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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人岂少缘

7

泰顺虎患

——弘一大师交往多少温州人

陶洪宇

明清就有伤害事件
今年是弘一法师（李叔同）驻锡
温州 100 周年，眼下温州博物馆正
在举行“碧天芳草——李叔同与温
州展”
，其中
“永嘉往事”章节重点介
绍他与温州的情缘，那么他到底与
多少温州人有过交往？

金星

结缘半百温州人
“两度驻瓯锡，瓯人岂少缘”，这是
温 州 人 还 庐 居 士 1978 年 在 其 收 藏 的
《弘一法师墨迹》册页上题的诗句。还
庐居士生平不详，他的“瓯人岂少缘”很
好地总结了弘一与温州人的交游广泛。
据徐祖光、张索、周延诸位先生的
考证，目前已知弘一的温州籍友人共计
32 人，计有林同庄、吴璧华、周孟由、周
群铮、周守良、周季材、寂山法师、陈阿
林、因弘法师、唯田法师、印西法师、通
如法师、芝峰法师、竺摩法师、静权法
师、郭奇远、刘景晨、谢磊明、张云雷、赵
伯庼、杨雨农、林赞华、陈祖经、李正元、
郑伯琅，陶文星、方介堪、刘肃平、周予
同、张则民、伍敏行、郭伯宽。再加上林
文潜、吴鹭山、郭鸿飞、乔育之、步康法
师、唯善法师、惟静法师、惟德法师、可
修法师、唯真法师、墨桥法师、张蔚亭、
汪殿钦、汪晨筌、杨陶民、赵洪福、李岩
新、潘鉴宗等人，
50 多人。
其中不少人仅和弘一有过文字缘，
更有赴庆福寺拜谒却未获见者，如张宗
祥和曾耕西。在弘一交游的温州人当
中，能称为“友”者不过十余人，有同窗
之交、道谊之交、伽蓝之交、师生之交。

温州博物馆
“李叔同与温州
展”里展示的庆
福寺门台。
温州博物馆提供
特班解散后，李叔同、林同庄等人
去 日 本 留 学 ，而 郭 奇 远 则 回 到 瑞 安 。
1918 年，李叔同在杭州落发为僧，不久
通过林同庄的介绍到灵隐寺去受戒。
1919 年，也许是通过林同庄，郭奇远给
弘一寄去书信。弘一在复信中说“一
浮、同庄不时晤谈”，足见二人关系密
切。因弘最早在回忆录中说弘一来温
是“因旧同学瑞安林同庄君言永嘉山水
清华，气候温适”，很显然，林同庄在弘
一来温州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荐作
用。弘一来到温州之后，和郭奇远书信
往还较多，赠送了他不少佛学书籍和手
书佛号。1932 年离开温州之后，弘一还
与郭奇远时有通信并赠送贺寿楹联。

吴璧华和弘一的关系是来温州之
后建立的，因为 1921 年冬天吴璧华才
从北京回到温州。1922 年夏，温州遇台
风灾难。第二天吴璧华即到庆福寺探
望弘一。

伽蓝之交：寂山、
竺摩

弘一来温以后，居庆福寺。住持寂
山得知弘一出家故事后，深受感动，因
此对于弘一日常生活给予特殊照顾。
他得知大师严持“过午不食”的戒律，修
改了寺庙的就餐时间。弘一掩关不便
见外人时，他让寺中斋厨陈阿林送饭到
斋房。陈阿林去世后，弘一为其撰写了
《庖人陈阿林往生传》。弘一初到庆福
寺即开始批阅律典，为了疏证讹误。他
道谊之交：周孟由、
吴璧华
向头陀寺借阅了《毗尼作持续释》二十
众所周知，弘一来温州是温籍著名
卷诵阅。1942 年弘一去世后，永嘉妙智
居士周孟由、吴璧华的接引。
寺（头陀寺）的步康法师等写了挽联，表
1920 年夏季，弘一已经和周孟由相
明弘一和头陀寺僧人关系不疏。1922
同窗之交：林同庄、
郭奇远
识，为周孟由之子出生书写楹联。经弘
年大师依律要拜一位老师为阿阇梨（戒
一的师兄弟吴建东介绍，周孟由得知弘
1901 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特
律老师），于是他带着毡子去寂公处，用
一计划来温，于是和留日同学吴璧华一
班，同时考入的就有四位温州人，他们
毡子铺好座位礼请寂公上座，拜其为
起出面接引，1921 年 3 月，弘一来温，分
有后期和李叔同成为挚友的林同庄和
师。自此之后无论日常晤面，还是书信
别为周孟由之弟周群铮和周季材各写
郭奇远，也有交情一般的项骧和林文
往还，
弘一都以师父大人称之。
楹联一份，说明弘一和周氏兄弟周孟
潜。
青年高文彬要出家，弘一为其介绍
由、周群铮、周守良、周季材关系最近，
在特班学习时期，勤奋好学的温州
寺内惟静法师剃度，他因此称弘一为
周氏兄弟不仅为他安排了驻锡庆福寺， “二师父”，得法名因弘。在庆福寺的岁
人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印象。据黄炽
还向他布施了日常饮食的用费，每个月
森先生文，谢无量后来回忆说：
“奇远及
月里，弘一与寺中诸僧关系密切。宝严
1-3 元，据瓯海关贸易报告显示，当时 1
泰州储馨远据余之东室，林同庄、李叔
寺是庆福寺下院，弘一去宝严寺掩关
元可买大米 23 斤、盐 30 斤，
猪肉 6 斤。
同据余之西室，日相见也，夜相闻也。
时 ，住 持 唯 善 对 他 的 照 顾 十 分 周 到 。
弘一的居士朋友中，与周孟由和吴
余齿视诸子为少，惟馨远年最长。同庄
1926 年杭州招贤寺招聘僧人，弘一得知
璧华的关系最近。吴鹭山曾将弘一和
则奇远之里人，倪达贯时务。……每中
后专门致信周孟由称“窃念庆福可修、
周孟由的友谊比喻为“支道林之与许玄
夜，同舍皆酣睡，奇远犹与罄远讽外国
唯真二师，道念坚固，威仪严肃，寡于言
度”，他说“月臂上人（弘一）数驻锡永嘉
书，声琅琅彻垣。居平考校百家然否，
笑，实为当世僧众中不可多得者，是二
庆福寺，寺在城东僻处，即俗所谓城下
著书不能自休。”这一段很形象地描绘
师如愿来杭居招贤，最为合宜。”1929 年
寮也。上人每到寺，辄掩关谢客，手写
了李叔同与林同庄、郭奇远等人的同窗
弘一带着惟静法师去上虞白马湖晚晴
生活。同学中，弘一大师走得最近的是 ‘虽存犹殁’”四字于关门之上。唯周孟
山房，请他照料山房的一切，可见他对
由老居士绍介来谒者，
可破例接见”。
林同庄，其次要数郭奇远。
惟静的信任。
1928 年，为编《护生画集》，弘一去
江心寺闭关，其间结识了唯田、惟德法
师，弘一还借给唯田不少律学书籍，一
切外来人的接洽则交给了惟德。弘一
1928 年为《重编醒世千家诗》数次往还
景德寺，应和“寺主”相识。在弘一交游
的温州籍僧人中，还有知名的芝峰法
师、竺摩法师和静权法师、通如法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居士郑伯琅皈
依了芝峰，
所以他常常称弘一为师伯。

师生之交：陈祖经

1923 年众人在庆福寺合影，前排左起周孟由、周群铮、陈祖经、郭志闳，后排左起
因弘、
寂山、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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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驻锡温州时期，他的学生有不
少人在温州教学。先有 1923 年来的郭
志闳（伯宽），后有 1927 年为躲避“ 清
党”而来的孙选青，二人均在浙江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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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其中陈祖经为温州籍。陈祖经在
浙一师读书时，李叔同是他的音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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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疆录》陈恒《泰顺虎患纪略——从明嘉靖间说起》陶汉心
《泰顺虎患》，
明代泰顺分疆立治，
早在嘉靖年间，
县内就出现了老虎
伤人的事，当时行人在路上行走都必须提高警惕。清康熙十二年
（1673），
老虎从南门入城，
叼走了防卫不及的守城士兵王某，
第二天
人们顺着老虎的足迹寻找到他时，已被老虎啃食。康熙三十七年
（1698），
老虎从地轴山、南外跑马坪一带进入县城，
城内平民王长世
遇害。
除了县城，
乡间虎患事件也是频频出现。乾隆年间，
司前镇岩
下村有一村民被老虎叼走。老虎叼着村民一口气翻过一座山岗，
因
体力不支，
便松了一口气，
当虎口咬合的力度减缓了些，
村民迅速从
虎口脱出。他看见旁边的草木灰堆上刚好插着一把锄头，一跃而
起，
拿起锄头反击。疲惫的老虎忌惮于锄头，
只得逃走，
村民也因此
捡回一条性命。
岩下村还发生过另一起老虎叼人事件。乾隆某年，
一村民早起
上山拔完萝卜，
在溪涧里正准备清洗。忽然山中跳出一只老虎，
咬
住他的腰部，
叼着他向杨坑头方向的山上爬去。村民大声呼救，
用
手使劲抓扯身旁的树枝，
无奈人力抵不过虎力，
没能够脱身。等到
老虎叼着他到山梁的缺口处，
前来相救的人才追到先前的溪涧处。
救援的人向他呼喊，
他自知气数将尽，
叹气回应道：
“不用追了，
老虎
已经换过一口气了。
”
众人无奈离去。
乾隆年间虎患频繁。乾隆二年（1737），
泰顺三都各地都有老虎
伤人事件，
每天有四至五人被老虎所伤，
一年之内伤了三百余人，
乾
隆十六年（1751），老虎进入罗阳城内的集市，百姓扛土铳、挺长矛，
齐心协力将其杀死于南门溪中。
明嘉靖罗阳修建城墙后，
县衙背后的一段城墙属于夯土包石结
造，容易受损，也相对低矮，仅有丈余高。清同治三年（1864）夏天，
有老虎从县衙后山越过城墙，
进入县衙背后的园内肆意横行。光绪
二年（1876）秋天八月，
有老虎从城北门入城，
叼走了百姓的牲畜。
晚清以来，
随着生产开发程度的加深，
罗阳城郊的生态环境发
生变化。自此之后，
再没有发生过老虎进城的事件，
但乡间虎患扰
民的事件，
仍时有出现。

打虎英雄

庆福寺印象图

郑家清 作

弘一在庆福寺的题字。
师。1921 年弘一来温后，陈祖经和他的
同学郭志闳与大师交游密切。因弘
1923 年出家时曾留有照片一张，诸人盘
膝而坐。前排是周孟由、周群铮、陈祖
经、郭志闳；
后排因弘、寂山、弘一。
弘一在温州赠送陈郭两人佛号楹
联多幅，陈郭两人对自己的老师亦钦奉
有加。因弘说：
“陈郭二君者，吾师浙江
高等师范学校高足，时执教于浙江第十
中学者也。因弘尝往访郭君，见其几案
陈设洁净，中供吾师相片，香华珍果罗
列其前，旁悬吾师手书楹联。足见师道
德崇高，
令人钦奉之一斑焉。”
1932 年农历十月下旬，是一个多阴
雨的冬季，弘一告别温州友人乘船去了
厦门。对于弘一大师的离温，因弘始终
心存遗憾。他后来自责自己在两个方
面没有做好工作，使得弘一最后未能留
在温州。在日常起居方面“未尽服劳奉
侍之勤”，在弘法办道“又未稍输赞助宣
扬之力”，这许是因弘的谦逊，也不排除
事实的成分。
弘一离开温州后，还不断和温州友
人保持通讯。1933 年农历闰五月，到闽
南后不久即致信杨雨农，托其转赠温州
友人佛号及书籍多份。1935 年农历十
月，老友郭奇远六十大寿时，他专门寄
来华严经偈句“圆满法界月，清凉功德
池”楹联。他的书信和作品中也常常念
及温州，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温州已经
是他一生中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温
州人已经成为他最亲切的故乡人。

虎患使得泰顺也产生了不少打虎英雄武松一样的人物。清代
下洪有个名叫陶应完的人，
颇具胆量，
十分有气力，
父亲早逝，
长年
侍奉母亲，
非常孝顺。有一年清明节，
他跟随母亲去祭拜父亲的坟
墓，
回来的途中遇到老虎，
陶应完用身体挡在母亲身前，
用石块砸向
老虎，
老虎发怒，
咆哮，
张口做出扑人的姿势。恰好道路旁有粗大的
竹子，
陶应完举起竹子直直地刺向老虎的喉咙，
刺穿了脖子，
老虎立
刻就死了，
周围看到的人认为是老天帮忙。
民国初年，
凤垟乡沙洲村后堤坑自然村的曾清柳，
在当地北面
高山上用弩杀死一只老虎。死虎被人固定在长方形竹架上，
四脚前
后直伸，
昂首、翘尾，
装扮得栩栩如生。当时的弩药是一味剧毒性药
物，
以中草药的草乌煎制而成，
先用青蛙作试验，
青蛙中毒后一跳即
死，
等于老虎中弩后逃离一条山岗而死；
两跳即死，
等于老虎中弩后
逃离两条山岗而死；
青蛙不足一跳即死，
证明弩药毒性剧烈，
足以立
刻致老虎于死地。鉴于弩药如此强的毒性，每次猎人设置弩箭机
关，
都会在大路路口等交通要道张贴文字，
让乡里百姓以及路人小
心提防，
但往往有人误踩机关，
中箭受伤，
甚或丢了性命。
1949 年前夕，
后堤坑又出现了一头老虎，
此时曾清柳后人曾自
培，
胆壮力大，
机智灵巧，
得先人传授，
制弓弩，
煎毒药，
准备与北山
老虎来一次较量。1949 年春季的一天，
弓弩箭发射了，
但漫山遍野
找不到中弩的老虎。当天有一村妇上山采蕨，
偶然看到蕨衣丛中显
露出一条动物尾巴。消息传到曾自培耳朵，
他猜到是老虎，
叫上猎
人赖良银，
背上猎枪上山寻觅，
曾自培悄悄走近并将猎枪指向老虎
就是一枪。当自培枪口冒烟时，
老虎已扑过来，
自培闪躲不及，
连忙
丢掉猎枪，
一闪，
闪入老虎腋下，
双手抱紧虎颈不放，
人虎绕成一团，
不知不觉自培已是满脸鲜血。良银见状冲上前去，枪口紧对着虎
头，
一枪放去，
老虎倒下，
自培得救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春节，柳峰山茶岚村也出现一只体重 130 多
斤的老虎，
攫去农民一只母羊，
农民叹息沉痛之余，
杀了一只小羊，
把炸药包偷偷埋入小羊腹中，
装扮成活生生的样子，
安放在老虎有
可能出入的高山上。是夜九点多钟，
果然听到爆炸声响，
大家高兴
极了，
天不亮就上山，
只见小羊不见了，
农民们四处寻找，
在距离两
条山岗的低谷深处，发现老虎前脚支撑，呆呆地坐着，远远望去好
像还活着似的，农民们用小石块再三向老虎扔去，始终无动静，才
小心翼翼接近，望见老虎通身毛发沾满露水，才知百兽之王虽死，
其威犹存。

华南虎的消失
上世纪七十年代竹里乡境内也出现老虎夜入民房、
钻进木栅栏
猪圈中攫猪的事件,由于栅栏所用木条曲直不一，隔缝宽窄不齐,老
虎进栅栏容易出栅栏难，
被人用绳索捆成一团，
不得动弹。温州动
物园得到消息后派员来泰顺观察，
计划买去饲养，
可惜虎因受伤过
重,奄奄一息，
朝不保夕，
动物园来人未能如愿，
空手回去。
此外，还有一起奇遇。1964 年夏,泰顺毗邻的寿宁县坑底乡境
内，
有一只母虎叼着初生小虎跨溪时，
被过路行人看见，
大家拉长嗓
子齐声恫吓，
母虎受惊丢下未叼过溪的另一只初生小虎。这伙人见
母虎已远，
将小虎活捉，
被泗溪镇林某买回家饲养，
每天供给烤肉二
两半。经四十多天精心喂养，
小虎渐渐驯服，
顺从人意。体重也由
原来的三斤增加到七斤，
后送上海，
被动物园买走。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乡间仍有老虎的消息。我父亲的朋友
沈大瑞，
洲岭马迹岭人，
幼时曾见到死于弩箭的老虎，
被裹着红布。
人们抬着死虎走遍附近的村庄，
乡里人民见到红布裹着的老虎，
认
为是不得了的好事，
纷纷互相庆祝。
民间称老虎为
“大猫”，
甚至有以
“大猫”
命名的地方，
如罗阳的
“大猫湾”
（今泰顺县人武部驻地一带）。1988 年，
国家颁布《野生动
物保护法》，把老虎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就在这前后，
泰顺县内
便再也没有老虎出没的消息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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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
局批准，
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
浙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下
支行梅岙分理处
机构编码：
B0443U333030016
许可证流水号：
00654747
批准成立日期：
2009 年 08 月 19 日
住所：浙江省永嘉县桥下镇梅岙村安平家园 B 幢 104
室、105 室
邮政编码：
325107 电话：
0577-67265875
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
2021 年 01 月 12 日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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