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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五十年》（2000年版）大事
记载：1972年1月25日，东沟公社化
工厂推广试制西玛津除草剂成功。
1976 年 1 月 15 日，晋东南地区化学
工业研究所在本县东沟化工厂成
立。笔者有幸亲历了这两件大事。
虽然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记
忆犹新，往事如昨。

三请奇才魏用生

东沟化工厂从它的建厂到试制
成功西玛津除草剂、晋东南地区化
学工业研究所的成立，都离不开领
军人物——魏用生（我们称魏老
师）。

魏用生，河南省林州市（林县）
人，青海大学化工系毕业。1963 年
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他毕
业回乡正赶上林县红旗渠工程建
设。当年工程建设最紧缺的是雷
管、炸药火工产品。他充分发挥自
己所学，土法上马研制出了雷管、炸
药，解决了红旗渠工程建设的燃眉
之急，成为当年林县知名人物。

1968 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
动中，晋城县上马了涉及下村、东
沟、川底三公社，全长40华里的“长
河东干渠”工程。其中 三分之二工
程在东沟境内。该工程重点是需建
土坝、打涵洞、砌石渠，施工中遇到
最大困难是雷管、炸药等火工品严
重缺乏。1969 年，时任东沟公社党
委核心小组书记李广义在派人到外
地购买火工产品时获悉，河南林县
有一位叫魏用生的化工学院毕业的
高才生，会制造雷管、炸药，因派性
被下放到工地劳动。李书记立即拍
板，他们不用咱用。请来给咱制造
雷管、炸药。他亲自带着裴志学、潘
山虎、徐山应等东沟工程指挥部相
关人员三到林县几经周折，用耐心
和真诚说通了魏用生老师举家搬迁
到东沟办厂制造雷管、炸药。

魏老师果然不负众望。他到东
沟就在工程指挥部驻扎的贺坡村南
一个破庙里，抽调了周光善、刘究
替、原社会等九名有一定文化程度，
且表现优秀的民工以干代训研制生
产开了雷管、炸药。没有厂房，就在
破庙和古舞台下的过道作厂房；没
有配料罐，就用农户家的大水缸；没
有玻璃器皿就用锅碗瓢盆代替……
仅仅三个月就研制出了雷管、炸药，
经实地试用完全得到了正规厂家生
产标准。在县水利局的大力支持下
很快进入了批量生产，不仅满足了
东沟公社水利工程建设使用，而且
还有力地支援了当年拴驴泉、梯底、
沁灌、郭壁等县水利重点工程建设
对火工产品的需求。

逆境试制除草剂

魏用生老师是一个勇于探索，
不断追求创新的人。他作为科技工
作者，时刻关注世界科学发展的大
潮流，不断引入其它领域的新技术、
新方法，大胆探索创新事业。1970
年，东沟公社抓往晋城“五小工业”
兴起的机遇，在县工业局、水利局的
支持下，按照火工生产安全标准，在
本公社河底村叫泉源沟的地方正式
建起了以生产雷管、炸药等火工产
品为主的化工厂之后，魏老师用自
己在大学所学的知识，瞄准了西玛
津除草剂的研制。

但在四十多年前“文革”动乱时
期，一个小小的仅有百余人的社办
厂要攻关在国内仅有少数科研单位
研究探索的科技项目谈何容易。它
不仅来自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而
且还有技术、经济上的压力和农村
大队干部、群众的认知压力。对大
多数老百姓来说种地除草用药不用
人工是“天方夜谭”。“一点点白面面
能让草死苗活，打死也不相信”。

认准的理儿就干，并超然物外
殚精竭虑地去执著追求。这就是魏
老师的个性。那时国内有关西玛津
的资料少之又少。他和副厂长赵艮
太、王建中以及张文明、周光善等团
队骨干大海捞针般地从国内外的各
种科技报刊中搜罗有关西玛津除草
剂的基本资料。

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用冷
水简单洗刷一下，转头埋入小山似
的资料中。

上午、下午上班时间，他不是在
西玛津研制车间、化验室，就是在机
修车间与工人们滚爬在一起解决遇
到的一个个难题。

晚上工人们累了一天都休息
了，他却把自己关进办公室一熬就
是大半夜。总结当日研制过程中经
验和教训；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
核准研制西玛津中的大量相关数
据；设计明天的研制思路。

研制需用加拌器、球磨机、离心
机，没有资金购买他就与工人一道
自力更生土法制造。反应器没有冷
冻机，就想法用冰块冷动代替。反
应釜没有分离器，就靠工人手工分
流。研制西玛津主要原材料一乙胺
市场稀缺，价格昂贵。就实施同步
走战略采用成本较底、适宜大型生
产的“醇.胺化法”自行研制生产……

特别是在一乙胺研制的关键时
刻，魏老师因积劳成疾患急性肝炎，
但他仍打着点滴坚持在第一线，四
十天没睡一个囫囵觉。每天仅休息
四、五个小时，有时只有三个小时。
只到一乙胺研制成功，产品经相关

技术部门鉴定合格，他才住医院治
疗。时任山西日报驻晋东南记者站
汤发奎主任被他的事迹深深感动，
称他为工业战线上的焦裕禄。在

《山西日报》发通讯，给予宣传报道。
1972 年 1 月 25 日，在魏用生老

师与工人们克服一道道技术难关，
经受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终于研
制出了西玛津除草剂，并由原晋东
南地区农科所牵头，在原晋东南地
区所辖的晋城、阳城、长治、平顺、屯
留以及河南的林县、安阳、内乡等八
个县、市的十二个公社、四十多个大
队，共计四百余亩土地上对玉米、高
梁、谷子、小麦、棉花、水稻、苗圃、果
园等九个作物品种，与“进口”的草
达津、利谷隆、扑草净等九种除草剂
作了应用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西玛
津质量合乎产品标准要求，在玉米、
高梁、果园、苗圃施用，杀草效果达
90%以上，且有抗旱增产效果。

1972年12月25日《山西科技动
态》给予了通报。至此，西玛津完成
了中间试验，进入批量生产，在全省
逐渐达到推广。

美国友人韩丁先生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曾担任联合国粮食组
织中国项目专家和中国农业部顾
问。在此期间，他多次到中国，到长
治张庄他的“第二故乡”考察指导农
业。一次在晋东南地委为他举行的
招待会上，韩丁先生介绍他的农场
实施机械化操作、施用化学农药除
草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时，时任地委
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王景生插言说，
我们晋东南老区也正在向现代化农
业方向发展。咱晋城有个叫东沟化
工厂的小小社办企业就生产出了除
草剂，并在全省推广应用。王景生
书记对东沟化工厂的一番介绍，令
韩丁先生十分惊羡。

“东化精神”永在

1976 年 1 月 15 日，晋东南地区
化学工业研究所在东沟化工厂成
立。魏用生老师任所长。

“文革”动乱结束至改革开放初
期，是东沟化工厂发展的辉煌时
期。西玛津除草剂畅销全国二十多
个省、市自治区，并在北京故宫成功
施用，一乙胺产品除本厂生产西玛
津使用外，还销往黑龙江、武汉等
化工企业。吉林化工研究所派专
家、技术人员驻厂学习生产一乙胺
工艺技术。同时，本厂还与相关部
门共同研制开发了防冰雹弹、人工
降雨、谷子间苗机等为农业生产服
务项目。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东
沟化工厂因国家对火工品的管治，
生产雷管、炸药等火工品被依法关

闭。随着农村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
改革，以农户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对化
肥农药的增产作用需要有一个认识
过程，致使该厂生产的西玛津出现滞
销。特别是魏用生老师不幸英年早
逝，从此东沟化工厂遭遇了滑铁卢。
随后虽采取一分二厂，又二厂合一的
体制改革，也曾在机械加工、冶炼铸
造等产业上力求突破，但最终还是走
向破产。

我是 1975 年到化工厂工作的，
在那里工作了七年。那是我学校毕
业走向工作岗位的人生第一站。魏
老师那种从事科学工作所具备的细
致、严谨、较真、执着的素质和勇于探
索，忘我拼搏的敬业精神；他那在逆
境中用超常规的思维方式，总是能激
发团队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和无限憧
憬，焕发出大家的冲天干劲和创造潜
力的领导魅力；他那知人善任，不拘
一格用人才和平易近人、无微不致关
心下属，唯独无我的高尚人格；他那
种求知若渴，废寝忘食，终身学习，永
无止境，不断丰富自己学问和修养的
学风在我的灵魂深处刻下深深烙印，
并影响我的一生，成为自己做人做事
的楷模。

特别是以魏用生老师为代表的
东沟化工厂人形成的既有林县红旗
渠精神，又有太行精神、大庆铁人精
神的“探索创新、自信无畏、团结友
爱、敬业奉献、勇敢乐观”的“东化精
神”，一直激励我锻炼成长，不断取得
进步。

正是“东化精神”感染、激励我们
东沟化工厂人在离厂后的三十多年
里，仍保持着当年那股劲，那种拼命
精神。今天，虽有的成为国家干部、
军官，有的成为科技工作者、教师，有
的成为农村主干，有的成为企业家
……但我们无论是什么职业，无论职
位高低，事业成功大小，而大家情谊
永在，感情似水乳交融，始终互帮互
助。持别是在今天网络信息时代，我
们建立了“东化微信群”，使我们走的
更近更亲。

岁月沧桑，东沟化工厂完成了它
的使命。今天的泉源沟又恢复了昔
日的寂静，复垦了的农田悄无声息迎
来一季又一季万物勃发的春天。仅
留下一乙胺车间的四层残毁小楼，仿
佛在向世人展示着它昔日的辉煌。
世界万事万物，有生必有灭。面对东
沟化工厂的消失，心中总感到它来得
过早过快，一种发自内心的怀念、痛
惜、感慨时时油然而生……

历史是一面镜子。现用有限的
文字仅以此纪念敬爱的魏用生老师，
并希望能给我们亲历者心灵一个慰
藉，给他人一种借鉴和启示，“东化精
神”在我们的后人传承。

东沟化工厂：一个乡企的传奇
赵新图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沟化工厂外景

1972 年《山西科技动态》关于东沟化
工厂西玛津田间试验情况通报

魏用生老师（图中拿话筒者）
在西玛津鉴定会上介绍研制情况

1975年东沟化工厂职工文艺表演

船进港 车到站 退休离岗把家还
天尚好 云已散 夕阳正把黄昏恋
退休后 心放宽 是是非非全看淡
官大小 莫比攀 反正都是靠边站
钱多少 别细算 多活几年就是赚
求康健 除病患 心情舒畅是关键
少饮酒 不抽烟 早早晚晚去锻炼
广场舞 太极拳 坚持经常不间断
静与动 常变换 电视书报适当看
取笔墨 拿纸砚 文房四宝摆上案
炼书法 写自传 书写人生各阶段
说一千 道一万 夕阳红时最灿烂
玩潇洒 寻浪漫 不如围着老婆转
切根葱 剥个蒜 跟着老婆学做饭
不乱走 不乱串 不该看的咱别看
带老婆 四处转 游山玩水重平安
对儿女 少埋怨 遇事多把自己劝
虽有理 不争辩 姑爷媳妇不讨厌
老朋友 想见面 不能见面也无憾
山不转 水在转 总有一天能相见
出远门 要防范 小心上当受欺骗
小便宜 莫去沾 天上不会掉金蛋
不传谣 不杜撰 不给社会添麻烦
跟党走 向前看 初心不改多奉献。

退休后该咋办
张太

出泽州，上南山，二十公里到犁川。
我家住在崔河村，风景秀丽佳话传。
西到临汾有用犁，东有国道下河南。
山清水秀宜居住，地肥水美小江南。
人杰地灵英模多，无辜相投米粮川。
借得长风千万里，太行深处惊雷般。

政委离了干休所，回到山村当村官。
无私奉献搞发展，蜡烛精神广流传。
带领群众修校园，争先捐钱好几万。
筑路兴业忘己病，抢救财产致身残。
致富兴民种桑树，少种玉米多养蚕。
一亩玉米好几百，一年养蚕好几万。
固本强基抓党建，率领支部突难关。
一个党员一面旗，学习先进当模范。
八村联建聚合力，夯实三基促发展。
两学一做常态化，身传严教帮带赶。

我村是个传统村，古庙古阁古井坛。
曲艺古书古文化，古稀一人鳌头占。
上党古书传承人，豪情奔放把风展。

古村新区齐发展，金山银山花果山。
歌声笑声读书声，生动故事讲不完。
树有根来水有源，党的关怀暖人间。
党的甘露润千家，我为崔河开新卷。

我家住在崔河村
崔富堆

清晨，普陀别院的光亮叫醒了
我，并在划拨天地清楚的起初，温暖
着我的身体。光里的声音幻化着神
志，我就与笔会文友们一起下楼准备
走向大宝积塔，要在一种明媚之中寻
找新视听。我们穿过凉爽的舟山慈
航和小径，登上“舟山慈航”的船，行
驶向天、水、山石三位一体的光与影
结合的聚寿山书院。

聚寿山是一部自然美学大书，翻
开绿意盎然的书页，就能看到群山环
绕和亭阁。这里有着五千万年喀斯特
进化过程和沧桑的年轮。历史岁月的
枯荣交替，使神秘、温和又坚定的太行
山形态，呈现北国风味的如画景致。
伸出地平面的断裂状石灰岩山貌和洞
穴、洞窟，共同形成佛国仙境。

悉心体会这片北国山水的内涵，
不是肆意挥洒诗情，而是恰如其分
地，沿着山的纹理、水势的波纹，天之
蓝，山之绿的如清风般地渗透，让文
化的态度与浪漫的温度一起悠然的
而入。使人在天、水、石自然而然的
润笔里，感受到力与美，充盈在宁静
的本真里。

传统文化的船在行进，清风阵
阵入怀，鲜花开出欢喜。青鸟悬飞
而鸣。聚寿山色同天地相结的水墨
画面向天边铺展开来。虽然没有洱
海太阳挂东方的审美笑脸，可思想
的光芒却撒在重峦叠嶂、姿态万千
又蕴藏私密的世界里。人立在梵音
阵阵船头，性心如大海。山峦之
气，包裹而来。聚寿山的无为在左
在右，在上在下，在方亦在圆。任
其物性，顺其自然，我形无定形地
飘向天地相合之处。

景色酷似五台山水，因此亦被
称为“聚敛五福，至身三学。”因孔
子游学被拦车而阻化为岩石，耸立
成山，成为孔子回车遗迹。可我更
相信科学家认为的太行山在多次海
退，山造，海进，沉没的古地理环
境中，已有最少5亿年左右的经过。
不信你看眼前，那些粗糙冷静的悬
崖峭壁好像还留存造山、塑像的远
声，那垂下柔曼如柳枝的钟乳石
上，还残留着远古的音韵。再看那

山，有两山相靠，一水中
分。更有那峥嵘构造，鬼
斧神工又象形地将石雕刻
成心仪的造型。

人在绿树、石峰之间
穿行。错落无致，形态诡
异，或龟或佛的象形，让
人叹为观止。寻美的眼神
焕发出审智的异彩，以梦
幻的变异，渗透在石、水
和 天 色 三 个 要 素 之 间 。
蓝 天 留 白 ， 柔 性 的 山 水
闪 烁 着 思 想 的 波 纹 ， 地
上 的 游 客 与 天 空 的 飞 鸟
遥 相 呼 应 。 浑 然 一 体 的
聚 寿 山 ， 活 灵 活 现 在 光
影 里 伸 展 着 。 笑 声 泛
起 ， 神 情 无 所 不 遍 。 微
风 吹 得 人 发 酥 。 虽 然 人
在 晋 城 ， 可 大 部 分 都 来
自 周 边 省 份 。 在 文 友 们
的 情 怀 里 ， 让 传 统 文 化
的歌声也唱响祖国的山水。快乐
好比春江水——愉悦的能量与山海
的能量一起在释放。聚寿山长满花
草的山水，也愉悦起来，开花般地
吸纳着盛世华夏美妙的音符。

鲜花在感激中怒放，游人也如
浪花飞跃欢呼起来，山连山，江连
江，树连树。在这里，生命就是一
场情理之中的约定。不同的心路，
不同的历练，在笑声飞起的一刹那
间，纵使心底会涌出千差万别的感
受，眼前绿意葱葱的聚寿山，都会
让风地梳理成温暖的风景。

山水重叠的光阴，就这样折射
出流年。而风将生命里的每一次邂
逅，又演变成遥远。客观的实在在
前方引领着我们，想念不停转变的
场景，化身成栩栩如生的象形。山
石、小阁雕附的形状：浮在水面的

舟山慈航，悠闲的鱼儿，直插水中
的奇石等等，都一一显出石骨感的
美来，让人遐想。

在聚寿山的神奇的文学之旅穿
行，其实，就是一次文学与山石互
动的过程。当山石野性的神秘与人
寻美的眼神相接触的一刹那，人的
神经有通电的火花。再当人的情感
情不自禁地被山吸纳，人不但没有
丝毫的倦意，反而有山的力量和被
充盈的气质产生。人看山，看水，
山阅人，静听。动静结合，长短呼
应的聚寿山，就站立在这里，将生
命的痕迹和本谛，通过形、声、像
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方式传导出
来。在传感的神秘气场里，我们才
能感受到喜悦、相生与宁静。

生命与大自然的共鸣，明朗着
情绪。云涌，风动，花香，心动。

衣襟也情绪化地沾上了山的味道。
微风吟咏的节奏随波逐浪，我正在
倾听，来自时光深处的回响。人群
骚动起来。急忙也伸出视角，原
来，最著名的“铁仙观”到了。此
时，照相机、手机一起闪动。铁仙
观位于悬崖峭壁之顶，好像一颗明
珠镶嵌，由一条狭窄的山沟分隔而面
对面站立着的形象住进永恒。其实，
是具有生命，有温度，也有自己的情
感。只要敞开心怀接纳它，就会给你
想要的。

对一般人和当地居民的信仰来
说，香炉烧香表示希望能够同天地，
祖先心灵相通。因此，香炉形象在当
地人民的心目中是很亲切的。

跨千山，长跋涉，我们要寻找的，
就是那些能够照亮内心的东西。文
友对我说，聚寿山已来四次了，可每

次都有一种内心的激动。读书声穿
起了我的期待，我不知道山水里的这
份相遇会是什么?从心海升到脑海零
零散散的词句，就像天上的白云在蓝
天上飘荡。

因为聚寿山群山环抱，有内外相
连的山洞，形象各异的钟乳石，犹入
仙境，到世外生活的感觉。眼前真是
一片隔世的山水。

放眼，聚寿山被群山围得水泄不
通。只有远处山村透着一些世俗的
亮光。山内乾坤，大有‘世外桃源’之
象。传统文化课堂，人圣交流，成了
聚寿山月月上演的文化盛宴。

我们不忘初衷，带着一份对自然
的敬畏，“知其雄，守其雌”地环视四
周，空灵幽闭，湖水清澈见底，人游
其中，如漂在水平如镜的水面，将寂
静恬淡中一些美的要素吸进身体，
让自然之妙在身体里悄悄转化着神
奇。虽然自然之法，使我产生出了
一个想象，让我从相状里跑出来，思
维从调伏的慧觉里慢慢打开，可我
还是不能翻译，天地共同创造的山
水文字。在万般无奈中，只能用“大
美无言，大象无形”来解释。我知
道，玄牝之感，是谓天地根，道之出
口，淡乎其无味。

柳暗花明之后，山水的滋味在身
体里蔓延，我们在槐花幸福的滋润
里，浪漫地爬上山巅。登顶极目远
眺，有登泰山“一览众山小”之感。绿
树环抱的山峦，如画，如棋，又无状之
状，好像仙人无意间散落在大地里生
长的奇花异草，隐隐约约又杳杳冥冥
有真空妙象。人们穿梭其间，构成静
中有动的自然画面。

内心的光明随视野在扩展，自性
显发。感恩
的话语还没
说 出 ，咔 嚓
一声，群山
为证，我们
的形象就被
定格在聚寿
山的明山秀
水之间。

仙 境 聚 寿 山
杨伟明

出郭十里到寺河，寺河河道今已涸。
溯河而上路曲曲，高崖百尺夹两边。
仰视崖头酸枣树，碗口粗细六七棵。
姥姥庭院便在此，原是土窑伴瓦舍。
河道左右有果树，核桃不多红果多。
山花野草秋皆枯，蚱蜢声脆今难得。
松鼠穿行无缘见，鸟语花香待来年。
行行忽到峡口处，宋人刻石河道左。
壁下原有无底坑，今已填平不似前。
有个表弟溺于此，触物生情泪涌泉。
右畔斜对连山石，武周刻石更早些。
再前一弯见画桥，大小两孔很特别。
横桥卧波大孔对，边孔小阁车道过。
桥上画楼整四间，楼连过道通寺院。
桥楼窗户两两对，观景避暑好处所。
桥前数步又一桥，单孔无楼别一格。
前后两桥非一线，一繁一简相错落。
后桥北对碧落寺，南通山下观音阁。
阁依松山今无松，枯松挂月是昔年。
东隅原有核桃树，幼年在此涉大险。
树梢欲採大核桃，失足枯枝打秋千。
此事想来真后怕，若无表兄命归天。
桥东渐高石径斜，寒泉漱玉难再现。
桥北寺院空阔甚，围墙堵死未进过。
曾记寺门俩站神，龇牙咧嘴慑人魄。
几度串亲南连氏，过此跑步闭双眼。
曾记东墙偶有缺，透过荒草石窟见。
披荆破荒近前看，上下左右窟相错。
窟外曾有石雕像，头被窃去身自残。
窟内石雕衣纹美，大都失首太遗憾。
一佛腰接连山石，石刻过程透机关。
少时见此大开眼，自觉眼福真不浅。
今日再游碧落寺，古刹已非旧时颜。
碑碣两百余三四，窟口题记多破残。
所幸古建全恢复，层层上接碧落天。
桥楼过道门开启，我遂雀跃桥楼间。
石窟尽收寺墙内，文物有护得其所。
碑碣虽失有幸存，幸存题记幸可拓。
大唐诗人皇甫曙，大作二首存壁间。
我今拓得至宝在，可谓不虚此行耶。

再游碧落寺记
程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