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穿梭， 一千一百
余年前， 天竺国高僧空本
正静静地坐在一座寺中翻
译佛经。 为了进行中外文
化交流， 他选择了这个北
方香火最旺的名刹。 这位
高僧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就
诞生在这里，为此，他在五
代时名重一时， 并在中外
佛教学术史上确立了不可
动摇的地位。 而这位高僧
选择的名刹， 就是今天的
邢台开元寺， 当地人又称
为东大寺。古城邢台，历史
悠久。 悠久的文明给邢台
留下了绚烂的文化遗产和
众多的名胜古迹， 开元寺
便是其中的一个璀璨明
珠。

离权著诗醒世人
弥勒捧腹笑苍生

沧桑历史中， 开元寺
历经风雨。 它原占地 45
亩，座北面南，气势宏伟。
相传八仙之一的钟离权在
拜访本寺高僧万安长老时
曾作诗云： 得道高僧不易
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
佳处连沧海， 别是蓬莱第
一峰。又作诗：莫厌追欢笑
语频，寻思离乱好伤神，闲
来屈指从头数， 见得清平
有几人。 虽然钟离权这个
人的真实性有待人们去考
证， 但从诗中却不难看出
当时百姓之心声。

相传，唐代高僧玄奘
在去西天取经之前还到
过开元寺讲经念佛。这个
传说是真是假虽然已经
不能考证，但却可以使人
感到开元寺当时在全国
的影响。元世祖忽必烈在
邢曾建元帅府、 安抚司
等。 其曾多次来到开元
寺，因此说，开元寺建于
唐朝而盛于元朝。有人说
邢台的元朝大科学家郭
守敬曾参与了开元寺的
维修， 并且由此而得名

“郭有准儿”，想来这也是
传说。明正德年间又重加
修缮。据历史记载，自唐、
宋、元和明初，开元寺有
僧人数千之众， 游僧、佛
徒更是不可胜数。 当时 ,
开元寺被称为我国北方
的佛教中心。

寺前广场， 这里原有
大型影壁， 影壁上的滚龙
团花，飞龙姿态雄健，造型
优美， 影壁墙用琉璃瓦拼

砌而成，雕塑之细腻逼真，
砌工之高超卓绝，可惜，由
于年久失修而倒倾， 已没
有任何遗迹了。

三昧焚不尽
只缘后来人

穿过弥勒佛殿， 便是
毗卢殿。关于毗卢殿，史料
上没有详细记载。 但在早
于开元寺的洛阳白马寺
中， 毗卢殿在白马寺的最
后一层殿中，且不叫“毗卢
殿”，而称“毗卢阁”。 按白
马寺毗卢阁的阁内摆设，
开元寺毗卢殿的殿内正中
应是佛龛， 龛内佛坛上供
奉三尊佛像， 正中的主尊
为释迦牟尼佛的三身之
一，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

多年前， 该殿为邢台
市鞋厂的仓库， 曾经不慎
于 1988 年农历 8 月 15
日，被大火烧毁，后经有关
部门修复， 才使它重放异
彩。 毗卢殿再往后便是释
迦牟尼殿。 这个殿为硬山
式建筑，巍峨壮观，结构精
巧。 殿顶九脊，筒瓦覆盖，
飞檐挑角。 此殿除供奉释
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外，最
具文物价值的当属殿前的
这四根石柱。 这四根石柱
为明正德十三年维修时所
加。 四根石柱高约四点五
米，柱围二点五米，柱上游
龙绕石柱蟠蜷， 龙身突出
柱面二十至三十五厘米，
或盘旋而上，或蜿蜒而下，
或回首凝视，形态各异，变
幻多端， 其雕刻工艺精美
绝伦。

古刹依旧在
何人侍佛陀

开元寺的最后一殿为
大雄宝殿。此殿规模最大，
风格别具。 据现在的僧人
回忆， 该殿中央曾放置有
巨大的木雕贴金双层佛
龛，精雕细琢，金碧辉煌，
十分壮观。上有大鹏展翅，
蛟龙飞舞。 天棚上画着莲
花图案，色彩艳丽。墙壁上
挂着万尊木刻“壁佛”。 三
尊主佛慈眉善目， 端坐中
央，两位天将韦驮、韦力手
持法器，守卫左右。十八罗
汉分站两旁，栩栩如生。这

是寺内造像艺术最为精
湛， 装饰最为富丽的一座
大殿。殿内三尊主佛：中间
是释迦佛， 乃婆娑世界教
主;左边药师佛，是东方琉
璃世界的教主; 右边阿弥
陀佛，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教主。故又称此三佛为“三
世佛”， 殿亦称“三世佛
殿”。大雄宝殿之后是藏经
阁， 如今一点遗迹也未留
下。

被称为邢台八景之一
远近闻名的“野寺钟声”的
开元钟。 这口钟铸成于公
元 1184 年， 钟高 2 米有
余， 下沿口部围长七米有
二，厚约半尺，重达一万余
斤。钟顶有钮，成二兽扭斗
状。 钟壁铸有黄道十二宫
图案和八卦图像， 并铸有
文字数百， 记载铸钟监制
人、 资助人及铸钟工匠姓
氏、籍贯、身份等。 该钟铸
成距今虽然已有 800 余
年， 图案、 文字仍清晰可
辨， 可见当时冶炼技术和
铸造工艺水平之高超，尤
其是钟壁所铸之黄道十二
宫图案，形制奇特，是研究
我国古天文学发展渊源不
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据民间传说， 当大钟
铸成后第一次敲响前，有
一位老僧人告诉众僧说，
等我走得离寺院 10 里之
外时，你们再敲钟。 但众
僧人不明白他的意思，试
钟心切，老僧才走出 3 里
他们就敲了钟，结果钟声
只能传出三里。 其实，这
口钟并不止传 3 里，据当
地居住的老邢台上了年
纪的老人说，如果在夜深
人静或清晨，十里之外听
到钟声是根本不成问题
的。 这个传说虽然当不得
真，但能够长期流传，说明
了人们对大钟的关心和重
视。

明、清两代，开元寺的
影响不及前代， 但香火仍
盛。 明嘉庆 17年，即 1385
年 ; 清顺治 11 年即 1650
年、清乾隆 31 年，即 1766
年都进行过重修。 清朝后
期或自鸦片战争以后，开
元寺开始走向衰败。 民国
《邢台县志》 转引自《旧
志》， 虽仍把开元寺列为
“邢台八景”之一。当时，寺
中虽还有人唪经， 有僧守
寺，但当年朝拜者如流，官
盖车马如云的盛况已不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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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开元寺，原名开元寺，
又称东大寺， 位于邢台市开
元北路 88 号，始建于后赵石
勒年间，距今已有近 1700 年
历史，为我国历代名刹，是禅
宗二祖的传钵之地和禅宗七

祖神会大师的驻锡之地，曹
洞宗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大
开元一宗”又称“贾菩萨宗”
的祖庭，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明代时期，古刹春
游为顺德府十二景之一，清
代时期， 野寺钟声为邢台八
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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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声明
丁祝林名下机动车冀

E69336， 车辆型号SC6336A，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S4ABB0F62A015342， 发动机
号 JL462Q。 此车为黄标车，由
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登
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车
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一切
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现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王长军卫生室负责

人王长军不慎将医疗机构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地址
威县赵村乡郭田庄村，医
疗 机 构 登 记 号 ：
03600130050015033A008
4，声明作废。

声明
尹笑策不慎将特种

作业低压电工操作证丢
失 ， 证 号 ：
T130533199209013334，声
明作废。

声明
邢台市博泰经贸有

限公司不慎将国税发票领
购簿丢失， 税务登记号：
130503672067777，特此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王素芹名下机动车冀

E5J169， 车 辆 型 号 江 淮 牌
HFC5048XXYK2T， 车辆识别
代号 LJ11KBBC191023386，发
动机号09111463。 此车为黄标
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梁晓晨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020020012000673， 声
明作废。

声明
赵志军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50020207000277， 声
明作废。

■本报记者 刘东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