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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 年 6 月，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望
海寺， 突然接到一封远自河北南宫西底
阁村的信。有感于村民向佛向善之诚，24
岁的释了梦法师辞别恩师，孤身而来。

不过让了梦没想到的是， 小小的西
底阁村， 就此牵住了他修行的路， 就此
“恭闻法喜，遂结法缘。 ”

后底阁猜想
本报记者 范骁 图/文

九年后的今天，提起后底阁，省文
研所的结论仍不是“结论”：

后底阁遗址的历史名称，待考。
佛像供奉寺庙的名称，待考。
毁灭的年代，待考……

郭鹏捐赠的佛首

1 了梦来到西底阁时，
与此一箭之地的后底阁
村，一场长达 8 个月的发
掘虽正胶着，但已出土的

70余件文物却让人不敢小觑。
昨日， 一路高速。 渐入南宫地界

后， 黄河冲积平原独有的田原风貌深
深吸引了我。 远远望去，麦田无垠，阡
陌交错，烟岚雾树，村落杂陈，一幅与
世无争的田园风景。

若真能千年如此， 是否也算历史
的仁慈？

后底阁很小，全村不过百余户，位
于南宫市紫冢镇。不过，后底阁遗址的
范围却不仅后底阁一个村子， 还跨越
了西底阁、杨家卷和贾屯。

站在后底阁村西， 眼前是一片道
沟和坑塘组成的荒地。荒地深处，便隐
藏着后底阁遗址 9 年前揭开面纱的一
角。

只一角， 已足矣。 足以让它位列
“国保”。

踩着坎坷缓坡进入沟底， 再绕过
长满芦苇的坑塘， 眼前景致让我毫无
预兆地心头一震。

一片不大的平地，同样长满芦苇，
西北两侧是拔地而起的陡壁。

眼前的一切，明明平生未见，又像
眼熟之极。

长满苇丛的荒野，数百尊的古佛，
上千年的历史……好像格格不入，却
又无比和谐。

2006 年 4 月 3 日，村民在这里挖
土，意外挖出 75件佛造像残件。当晚，
文保部门将佛造像残件全部依法收
缴。佛造像的铭文表明，这批文物分别
出自北齐武成帝和唐高宗年间。

大家如获至宝，很快，省市县联合
考古队进驻后底阁。可一遍遍细筛、一
遍遍钻探，都没再有重大发现。

至 6 月下旬， 了梦来到西底阁村
时，后底阁的发掘已几乎停滞。

可是，还有太多谜团没解开，还有
太多期待没实现。 把首批出土的佛造
像看了又看，考古队终不肯作罢，再掀
发掘高潮。

仍无收效。
7 月 11 日中午，在距地面 6 米深

处，考古队梁亮队长落下最后一铲，准
备宣布这次抢救性发掘结束。

这时， 奇迹发生了， 铲下出现异
常。

很快，124 件佛像残件重见天日，
其体量之大、质地之好、雕塑之精美、
年代之久远，无不让大家震撼和激动。

可是，这还算不上尘埃落定。前世

的因，今世的果，一切的一切，仍迷雾
重重。

长满芦苇的水洼隐约蒸腾着一
股青草气息，阳光干净的让我有些不
真实。

2 7 月 14 日， 了梦不
久前走过的路上， 又迎
来一批考古专家。

经鉴定， 发掘中共
发现遗迹 20 处，出土佛教石、陶造像
及残块 283 件， 尤以汉白玉造像量多
质高， 集曲阳材质和青州工艺两大优
势于一身，是精品中的精品，是我省继
上世纪五十年代曲阳修德寺之后佛教
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初步确定， 后底阁遗址约 130 万
平米，比明城化十六年（公元 1480 年）
所建南宫新县城还大 30 万平米，文化
层埋藏很深， 无法探明单体遗迹是什
么。

消息传至西底阁村时， 释了梦也
没想到在这平原小村， 能遇如此一场
佛教盛事。

有宝之处，必是宝地。
至此，了梦决定，留在西底阁这个

弹丸小村。将这场佛事从这个点发力，
弘扬开来。

我知道， 苇丛对面的黄土陡壁都
是 9年前发掘留下的。 不算高，也就 6
米。就这 6米的落差，我脚下的村郊荒
野上，千年前便是人声鼎沸的城堡，或
香火炽热的寺庙。

因为，根据造像铭文的纪年、地名
推测，这里可能是北朝至唐代的城堡，
而出土大量精美石像， 也应该与佛教
寺院有关。

可能？ 应该？ 推测？
是的，即便出土了这么多佛像，可

430 平米的发掘面和 130 万平米的总
面积相比，还是太小太小了。

小到，一切都不敢定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对

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
别。

即便迷雾重重，可这么多、这么久
远的佛像，依然于 2013 年 5 月，将后
底阁遗址推上“国保”行列。

九年后的今天，提起后底阁，省文
研所张春长的结论仍不是“结论”：后
底阁遗址的历史名称，待考。佛像供奉
寺庙的名称，待考。 毁灭的年代，待考
……

还好，尽管许多“待考”，仍推测出
南宫境内佛教遗存丰富， 堪称佛教圣
地，并再次证明史上“三武一宗灭佛”
的真实性。

3 如果说，后底阁遗址
的迷是暂时的，待来日发
掘，可拨云见日。那么，本
月 17 日， 郭鹏从日本为

后底阁残缺的石佛坐像带回佛首一
事，必将成为一局永不可解的猜想。

近几天， 新闻一直在对郭鹏义捐
后底阁唐代白石佛首之事进行报道。

其实，郭鹏与后底阁素昧平生。他
熟悉的， 也只是九年前从这里发掘出
的精美石佛造像。

2013 年河北省博物院《曲阳石
雕》开馆，其中参展的，便有这尊发掘
于后底阁的残缺佛像。因酷爱石雕，当
时郭鹏看展时，白石佛像便入了心。

谁也不会预料到， 这件事究竟有
多么传奇。

去年，郭鹏在日本考察，无意中在
一位日本藏家众多的藏品中发现了一
尊佛首，当时直觉这便是残像的遗失。
几经努力，郭鹏将佛首带回中国，并捐
给省博物馆。至此，分离了千年的古佛
完整团聚。

那么现在， 最不可解的一个猜测
便产生了。

要知道， 后底阁这批造像深埋地
底已逾千年，待 9 年前出土时，坐像便
已没了佛首。 而日本那位老人收藏佛
首已大几十年。

那么，唯一的可能便是，千年前佛
首被损后没随佛身一起隐世， 而是在
世间流转。

要想支撑起这样的猜想， 还需把
目光转向“三武一宗灭佛”。

4 无论那个朝代，血和
刀，永远都不会代表平安
和喜乐。

可有一天，清净庄严
的佛陀，必须直面这一切。

张春长说的“三武一宗”灭佛，指
的就是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和唐武
宗灭佛事件，再加上后周世宗灭佛，史
称“三武一宗”灭佛。

佛教传入中原后，曾几度辉煌，尤
其南北朝和中唐、晚唐时期最兴盛，普
通百姓也时常造像祈福。我们猜想，后
底阁的佛造像， 便是这一时期的民间
产物。

寺庙和僧人的快速增长， 造成财
富向佛寺大量集中， 如唐武宗灭佛时
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再加
上对人口的争夺、对信仰的争夺等等，
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平衡被打破，必将失控。
但从量变到质变， 往往因过程和

缓而不被注意。 直到，变故横生，山河
陡逆。

于是，从北魏到后周，历史几番重
演。 一次次，一回回，成了佛也避不开
的宿命。其中，仅公元 845年唐武宗灭
佛，就拆了 4600 所寺庙，26 万僧尼还
俗。

因为后底阁出土的文物中有唐代
佛像，那我们不妨猜想，这座尚不知名
的寺院，是否就毁于这段岁月？当时唐
武宗诏令拆毁寺院铜像和钟磬， 得的
金银铜，一律铸成钱，铁铸成农器。 也
许， 这就是后底阁没有金属器物出土
的原因。

经已焚，像已毁，寺已颓，这座不
知名的寺院断了最后的生机。 只剩下
一个带“阁”的村名，和无数的谜。

昨日，在这片小小苇丛里，我仿佛
又听到了千年前的打杀声。 待兵卒离
去，僧侣们趁夜潜回寺中，悄悄将被毁
的佛像深埋，然后放下半生的追随，就
此散入民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纵观中国漫长的历史， 太多的

瑰宝在战乱中毁损，在迁徙中流失。
而深深的地底，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
桃花源？

待机缘合适，便破土再生。
那一晚， 僧侣们谁也猜不到事

态未来的走向。 就像，今天的我们，
谁也猜不出， 那尊被郭鹏在日本发
现的后底阁佛首， 千年前到底被谁
所伤，又被谁带离佛身，开始了千年
的流浪。

从我到陡壁，不到百米，中间却空
出了千年的距离。

亲近不得，疏远不了。
耳边依稀传来婉转又悲伤的胡

曲。今天，从我面前这片土地发掘出的
佛像们，正在百里外的省博展出。

也许，对于它们，再多的谜都已不
在意。

毕竟， 过往种种已逝， 从宝刹损
毁、莲台委地时起，它们已蜕下神的外
衣。

可是，了梦法师不行。

5 面对考古专家也解
不清的迷雾，了梦决定自
己寻求正解。

与张春长的判断不
同，查阅县志、走访信众，再加上后底
阁出土的文物，了梦大胆猜测，后底阁
就位于当年法灵寺后院。 而法灵寺启
建年代可追溯至汉朝。

于是，了梦立志重修法灵古寺，再
现佛国辉煌。

住陋室，行孤途。 经过 3 年努力，
法灵寺文殊讲堂顺利开建，并于 2010
年完工、开光。

离开后底阁后，我一路西行，没多
远就是西底阁村。

远远地，便看到一座高大佛殿，法
灵寺到了。

殿前有碑。 碑文说，法灵寺南北
朝时占地 300余亩，有九重大殿。昔日
达摩东渡曾留此甚久。 法灵寺历史上
多次遭遇破坏，九座大殿无一幸免。

了梦发宏愿， 要恢复法灵寺全盛
风貌。不但如此，他不打算对法灵寺进
行商业开发， 而是将之建成中国首座
学业寺院，成为佛家教育学院。

昨日告别时， 了梦法师托我帮忙
寻找郭鹏的联系方式。

了梦！心头突然一悟。关于后底阁
遗址的种种猜测， 终究走不出一个梦
字。 造像时有梦，埋像时也有梦，佛首
佛身合璧，更是圆了一个梦。和我们这
些凡俗之人不同，譬如，对于这批出土
的造像，了梦法师看到的是象教、是弘
化、是因果。

如此，愿后底阁遗址盛世了梦。

灭失声明
刘灯奎名下机动车冀

EW1363， 车 辆 型 号
ZS125ZH-3A， 车辆识别代号
LZSHCJZC298031308，发动机
号：8980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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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廷枢不慎将医师

执业资格证丢失，证书编
号 ：141130521000086， 声
明作废。

声明
沙河市大路金茂旅

馆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130582600100862，核准日
期：2013 年 6 月 4 日，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王瑞强名下机动车冀

E1B268， 车辆型号长安牌
SC1016HJ3， 车辆识别代号
LSLAA10F19G065252， 发动机
号：925F02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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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市救助管理站于
2012 年 4 月 1 日， 接收救
助公安部门护送来站的一
名女性流浪精神病人，无名
氏，年龄约 10 岁左右，精神
异常、身体虚弱，提供不出
本人的有关信息。现此人在
医院救治期间，病情恶化经
医院抢救无效， 于 2015 年
5月 20日死亡。

望其亲属自登报之日
起三十日内，携带认领人和
此人相关身份证明来我站
认领该尸体， 逾期无人认
领，我单位将按无主尸体处
理。

联 系 电 话 ：0319—
2616275

邢台市救助管理站
二 0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尸体认
领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