车间进
行人工破碎大块矿石时，职工张玉祥发现了“蒙
山一号”金刚石，经测金刚石重119 . 01克拉，淡黄
色，晶体透明，在X光线下呈蓝色荧光，在紫外线
下呈淡蓝色光彩。

根据国家建材局的意见，自1985年起，国家
对金刚石产品不再包销，实行自产自销。但是，五
年后建材七O一矿矿区的露天资源已趋于枯竭，
转地下开采的工作仍未落实，在自产自销的背景
下企业面临空前的困难，全矿职工对矿的前途十
分担忧和焦急。1991年，张玉玲出任矿长、后兼任
矿党委书记后，马上把露天转地下开采工作列为
头等工作，全矿上下共同努力，企业于1993年归
属中国非金属矿工业(集团)总公司(现中国中材
集团公司)。次年，成功与加拿大CDC在香港注册
的VVSI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合同，引进外资
350万美元，合作进行露天转地下开采。

2005年8月，国家矿山公园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评审通过，山东沂蒙钻石国家矿山公园落
户建材七O一矿。

进入新世纪后，值得庆祝的是，2006年5月27
日，建材七O一矿选矿车间工人刘霞在手选大颗
粒金刚石时，发现了一颗重101 . 469克拉的金刚
石，该金刚石呈浅黄色，金刚光泽，晶体为变形八
面体晶形，表面具三角形晶面花纹及平行生长纹
理。长波紫外光下具中等强度的蓝色荧光，其后
被命名为“蒙山五号”。

沂沭河流域特大钻石档案
1937年，郯城县出土“金鸡钻石”，重281 . 25克

拉；
1977年12月，临沭县出土“常林钻石”，重

158 . 768克拉；
1981年8月，郯城县出土“陈埠三号”钻石，重

124 . 27克拉；
1982年8月，郯城县出土“陈埠四号”钻石，重

96 . 94克拉；
1983年5月，郯城县出土“陈埠五号”钻石，重

92 . 85克拉；
1983年11月，蒙阴县建材七O一矿出土“蒙山

一号”钻石，重119 . 01克拉；
1991年5月，蒙阴县建材七O一矿出土“蒙山

二号”钻石，重65 . 57克拉；
1991年10月，蒙阴县建材七O一矿出土“蒙山

三号”钻石，重67 . 03克拉；
2006年5月，蒙阴县建材七O一矿出土“蒙山

五号”钻石，重101 . 469克拉。

宁阳县位于泰安市，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和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之一，大汶口文化的
最早发掘地。汉高祖七年(前200)始置宁阳县，属
泰山郡。宁阳的仁人前贤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
故事，有些成语与之相关。

知足常乐
据《列子·天瑞》记载，有一天，孔子游泰山，

途经郕邑(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看到荣启期
穿着破鹿皮做成的衣裳，腰里系着粗麻绳，一面
弹琴，一面唱歌，不由心下纳罕。于是，问道：“我
见先生鹿裘带素，可知家道贫困，而琴歌之声平
和优美，却无半点愤激之意。不知先生何以如此
快乐？”荣启期笑道：“你想：大自然生育了万事万
物，那些草木虽能生长而不能行走，那些鸟兽虽
能行走而不能言语，只有人类为万物之灵长，是
最尊贵的，我既然能够生而为人，还不应该快乐
吗？这是第一乐。同样是人类，却有男女之别，千
百年来，一直是男人受尊重，地位崇高，我有幸生
为男人，这是第二乐。人出生到世上，有的还没有
见到太阳月亮便死于母腹之中，有的虽然活着出
生，却没有离开襁褓就夭亡了，至于能长大成人
者，或因疾病，或因战争，中途夭折者太多了。我
如今已经活到了九十岁，尚耳聪目明，牙齿不落，
可以吃饭穿衣、走路弹琴，这是第三乐啊。生活贫
困，对于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而死亡则是
所有人的最终结果。我过着平常的生活并安心等
待人生的最终结果，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孔子
闻言，不由动容：“先生说得太好了！您不仅是个
能固穷的君子，更是个善于宽慰自己的人。孔丘
领教了。”

弟子们见老师和一位乡野之人攀谈许久，便
问：“那是个怎样的人呀？”孔子正色道：“乃世间
高人也，孔丘之师也。”

在后世许多诗文辞赋中，都把荣启期作为
“高士”记载和歌颂。东晋陶渊明做《饮酒》诗，有
专写他的一章：“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
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保存至今的南朝砖画《竹
林七贤和荣启期》，更把他和后来的嵇康、阮籍等
竹林七贤画在一起。宋朝进士、曾任集贤殿修撰、
秘书监的荣諲修撰荣氏家族第一部《荣氏宗谱》
时，则把他尊为荣氏鼻祖。

功遂(成)身退
宁阳人疏广、疏受叔侄二人为西汉名臣。
太子每次朝见皇帝时，太傅疏广在太子前引

导，少傅疏受在太子后跟随。叔侄俩一起担任太
子的老师，朝廷引以为荣。皇太子在位五年后，疏
广总结历史上的为臣之道，认为见好就收才是俊
杰。他对疏受说：“历史经验是知足的不受辱没。
做人功成名就之时，就应审时度势，急流勇退。人
的事业正如太阳月亮，日中而偏，后来居上。我们
叔侄今已名成功就，我害怕不趁此时辞朝还家，
以后会悔祸无穷啊 !”于是，两人同时上表，辞官
还家。宣帝见疏家叔侄确实年事已高，便答应了
两人的请求。

回到家乡后，两疏广设学馆，从不收取学子
分文；每天让家人摆设酒食，请家族的人及亲戚

朋友宾客，与他们一起娱乐。有位好友劝他说：
“仲翁公，你家丁人口众多，子孙满堂，也该广置
良田，扩建家宅，使后世子孙永庇皇恩祖德，免致
吃食无着之困。”疏广回答说：“我难道年老悖情
不考虑子孙的将来吗？但家中原有田地房屋，只
要子孙们在那里勤力劳作，足能有饭吃有衣穿，
过与普通人相同的生活。现在置买多余的田地房
屋，只能使子孙懒惰罢了。有才德的人如果钱财
多，就会削弱他的意志；愚蠢的人如果钱财多，就
会增多他的过失。况且富人常会成为众人怨恨的
对象。我既然无德教化子孙，也不希望增加他们
的过失而招人怨恨。再说这些金钱是圣明的皇上
赐予我养老的，所以很乐意和宗族同乡共同享受
他的恩赐，这样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很好吗？”二
疏尽享天年。“两疏故里”(今东疏镇、西疏管理区)
至今犹在。

牛衣对泣
牛衣对泣，比喻读书人困苦凄凉的遭遇，或

夫妻共度穷困。这一成语则与西汉时的王章夫妻
有关。

据《汉书·王章传》记载，王章字仲卿，泰山钜
平(今宁阳县磁窑镇北部)人，官至“京兆尹”。他自
幼深受家学的熏陶，对儒学五经研讨很深，12岁
时已闻名百里。黄龙元年(48)，其父为他选聘了名
门夏侯建的玄孙女夏侯凤为妻。夏侯凤温良贤

淑，与王相学相爱。
汉元章永光元年，京城科考，王章赴长安科

考，夏侯氏也请求同行。可在当时，公婆不允许儿
媳到处抛头露面。夏侯凤长跪公婆面前，一席感
人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二老，同意他们夫妻结
伴求学。从钜平到长安足有二千里路遥，夫妻二
人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但到洛阳时也误了科考
的日子。在夏侯凤的劝慰下，王章拜山东琅邪人
谏议大夫贡禹为师，再攻儒经及阴阳五行学说，
学问大有长进。不久，王章染上了瘟疫，又加上所
带钱两用尽，生活困难，夫妻俩只好到一座破庙
栖身，靠乞讨度日。有一次，他生病，没有被子，只
好盖用乱麻和草编织的像蓑衣一类的东西。这是
当时给牛御寒用的，人们称它为“牛衣”。王章蜷
缩在牛衣里，冷得浑身发抖。他以为自己快死了，
哭泣着对妻子说：“我的病很重，连盖的被子都没
有。看来我就要死去，我们就此诀别吧！”妻子听
了怒气冲冲地斥责他说：“仲卿！你倒是说说，京
师朝廷中的那班贵人，他们的学问谁及得上你？
现在你贫病交迫，不自己发奋，振作精神，却反而
哭泣，多没出息呀！”贡禹闻之深受感动，决意将
二人接入府中。王章得遇名师，又有贤妻，学业日
精，成为闻名京都的优秀学子。后科举入仕，历位
官至“京兆尹”。

他当官后，直言敢谏，有一次，他准备上书指
斥大将军王凤专权。太傅贡禹劝王章快写辞官
表，以免灾祸。王章对老师说：“大丈夫敢说敢为，
为取仁而死虽死犹生。”他的妻子夏侯凤也说：

“好男宁做人杰狱中鬼，不在卑鄙小人檐下栖。”
结果，反被王凤陷害，获罪下狱，妻子孩子都被关
了起来。王章在狱中冤死后，洛阳城庶民沿街张
贴写有“王章怨，王凤毒，除阴毒，昭血案”的条
幅。黄门侍郎李寻上表奏章，请求为王章平反昭
雪。后哀帝采纳奏议，便明昭全国，为王章平反。

尤其是在春夏两季，雨水冲刷地表泥土层后，常有钻石裸露在地表，晶莹透亮，光彩夺目。

据老人们讲，从前地主会买下大宗草鞋，提供给长工们穿上下地干活，等穿旧后将这些草鞋收回集中焚烧，也不时能从从灰烬中找到钻石。

沂沭河流域特大钻石魅影
□ 车少远

与宁阳有关的成语故事
□ 李建民

蛑蛎嘴，地处利津县城东北33 . 5公里的小
牟里村。古时，漯水入海口西边淤积粉沙泥岸
及东边济水入海口，在相对海水侵蚀背景和丰
富的贝壳资源条件下，形成了世界罕见、国内
独有的“蛤蜊”贝壳滩脊海岸，国际上称之谓
Chenier海岸。

济水，古为九川之一，曾独流入海，与长
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充沛的济水滋润着
两岸稼穑，推动着古代农业的发展，便利的水
运交通促进了沿岸古代城市的形成，今天，济
源、荥阳、济宁、济南、济阳等原来与济水有关
的城市，使人们还依稀想见它的遗迹。济水尾
闾的东夷人、夏商周先人，依据水系辐射的扇
面化入化出、兴衰枯荣。济水尾闾古为齐地，太
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以兴霸，是“管仲煮海
之乡，‘渠展之盐’故地”，有“渔盐之乡”之称，
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奉献。

从隋开皇二年(582)，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
今河南济源市兴建济渎庙开始，历朝历代对济
水的加封逐步升级。济水先被列为“公”，后又
列为“王”。民间对江河的崇拜更是频频有加。
济水入河口蛑蛎嘴祭祠萧神庙，又俗称老爷
庙，为萧氏水神之所，庙门两廊柱镶刻楹联：

“朝朝朝朝朝朝朝，长长长长长长长”，横批：
“海不扬波”。

漯水淤积是塑造蛑蛎嘴成陆的物质来源。
漯川故道于今河南浚县西南别黄河，东北流经
濮阳、范县，山东莘县、聊城、临邑、滨州等市
县。漯水流入滨州后，“又东北过蓼城县北，又
东北过甲下邑，济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北，入于
海”。自今利津县北宋镇刘城庄(西汉蓼侯国治
所)北，其尾闾水流，由于受渤海波浪和潮汐顶
托、推移，水流所携带的泥沙，三分之一送入渤
海，三分之二堆积于河口，形成拦门沙。因拦门
沙的阻塞，河道自辟新径，而左右摆动，致使尾
闾遵循淤积—延伸—摆动—改道的自然规律
演变，形成周而复始的造陆运动。东汉明帝永
平十二年，王景治理黄河后，黄河借用漯水故
道，在此继续塑造粉砂淤积海岸，相继维持了
将近千年。漯水、黄河周而复始的淤积造陆运
动，为蛑蛎嘴贝壳滩脊海岸的形成，提供了物
质基础。

蛑蛎嘴贝壳滩脊海岸的形成需要具备三
个条件，即粉砂淤积泥岸、相对海水侵蚀背景
和丰富的贝壳资源。济水经古荥泽和巨野泽的
沉淀，河口河海交汇处水源变得清澈，种类繁
多的海洋软体动物不断繁衍生息，提供了丰富
的贝壳物源。最重要的是海洋潮汐运动，以侵
蚀为主，将贝壳搬运到海岸堆积，随着贝壳的
日积月累，形成了“蛤蜊”贝壳滩脊海岸。

蛑蛎嘴自古是漕运、海运的重要通道。《武
定府志》这样概括：“蛎浦朝宗，济水达乎千里；
铁门锁浪，沧海长于百川。”元明清三朝都城北
京，所需的一切财物“无不仰经于江南”，为此，
蛑蛎嘴的地位更显得重要。围饶着蛑蛎嘴的军
事布防，烽燧星罗棋布，墩台首尾相望，布局纵
横交错。明万历年间利津知县冯执中，陪同游
击陈将军观海路过此地赋诗《同陈游戎观海》
有诗云：“相逢正值升平日，牡蛎墩前赏兴同。”

“牡蛎墩”就是指的烽火台。
沧海桑田，昔日的济水入海口蛑蛎嘴，已

被肥沃的粮田和井架如林的油田所代替，唯有
入海口的村名小牟里，作为历史的信息记忆，
还能让今人辨别出济水入海口的位置。

蛑蛎嘴
□ 杨秀武

■ 山海经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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