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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时期的一天，吕洞宾告别师

父钟离权，带着三只五彩的凤凰，一只乘

坐，二只护卫，来到天台山，住在桐柏大瀑

布旁边的福圣观隐修。

福圣观的西北面山坡上有一个深不见

底的洞穴，当地百姓说它直通东海龙王的

龙宫，名叫“海眼”。在那“海眼”四周的山

坡上长满郁郁葱葱的艾草，这些艾草是东

晋时期葛洪种植的，因为得到海雾的熏陶，

一棵棵长得又高又粗，香气扑鼻。所以，百

姓们都叫它“海艾”。

吕洞宾是个好心肠的神仙，知道“海

艾”可以祛湿散寒，止血止痛，健胃强身的

功效。于是，就在福圣观中筑起丹灶，蒸制

“艾露”，为当地百姓治病，真的是治一个，

好一个，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

吕洞宾又是一个爱云游的神仙，深深

喜爱天台山的风景，隐修制药之余，每逢三

六九日，都要骑着凤凰到各处云游。

这一天，正是农历六月初六。俗话说，

“六月六，狗洗浴”，天气又闷又热。吕洞宾

骑着凤凰来到东横山脚下的始丰溪畔。这

里有个船埠头，百姓们在这里来来往往，货

物在这里上上下下，很是繁华热闹。吕洞宾

化为一个渔翁，坐在一株大柳树下观看。

吕洞宾放眼望去，一只渡船正从对面

“隔水江”渡口向这边驶来，船上载着 10

多个男女老少。船越来越近，快到岸边了，

突然听见一阵“嗡嗡嗡”的响声。只见一群

蚊蝇，不知有几千万只，黑压压地扑了过

来，乌云一样叮在船上的人们身上。船上众

人连忙用手拍打，可是怎么打都驱赶不了

这群蚊蝇。一个个被叮得又痒又痛。

看见这个情景，吕洞宾伸手折下一根

柳枝，站了起来，朝蚊蝇挥打。蚊蝇轰地飞

走了。

可是，正当他坐下来，那群蚊蝇又飞了

回来。就这样，他赶一阵，蚊蝇飞一阵。刚坐

下，又飞了回来。

这时，一个 40多岁的中年渡客，跳进

水中，游上岸来。

吕洞宾问：“这群蚊蝇是从哪里来

的？”

中年渡客说：“前天傍晚，我们正在乘

凉，忽然听见一阵雷鸣般的响声，起来一

看，只见一群蚊蝇乌云一样压了过来。弄得

我们白天不能干活，晚上无法睡觉。你看，

现在连路都走不成啦。”

吕洞宾听了，心里火啦。这群蚊蝇如此

可恶，竟然弄得民不聊生。自己枉有一身移

山倒海的本领，却对付不了这小小的蚊蝇，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想罢，把手一招，那三只凤凰呼地飞了

过来。

吕洞宾说：“凤兮，凤兮，快去海眼，

采摘艾草，解救众人。”

话音刚落，吕洞宾骑上凤凰，直朝桐

柏山飞去。

凤凰飞呀飞呀，立刻来到桐柏山的

“海眼”旁边。

吕洞宾伸手采来一株艾草，歇也没

歇，飞了回来。不一会，便回到东横山脚

下那个渡口。

吕洞宾下了凤凰，只见那群蚊蝇还

在叮咬船上众人。吕洞宾把手中的艾草

朝空中一抛。哈，真神！那艾草一变二，二

变四，落地生根，始丰溪畔到处都长满郁郁

葱葱的艾草。浓浓的艾草香味在溪水之上

弥漫。那群蚊蝇一闻到这股艾草味，一只只

双翅脱落，掉进溪水里面，成了鱼儿的食

物。渡船上的人们得救了。

看到这个情景，吕洞宾乐得哈哈大笑。

正在笑着，忽然听见凤凰惊叫了一声。啊

呀！只见三只凤凰在柳树下拍了两下翅膀，

双脚一伸，死了！

吕洞宾掐指一算，知道凤凰是因为

急着采艾草，劳累过度，因为热毒而死，

也是劫数如此，无可挽回。于是，把手一

指，嘴里念声：“凤兮，凤兮，莫挂莫念；

且将溪畔，当作故里。”话音刚下，那三

只凤凰呼呼地变大了起来，瞬间化为三

座小山，那遍身的羽毛都变成了密密麻

麻的艾草。

这三座小山，后人就叫它 “凤凰

山”，现在还在天台县城东边 15里的地

方，那山上留下一个吕洞宾的掌印，山脚

下有个吕洞宾的钓台和吕洞宾上岸的

“吕道岸”呢。

过了没几天，那些艾草竟然从山上长

到溪畔，几十里长的溪边都是艾草。直到

今天，那地方夏日蚊蝇不入，所产的艾草

入药最佳。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纷纷迁

居到那里，逐渐演变成了两个村庄，一个

是为了纪念凤凰，叫“凤林”。另一个是形

容人们居住在这里又安全，又稳固，叫

“安固”。

凤凰山
在县东 15里，六都。志要云，山

形似凤者三，故其地亦名凤林。崖上

有仙人掌迹，甚巨。南有钓台及吕洞

宾所游之地，名为吕道岸。其地夏日

蚊蝇不入，所产艾草入药最佳。

———明·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二

图为天台山海艾基地 ，浙江艾元臻妙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图为凤凰山

图为桐柏山一角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步做好“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解决

好广大群众反映最突出、最强烈、最集中

的问题，使改革更接地气、更合民意、更

有成效，天台县行政审批局决定从即日

起，在全县开展“我为‘最多跑一次’改

革献一计”活动，具体公告如下：

一、征集日期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

二、征集内容

以省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精神为

导向，紧密结合天台实际，围绕推动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提升服务

水平、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如何

推动乡镇（街道）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

设等“最多跑一次”改革相关内容。

三、征集方式及结果运用

1.建议内容要求“一事一议”，简要

提出当前“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现状和

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解决方

案和措施。

2.请在投稿中注明姓名、地址、工作

单位、职务和联系方式。

3. 县行政审批局将对意见建议进行

梳理，邀请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等人

员进行评选，遴选优秀建议。设立一、二、

三等奖，对建议单位或个人颁发荣誉证

书，给予一定的奖励。

所提建议请以邮寄信件或发送电子

邮件的形式提交。

信函请寄至天台县行政审批局综合

业务科。

地址：天台县行政审批局（天元东

街 99号）综合业务科

邮编：317200 电话：83170626

电子邮箱：tt83902@163.com

微信公众号：ttxzspj (下方可扫码关

注“天台县行政审批局官方公众号”)

信封或邮件主题请注明 “‘最多跑

一次’改革建议”字样。

诚邀各界人士积极为 “最多跑一

次”改革事业建言献策，共建名县美城。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

2017年 11 月 14日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

关于开展“我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献一计”活动征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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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阅读指数：★★★★★

编辑推荐：一切都是数据处理。如果把每个

人都想象成一个处理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信息交流，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

数据处理系统。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给这个

系统增加效率的历史。

从人类如何胜出，到人类的未来命运。

生命本身就是数据处理，算法将战胜自由意

志！2017烧脑奇书，颠覆认知，刷新你的世界

观，错过这本书的人将错过未来。

《卫报》《泰晤士报》 年度推荐图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盛赞。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青年怪才，全球

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

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

国际畅销书《人类简史》。其作品《未来简

史》，以宏大视角审视人类未来的终极命

运，一经出版就在全球掀起一股风潮，引起

广泛关注。

《未来简史》

书
海
泛
舟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作者:刘震云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阅读指数：★★★★★

编辑推荐：《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当代著名作
家刘震云睽违五年的现实主义力作，堪称百万

级畅销书《我不是潘金莲》的姊妹篇。刘震云

称：“知识分子要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民族的未

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他探照民族命

运的反思之作。老辣之笔剖析吃瓜本质，慈悲之

心探寻荒诞底线。在全民吃瓜的年代，我们都是

熟悉的陌生人，既是参与者，又是看客。刘震云

以极为精妙的故事架构、文字张力，描摹出“吃

瓜时代”的众生相。

刘震云，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

授，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

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手机》《我叫

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中短篇小说《单

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其作品被

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

多次获奖。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国内外

多次获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闲
闲
书
话

在 11月 10日举行的 2017天台

山和合文化论坛上，一本封面装帧雅

致的《和合文化读本》广受欢迎，200

多本书在报到当天被与会人员自愿

取阅一空。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近年来，关于和合文化的研究论

述与各种著作层出不穷，但大都着眼

于宏观研究，从哲学层面分析，具有

较强的理论性与学术性，主要读者对

象多为文化研究者。而可以提供给一

般读者如机关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

以及学生等较为通俗易懂的和合人

文读物不多，为此，我县学者张密珍、

徐永恩将这个课题作为研究重点，着

手编写读本，并被浙江省社科联立项

为社科普及重点课题，此书即为该课

题研究成果。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纵向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

发展的全过程，横摄于各个时代各家

各派的思想中，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

完善、最具生命力的精髓之一。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因此，解读与诠释和合

文化，发挥和合精神的导向作用与凝

聚力量的纽带作用，对于培育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道德教育、

提高民众素质，引导广大民众激发正

能量，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受和合文化滋养的台州是

“和合二圣”的诞生地，也是和合文

化的主要发祥地与传播地，和合文化

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千百年来

以天台山为代表的台州人文精神得

以长足发展与极大丰富，如佛教天台

宗、道教南宗以及义利并重、四民皆

本的儒家文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不

同层面体现了“务实兼容、贵和尚

中、圆融相生”的和合思想，并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

着社会风气。今天的天台，正大步迈

向产业和兴、环境和美、社会和谐的

“名县美城”，而“名县美城”建设，

离不开和合文化的支撑。

读本结合台州和合文化的资源

与发展实践，广泛参考了典籍文献以

及专家学者关于和合文化的理论阐

释，根据张立文先生提出的“融突

论”的和合理念，分别从人的身心和

合、人际和合、人与社会和合、人与自

然和合、多元文化融合五个维度，对

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与精神要义进

行阐释与解读。

读本编著者具有丰富的历史人

文知识学养，编写中精心选择相关

的典故、传说、经典事例、人物故事、

诗词与民间习俗等，采用通俗叙事

方法，把对和合文化的理解转移到

文化具象上如人物、故事、诗文等，

围绕主题由浅入深、雅俗相谐，加以

适当阐释与解读。全书语言通俗易

懂，事例典型生动，富有哲学思想内

涵，为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体验和

深入心灵的文化感受，是值得我们

重温优秀传统文化与经典名言的好

载体。

该书得到 “和合学” 创立

者———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的

肯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曾传辉先

生在本次论坛上作了重点推介。在

研讨交流中，有关学者与领导表示，

《和合文化读本》是很好的基础研

究成果，契合当下民众对于和合文

化的认知需求。该书所体现的思想

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对于增进

干部群众乃至学生对和合文化的基

本理念、主要精神的认识，促进和合

精神融入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

设，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向

心力等都有极大意义。

早在陈隋时期，身为国师的智

者大师，从金陵率徒来到风景秀丽

的天台山，隐居讲学，并修止观，首

创了佛道儒三教圆融的天台宗。由

于教理完美而深邃，引起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发展到唐代，传到日

本，被尊为“天台学”。天台学有着

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乃至世界

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天台学的理论学说具有独创

性，吸取了当时中外各义学理论，不

断完善自己，才得以形成。首先是对

印度龙树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次

是对南北朝佛、道、儒理论的融摄，

最后是新的发挥创造。

近日，由中国名山名寺名观文

化研究委员会参与筹备，县文广新

局和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

《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该丛书共 15种，包括《中华天

台学通史》《天台三大部选萃》《天

台学研究》《天台学与净土思想》

《天台修持与台密探索》《天台九

祖传译注》等等。丛书由中国佛协

会长释学诚、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

委员黄心川、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

委员杨曾文任顾问，邀请国内各大

院校天台学专家教授参与撰写。丛

书共分三集，每集五本。

现出版第一集共五本书，分别

为《中华天台学通史》《天台修持

与台密探索》《天台学与净土思

想》《天台学研究》《宋代天台佛教

思想研究》。

其中《天台修持与台密探索》，

由华夏天台学研究中心主任、天台

山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副会长朱封

鳌所著。全书共分“天台修持”和

“台密探索”两篇。“天台修持”，分

法华实相的真实妙用、天台止观修

持简释、历别六妙门略析、四种三昧

阐释、天台忏法修持、止观与治病、

清净简朴与宁静、延寿《宗镜录》之

天台修持思想。“台密探索”，分台

密史略考、台密的主要修持仪轨等。

《中华天台学通史》由朱封鳌

和韦彦铎合著，共七章。第一章，

《法华经》的传入及法华经学的形

成；第二章，天台学的源流及其创

立；第三章，章安灌顶与初唐天台

学；第四章，天台学的盛大时期；第

五章，两宋天台学对禅净的融摄；第

六章，元明清天台学的沉浮；第七

章，近现代天台学的复兴。

中国佛协会长释学诚、中国社

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中国社

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为该丛书

作序，给予高度评价。释学诚认为这

套丛书既有天台学的原始典籍，又

有天台学的发展情况介绍，内容全

面，简明易懂。黄心川认为，只要学

者们重视，不断研究，天台学的内容

将更加丰富，最终必将成为一门国

际显学，蜚声学界。杨曾文认为丛书

以佛学天台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

了天台宗与儒道人文以及天台山自

然景观方面的内容，三者有机结合，

充分显示了天台学博大精深的特

色。该书的出版对挖掘和开发天台

山历史文化资源，推进天台山文化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和合文化读本》

作者:张密珍徐永恩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让和合文化到群众中去
———台州首本《和合文化读本》出版

■ 陈翥

天台学研究出“新果”
《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第一集问世

■陈 翥

《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第一集）》

主编:释月净朱封鳌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