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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很多老人都知道旧时的京城流

行这样一句话：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

花。说的是两个寺庙分别种养的牡丹和荷花

远近闻名，惹人观赏。其中，这里所说的嘉兴

寺是老北京八大古刹之一，在清朝嘉庆年间，

该寺的元宝和尚来到长春伊通河畔，建下了

长春第一座寺院建筑——万寿寺。

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便留下了很多关于

元宝和尚和万寿寺的传说。如今，曾毁于“文

革”时期的万寿寺得以恢复重建。这座曾是

为了乾隆皇帝祈寿，并有着“长春之源”之称

的寺院，又有哪些旧忆与新说，背后又有怎样

的故事呢？

建寺来由的传说建寺来由的传说

时光回溯至乾隆十九年。

这年，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盛京谒陵祭

祖，途经吉林驻跸吉林将军行署，上温德亨山

望祭、殿祭长白山神。一天夜晚，乾隆在睡梦

中被一只七色大鸟引领着，沿着一条宽阔的河

流一路若行若飞，所经之处蓝天碧水山花烂

漫，一会儿群鹿与其追逐、一会儿群鸟与其竞

翔，如此美景，让乾隆心旷神怡。忽然，大鸟停

了下来，盘旋于一座寺庙的上空。乾隆定神望

去，不觉眼前一亮。只见：寺庙后峰峦重叠、林

木幽秀；寺庙前碧波荡漾、绿带缠绕；寺庙东河

水涓涓、小舟泛泛；寺庙西乡陌蜿蜒、村落片

片。最耀眼夺目的是，山间一股清泉拔地升

空、水花四溅，在阳光与水的交映中恰似一条

活生生晶莹剔透、跃跃欲飞的白龙……

乾隆甚是欢喜，举步便向寺庙走去，可怎

么也走不动、进不去，情急之下醒来，方知是

一个美丽的梦。万寿寺的建立，便缘于这场

梦境。

这又与元宝和尚何干呢？

相传，乾隆年间，北京嘉兴寺内来了一个

身具佛缘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以后的元宝

和尚。步入晚年的乾隆帝为了祖宗留下的江

山社稷万代传承，也为了自己万寿无疆，便在

嘉兴寺大师的推荐下选元宝和尚为自己的替

僧，替自己虔诚向佛，祈福祈寿。

至于“元宝”法号的由来，有一个有趣的

传说。一次，元宝和尚撞钟后从台阶上滚落

下来，他弯腰驼背很像阿拉伯数字里的“3”。

恰巧，乾隆从后面走来看到，喝彩不迭：“好个

元宝！”

“元宝”闻声急中生智，就地打滚180度，

顺势叩头高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谢主

隆恩！谢万岁赐名！”乾隆帝被他既狼狈又滑

稽的动作逗得开怀大笑，从此“元宝”这个法

号便叫开并流传下来。

随着时光流逝，已过暮年的乾隆越发对

自己中年东巡时的梦境难以释怀。一天，他

把梦里的景象讲给了自己的替僧元宝和尚

听，元宝和尚听后自言自语：“前有照，后有

靠，东有流水，西有道，这是风水宝地呀！”

元宝和尚是大智慧者，他非常明白乾隆

帝的心意，便带着自己的徒弟沿着当年乾隆

帝东巡的路线开始寻找这“梦”起之地。功夫

不负有心人，元宝和尚几经周折，终于在距吉

林小白山200余里的伊通河畔小城子找到了

这块风水宝地。嘉庆二年，元宝和尚带着乾

隆帝御笔题词“惠我无疆”的匾额来到了伊通

河畔的小城子，开始督建寺庙，并领悟乾隆之

意，取名万寿寺。

在现有的关于万寿寺的记载中，混杂着

另一些传说，多认为元宝和尚是清嘉庆摄政

王的“替僧”。主要原因是万寿寺正殿所挂牌

匾“惠我无疆”四字被传为某摄政王所书，民

间多认可此种说法。

但是，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方志馆管理

处处长孙彦平却通过考证，给出了不同的看

法。孙彦平说，元宝和尚并不是摄政王的“替

僧”，因为那时虽然嘉庆已经继位，但乾隆还

活着，且在正史中已经明确被认定是太上皇

了。乾隆总揽朝政，根本就并不存在什么摄

政王，元宝和尚又怎么能是他的“替僧”呢？

从过往一些情况看，“替僧”建寺一般都

是替“身主”祈福祈寿，并按照“身主”的身份

和意愿为寺院命名。假如元宝和尚真是嘉庆

时某一位摄政王的“替僧”，为某一位摄政王

祈福祈寿，他建的寺院是不应该叫、也不敢叫

“万寿寺”的，因为“万寿”二字只有皇帝可以

使用。

在当时，总揽朝政的人是乾隆，别说没有

摄政王的存在，即便有的话，又有哪个摄政王

敢明目张胆地让“替僧”为自己建一个叫“万

寿寺”的寺庙？由此猜想，元宝和尚是嘉庆朝

太上皇乾隆的“替僧”，建寺的目的是为乾隆

祈寿。理由如下——

“北京嘉兴寺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寺院，建

于明朝，清康熙朝重修，在乾隆朝时期住持曾

受过乾隆的皇封，属皇封寺院。”孙彦平说，皇

封的寺院为乾隆皇帝安排个“替僧”以代替皇

帝修行是有可能的。后来这个“替僧”建寺替

乾隆皇帝祈寿，并将所建的寺院名为“万寿

寺”也是应该的。

那么，能题匾“惠我无疆”的“身主”又是谁

呢？一定是皇帝。将万寿寺的寺名和匾额上

的题词连起来一看就更加清楚，连起来之后就

是颂祝皇帝的那句话：“万寿无疆”，进而便完

全可以确定元宝和尚是乾隆的“替僧”，为乾隆

祈寿创建了万寿寺，“惠我无疆”的匾也理所当

然是乾隆所题。问题是建寺题字一事在当时

秘而不宣，并假托子虚乌有的“摄政王”之名打

马虎眼的原因是什么，现已无从知晓。

因为有了万寿寺的缘起，长春这座城市

的历史变得更加的绚丽多彩、回味悠长。

为何被称为为何被称为““长春之源长春之源””

回看万寿寺的建寺时间，是清嘉庆二年,

即1797年。寺庙所在地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

辅国公领地，尽管有汉民不断涌入该地开垦

农耕，也形成了一定的村落，但仍属僻远之

地。为乾隆建寺庙，除传说外，究竟为何选择

了这样一个地方，而且还是在蒙古王公的封

地上呢？

孙彦平认为，这与当时郭前旗蒙古王公

恭格拉布坦私召“流民”垦种而欲要逃避朝廷

的处罚有关。因为从乾隆三十几年起，恭格

拉布坦就已私召“流民”越过柳条边垦种，到

乾隆末年已经公开化。私召“流民”越边开垦

是清代的大罪，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惩罚？

讨好皇帝从而得到宽恕应是聪明的办法。因

此，恭格拉布坦拿出自己的封地，投乾隆皇帝

所好，邀乾隆太上皇的“替僧”来此建寺为乾

隆祈寿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而且，从后来的事实看，在万寿寺建成的

第二年（1800年），恭格拉布坦私召“流民”垦

种的行为就得到皇帝的宽恕，皇帝批准在这

里设立长春厅。长春厅在职能上只管理民人

事务，“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

地租仍由蒙旗自行收取，长春厅署协助。由

此可见，乾隆已将蒙古王公收租外来“流民”

垦种都通过设治而合法化了，并且后来又一

次次地默许蒙古王公在自己的属地招“流民”

垦种，允许其扩大租地范围。

当时，驻在此地的蒙古王公听说皇帝的

替僧元宝和尚来了，心中暗喜：“自己因开疆

拓土，接纳流放之人而触犯律法，日夜惶恐。

皇帝的红人来了，何不投其所好，兴许还可绝

处逢生。”于是，他出地、筹款、找缘分，帮助元

宝和尚盖起了万寿寺。

建成后的万寿寺规模宏大，总体上分为

前殿7间（即马殿），中间12间为正殿，后殿5

间。寺里有东西两廊，左右还有两个跨院。

东跨院住着僧众，西跨院建成时空着没有

用。后来，因为当年该地没有学校，也没有衙

门，市场管理部门就更没有了，万寿寺便承担

了这些职能，在西跨院成立了学校，安排主事

和尚调解民间纠纷，还为雇工确定工钱标准

等。

在万寿寺的殿前有钟楼、鼓楼各一间。

前殿靠右侧还有一个化纸炉和一个长方形的

石桌。可能是鉴于当地的人多来自外省，信

奉的神佛也不同，万寿寺里不但供着玉帝、释

迦牟尼、娘娘的塑像，还供着关羽。此外，万

寿寺还设有功德堂、狐仙堂等。中间正殿上

方悬挂的黑漆金字牌匾上写着“惠我无疆”。

院内四周遍植草木，环境清幽。史料记载，万

寿寺建成后香火极盛，僧人最多时有50余名，

四面八方的信徒争相来做佛事，小城子一带

也比之前更为繁华。

孙彦平说，他曾经到小城子考察，访问过

炮手屯的一位年近九旬的吕姓老者，老人讲

起元宝和尚的许多掌故。如果不是因为建万

寿寺而得到皇帝的欢心和默许，一个普通的

和尚怎敢参与私放“蒙荒”这有违国法的事情

呢？有乾隆皇帝“替僧”这样一个身份，在情

理上就讲得通了。

据载，当地开发时地广人稀，居民和“流

民”一直将小城子叫“宽城子”（因为小城子古

城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50米），蒙语为

“乌浩特”，意为“又宽又长的城子”，这就是长

春旧称“宽城子”的由来。后来小城子周围得

到发展，特别是小城子以南发展更快。1825

年，长春厅治北移至小城子南十里处一个较

大的居民点内，也就是今天长春市内的三、四

道街一带，并于 1865年又在那里修了长春

城。因为新城也恰好“东西广于南北”，符合

“宽城子”之名，渐渐地，人们便将泛称的“宽

城子”地名固定在新修的长春城上，成为长春

城的城名，同时原属于小城子的“宽城子”的

名字逐渐湮没，而改称为小城子。

也就是说，“宽城子”之名早已从小城子

转移到长春城上了，但此“宽城子”已非彼“宽

城子”，故此有“先有小城子，后有宽城子”的

说法，也由此可见万寿寺建立之早，与这块土

地渊源之深。

如今，寺庙真切，传说却已远去，好在有

很多人仍在追寻它所带来的文化记忆。

重启北国春城尘封的记忆重启北国春城尘封的记忆

万寿寺，承载了太过厚重的历史。岁月

沧桑，它经历了长春太多的变迁：从清王朝的

“龙兴之地”，到伪满洲国的“新京”，再到如今

的现代化大都市。

200年后的2007年，在“文革”期间被毁的

万寿寺开始恢复重建，2011年在伊通河下游

东岸的奋进乡隆西村异地迁建。复建的万寿

寺中轴线与长春的人民大街平行，面朝长春

市的母亲河——伊通河水系。所处的位置，

象征着长春人对这座城市源头的记忆。

2014年9月21日暨农历八月二十八，历

时4年的长春万寿寺复建工程终于功德圆满，

在大雄宝殿隆重地举行了“长春万寿寺全堂

佛像开光，上圆下山长老荣膺万寿寺法主，照

睿大和尚荣升方丈”庆典。盛典规模宏大，庄

严肃穆，别具匠心。

饱经风霜，历经磨难的万寿寺从此掀开

了新的历史篇章。

复建的万寿寺位于“东北亚黄金纽带文

化园”的核心位置。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

初曾提出过在东北建立中韩日佛教文化友好

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根据赵朴初的构想，

以万寿寺的重建为缘起，东北亚文化园应运

而生。万寿寺作为文化园的核心，履行着宗

教功能；文化园则作为寺院文化、社会功能的

扩展。

复建的万寿寺占地面积5.17万平方米，

建筑近3万余平方米，按照清朝建筑风格设

计，气势恢宏，雄伟壮观，处处彰显当年皇家

寺院的风度与气势。万寿寺以南北中轴线为

中心，万寿寺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

经楼均处于中轴线之上，东侧建有钟楼、客

堂、观音殿、文殊殿、东方三圣殿和伽蓝殿；西

侧建有鼓楼、流通处、地藏殿、普贤殿、西方三

圣殿、祖师殿；这种南北纵深，前后呼应，两边

对称的布局整体严谨，气韵生动，平和宁静。

万寿寺的迎宾门在寺院的东南方向不远

处，进了迎宾门就是长约200米笔直平坦宽阔

的礼佛大道，这里设计新颖，造型独特，雕琢

精细的礼佛文化柱矗立在大道两侧，就好像

是在告诉人们已经进入佛教圣境。在礼佛大

道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南边的佑国塔，其外表

的秀美和内在的灵气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塔

内供奉了一尊高15米的阴沉乌木宝瓶观音，

是由距今5700多年的乌木精雕细琢制成的，

堪为佛门珍宝。

经过礼佛大道，便来到了万寿广场，向南

望，北湖近在咫尺。湖水如镜，人船出没，蓝

天白云美不胜收。天人合一的秀丽景色与万

寿寺的雄伟壮观相辅相成。

背南朝北，直面山门殿。门前两尊石狮

威风八面，生气勃勃。山门上方由当代佛门

泰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上传下印长老亲笔

题写的“万寿寺”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进了

山门，可以看到山门内供奉寺院的守护神密

迹金刚，接下来是天王殿，殿内有四大天王的

塑像，宝相庄严 。

从天王殿向北，穿过广场，就是最引人关

注的万寿寺最高大建筑——大雄宝殿，建在

两层台基之上，灰墙黄瓦，重椽飞檐，雕梁画

栋，宏伟壮阔，气度不凡。乾隆皇帝御笔钦赐

的牌匾高高地悬挂在大殿正上方。“惠我无

疆”4个金色大字浑厚雄健，令人叹为观止。

端坐在大殿中央的三座大佛高达12米，纯铜

制作，外表贴金，凝重慈祥地注视着前来参拜

的众生。大殿两侧的十八罗汉塑像姿态各

异，表情丰富，活灵活现，呼之欲动。佛像后

面是一幅大型海岛观音三维立体壁画。画中

的人物栩栩如生，山水层次分明。壁画做工

之精细，画面之美丽，内容之丰富，在佛教寺

院中首屈一指，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

价值。

寺院的最北端是藏经楼，庄严肃穆，是学

习参详佛法的不二圣地。藏经楼一楼法堂可

容纳3000人，供各地方法师来寺讲法；藏经楼

二楼有百万经文永俸藏经阁，各种版本的经

书种类齐全，并建有影音馆及经文图书阅览

室。万寿寺当代中兴和尚照睿大和尚所倡导

的“百万经文竹制雕刻经文”永久供奉在藏经

阁内；藏经楼三楼是由居士发起的“万人共建

万寿寺”活动的佛像供奉之所在。

寺院里，到处树木葱葱，芳草青青，香烟缭

绕，钟声悠扬，鼓鸣清澈，一片和谐景象……

如今，经过岁月洗礼，重新屹立于长春的

万寿寺，和以其为核心的东北亚黄金纽带文

化园，已然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佛教文化殿

堂。它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礼佛行愿、沟通

心灵、休闲游园、友好互助”的佛教文化胜地，

同时也以佛教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为依

托，搭建起联系东北亚人民友谊的桥梁，并以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东北地区乃

至泛东北亚地区的文化辐射源。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参考资料：《长春市志·宗教志》《长春市

宽城区志》《宽城史话（二）》《穿越历史的眼：

长春佛教溯源》等。

本版资料由孙彦平提供。孙彦平，男，

1956年生。长春地方历史专家，原长春市地

方志编委会总编室主任、长春市方志馆管理

处处长（即馆长），现任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

事长，参与编纂或审查上百部长春地方志书

或史书，著有《百业源流》《知青岁月》《<盛京

时报>长春地方资料》等专著，主编或与人合

编《毋忘国耻》《长春邮政史》《吉林省集邮史》

《长春史话》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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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亚东 范英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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