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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霞上

班的路上被一
个穿风衣戴黑镜的男人堵

住了，那人告诉她段春纪委

“双规”了，自杀未成，正在

她工作的医院里治疗，化名

沈万三，这让她很震惊。她

要进入特护病房，被门口的

陌生人阻止了。

段晓霞要见父亲，被百
般阻挡，消息很快传到龙剑

耳中，他知道必须尽快转

移。然而，黎秋已安排好了

一切，他打探到纪委的人吃

的是盒饭，便在饭菜中下了

安眠药，然后让汪清带进去

陪他们一道吃，这样洗脱他

的嫌疑。

黎秋又让段春的好朋

友李小龙去病房救人，李小

龙很顺利，见着段春说：“段

大哥，小弟来晚了，让你受

苦了。”

段春眼睛动了手术，上

面缠着厚厚的纱布，他虽然

看不见，但耳朵却很灵，听

见这熟悉的声音，他惊得坐

直起来，问道：“龙老弟，你

怎么来了？”

李小龙说：“段大哥，此
处不是说话之地，回头我再

细对你说，现在你跟着我走

就是了。”

段春点了点头，不放心

地问：“我们能出得去么？”

李小龙说：“大哥放
心，一切都计划好了，现在

我搀扶你出医院，车子就

在外面。”

李小龙搀扶着段春下

楼来到住院部前面的停车

场上，一辆没有牌照的黑

色桑塔纳车正停在众多车

辆之中，李小龙换上一个

假号牌，发动汽车缓缓驶

出医院，然后朝南屏山方
向开去。

车子驶到南屏水库，

李小龙停下车，将车子牌

照取下扔进了水库。

他再次上车时，段春
问道：“你停车干什么？”

李小龙说：“高人让我

在这把牌照扔进水库，说

是怕那个牌号被查出来警

方追踪，我们的行踪就会

被发现。他说在前面的隧

道接你，我们还要半个多

小时就能到那里，到那时

我把你交给他，他答应帮
你整容然后送你出国。”

段春听李小龙把黎秋
的安排全部告诉了他，感

激涕零地说：“老领导真是

用心良苦啊！龙老弟，咱们

快去见他。”

李小龙加大油门，不到

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南屏山

隧道，他的车刚出隧道口，

手机就响了，他一边靠边减

速，一边急忙摁下接听键，

只听黎秋的声音传来：“李

老板，事情还顺利吧？”

李小龙说：“顺利，您

在哪儿？我和段大哥已经

到了。”

黎秋在电话那头说：

“好，我就在你后面两公里

处，你们就在车里待着，我

马上就到，你把电话给段

春，我要跟他说话。”

李小龙把手机递给段

春说：“那位高人打来的，要
跟你说话。”然后他把车停

在公路边上，等着那位高人

来接段春。

“小春，你受苦了！”电

话那头黎秋的声音有些哽

咽，直听得段春百感交集，

他声泪俱下地说：“老领

导，您的恩情我永远也报

答不尽，我记得明天就是

您六十寿诞，我在里面就

想着怎么出来给您过生

日，没想到老天开眼，还能

满足我这个心愿。”

“你这不是出来了吗？

一切都过去了，咱们要高兴

才对，你说是不是？”黎秋心

想这个段春还真不赖，一辈

子能有这样铁心的下属也
是一种福分。唉，要不是他

被纪委盯得太紧了，要是还

能有回旋的余地，自己决不

会下决心这么做。他嘴里虽

是这样说着，心里却在不停

地默念：“段春，对不起了，

斩掉链条堵塞漏洞可是为
了大家，我们会记住你的，

来年我到你坟头上多给你

烧几炷香再给你赔罪。”

正在黎秋与段春通电

话的间隙，隧道里开出一辆

大货车，那辆大货车朝桑塔

纳轿车猛地撞了过去，车子

被撞出护栏，在陡坡上翻滚

着摔进了深不见底的山涧。

当时家里没有专门给

儿童准备的小床，我们就在

外间屋把两个单人沙发对

上，搭成一个小床，沙发两

边的扶手正好做安全护栏。

夜里爸爸妈妈叫醒她一次，

让她上厕所，所以时间不长

方策就能自己单独上厕所

了。由于个子太矮，够不着

电灯开关的拉线，我们就用

小绳接上一段，方便她晚上

开灯上厕所。那时候我们在

夜里常常会听到孩子起床，

穿着小脱鞋，趿拉趿拉走到
开关拉线边，点亮电灯，然

后打开房门去厕所的声音。

但只是几天的新鲜，方策就

对自己单独住在外间屋的
小床上有些后悔。毕竟是两

三岁的孩子，一个人单独住

在一张床上会感到孤单，于
是她就不断央求家长，要求
回到大床上和家长住在一
起。我们一直没有答应，因
为单独睡觉是她自己做出

的决定，只是偶尔作为一种

奖励，在孩子表现好的时
候，才允许到大床上住一
次。再大一点，我们就让她

学习铺床叠被、自己起床、

洗脸洗脚，做简单的家务
劳动。如爸爸妈妈下班回

家了，让她给大人摆放拖

鞋，自己收拾、整理玩具、

图书和其他用品。在我们

家里说“孩子还小”是禁用
语，只要孩子自己能做的，

我们就放手让她去做。结

果孩子长大后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成功，回馈给我们

一个又一个惊喜。

一位过去的同事，也
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父亲，

对我说：“真羡慕你，看你

家方策，不但爱学习，而且
懂事，根本不用家长操心。

我那女儿可真愁人，啥事
都得我们操心，以后怎么

办？”我笑笑说：“孩子终究

要长大的，只要你放手。”

我没好意思把心里的真实
想法说出来，你这个父亲，

以爱的名义，把孩子所有
应该自己做的都包办了，

孩子二十几岁都上大学

了，连每天的吃饭甚至吃

什么都需要帮她想着，难

怪孩子让你操心。现在一
些家长理所当然地把孩子

当做掌上明珠，孩子能做

的大人也都包办，但是没

有想到，这样做绝不是疼

爱孩子，反而是害了自己

的孩子，最终结果是使他

们成为“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的“小皇帝”、“小公

主”，无意中毁了孩子。

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

孩子，人生许多美好的东

西，都不是别人给予的，而

是靠自己创造的。孩子今

后的道路终究还要靠自己

去走，家长绝不能凡事都

包办。父母过于溺爱，包办

过多，极容易造成孩子的
依赖心理，缺乏独立自主

意识，对人对事都不负责。

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恐
怕还是父母的教育出现了

偏差。

孩子一旦学会了走路

便开始了满世界疯跑。这时

的方策正是淘得一刻都静

不下来的时候。方策在家

里，不是登到高处往下跳，

就是从椅子上蹦到床上。

小时的方策还特别能翻箱
倒柜，或者钻到桌子、柜子

底下，翻东西，把家里搞得
乱七八糟。方策姥姥说，她

家里多少年找不到的东

西，方策也能给你翻出来。

一阵翻腾之后，方策小手

沾满灰尘，蓬头垢面，浑身

脏兮兮的，妈妈或姥姥只

好再给她换洗。少不更事

的孩子，仿佛对一切都充

满了好奇，都得亲眼看一
看，亲手摸一摸。

方策的舅妈至今还记

得方策小时候搞出的类似

“恶作剧”的小把戏。一次，

方策在姥姥家发现了姥爷
的一个印泥盒，觉得用印泥

在屋里的墙壁上一定能印
出很好看的图案，就指挥自

己的小表妹往墙上按手印。

一会儿，姥爷回来了，看到

墙上被人画上了一道道的
红印儿，就去责问孩子们

“谁画的”，方策摊开自己的
两只小手告诉姥爷不是她

画的，于是，小表妹被大人

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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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山所城：烟台人寻根之所
文/片 王伟凯 实习生 鲍阳阳 辛谊蕾

自从本报在众议版上开设“奇山所”这一栏目后，受到读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引起了一些
老烟台人对奇山所城的追忆，著名民俗学者安家正教授特地给本报打来电话，要给我们说说他与

奇山所不得不说的故事。3月23日，记者赶到安家正教授（图①）家中进行了采访。

藻所城的由来
当记者说起所城的来龙去

脉时，70岁的安家正教授在他那

不足12平方米的小书房中认真

地翻找资料给记者介绍：“奇山

所的全称是奇山守御千户所，它

是烟台城市最早的雏形，记录着

老烟台的变迁。早在600多年前，

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军

事方面就实行了卫所制度。”安

教授翻出《明史》的记载：1398年
(明洪武31年)为加强海防军事建

设，朱元璋准奏批建奇山守御千
户所，这就是烟台城市最早的发
祥地。

1664年，清康熙皇帝下旨废除

“奇山守御千户所”，改称“奇山

社”，军变民地，官兵解甲，从事渔
农工商等，所城由军防变为单纯的

居民区。所城张、刘两大族的后裔
大兴土木，建造民宅，人口逐渐增

多，也不断有外地人口流入，奇山

所内人口随之向外扩张，经济日益
发达起来，遂又有奇山所、所城里、

所城之称。有了“奇山所城”，才有
了“狼烟墩台”，有了“狼烟墩台”，

才有了“烟台”之“名”，可以说奇山

所城就是烟台的发源地。

藻所城的变化
说起奇山所的变化，安教

授滔滔不绝地说道，明代的奇

山守御千户所主要建筑有古城

墙、千户所衙、练兵场等，是一
座典型的东方古城堡。清朝时

军变民地是奇山所城的重大历

史变迁，外地姓氏流入，人口快

速增加，奇山所内人口随之向
外扩张，经济逐渐兴旺起来。这

时期，奇山所及周围已形成13

个固定村庄，成为奇山社十三

村。如今，奇山所的城墙、门楼

早已拆毁，但遗迹尚存，城里4

村基本保持原貌，而充满乡土

气息的城外9村，早已变成了现
代都市的组成部分。有的村名

则被改为街名延续下来，比如

仓浦街、西南关街、上夼路、大

海阳路等。

“其实，城还是这座城：所

城的象征——— 千户衙门，经过

变迁，已成为张家祠堂；现所城

大街、北门里大街、南门里大街

就是《登州府志》记载的十字大

街；而南门里和北门里东西巷，

东门里和西门里南北巷就是明

代建城时屯兵式跑马道……”

说到这安教授陷入了沉思。

“现在所城的人们盼改造啊，

这么多年烟台有关部门一直

开始讨论所城改造问题，每次

会议我都会去参加，可是每次

都只是停留在方案规划阶段，

一直没有开拓性进展，所城规

划和改造还在守望中，说不清

是步履迟缓还是出手慎重，但

有一点却十分肯定，不管怎么

改造都要把根留住。”安教授

郑重地说道。

藻把根留住
岁月沧桑变迁，所城正在一

点点被侵蚀风化，当许多老烟台

人和我们一起“守望”所城时，“把
根留住”便成了他们最大的呼声。

安家正教授回忆说，从开埠的西

学东渐起，经过岁月沧桑变迁，所

城一直慢慢地进行着变化。旧居、

牌坊、街道都已成文化古迹，所城

那蜿蜒的胡同里，斑驳的墙壁、破

旧的屋门、没落的拴马石都显示

着所城那经历过数百年的沧桑。

如今的所城在现代都市中，在

高楼大厦间，散发着古朴迷人的气

息。我们依旧能辨别得出那精美的

雕刻纹饰，依旧能感受得到那旧时

家族的繁盛。然而所城也在变化，

房屋被改造，出租屋盛行等等，不

能说是物是人非，但所城的民风习

俗已慢慢地改变了。安家正教授也
语重心长地说：“奇山所城，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是烟台的根。尤其是

在民俗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张、刘等大姓人家在这里居

住了600余年，他们的衣食住行、节

日、礼仪、信仰、民间艺术、口头文

学、邻里关系的相处等都是重要的

文化资源，过年、婚嫁、诞子……都

有一定的习俗。所城，不仅是一个

明清民居建筑群，还是一处保存较

好的民俗传承文化所在。留住所

城，留住烟台的根，不仅是要保留

这些见证了烟台城市成长的老街

古巷，更要守住所城的传统文化，

精神之魂，把一份厚重牢牢地印在

这片土地上。”

① ② ③

古色古香的所城街巷。

④

① 正在查阅资料的安家正教授。 ②

③ ④

奇山所城南门外牌坊。

奇山所保留至今的古旧院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