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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烟淡雾，明月清风，这是艺术
家创造美的重要素材。“在中国传统
风景画中，雾同山川、树木、孤庙一
样，是用以渲染浪漫主义和神秘色彩
的成分，是构成中国意象的特质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国学者皮埃
尔·托尔塞特语)烟雾，让画家画出如
诗的画，也让诗人写出如画的诗：“平
生鱼鸟最相亲，梦寐烟霞卜四邻。羡
杀济南山水好，几时正作卷中人。”
(金·元好问)“山含浅黛草含烟，到处
韶光剧可怜。风片雨丝春梦梦，逡巡
酿出杏花天。”(清·董元度)……每每
读到这些烟笼雾罩的济南风景诗，我
便心驰神往，如痴如醉，仿佛进入飘
飘欲仙的神仙境界。

诗也好，画也罢，都是现实生活
的反映。作为“潇洒似江南”的泉城济
南，丽日蓝天下的景致固然美不胜
收，而轻烟淡雾中的仙景又何尝不令
人陶醉？在工业尚未崛起的半个多世
纪以前，烟雾就像神仙手中的妙笔，
只需轻轻一抹，美丽的济南山水霎时
就变得更加蕴藉含蓄、深沉内秀，朦
胧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就说济南的泉吧。如果你在冬天
的早晨来到趵突泉边，会看到泉上方
浮着一层乳白色的雾气。这雾气缥缥

缈缈、氤氲蒸腾，伴着如雷的涛声，勾
画着趵突泉的壮美。元代大诗人赵孟
頫曾有“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
大明湖”的咏泉佳句，形象地写出：升
腾的趵突泉云雾润蒸着华不注山，巨
大的涛声使大明湖为之震撼……这
气势、这雄姿，世所罕见。难怪游人会
临泉思飞，想象无穷，把这泉水喻为
蓬莱仙岛、东海龙宫呢。当然，在更多
情况下，缥缈的云雾会像轻纱一样，
跟众泉相依相牵，营造出另一种和美
境界。清代济南诗人王苹在一首诗中
写道：“春山泉响隔邻分，市口浮岚压
帽裙。谁信出门如画里，不须著色李
将军。”这就是当年家家泉水的济南：
明镜般的泉水紧邻着郁郁青山，飘得
很低的云雾轻轻地在泉上盘旋。生活
在其中的济南人如同生活在画里。有
这样如画的美景，又何必去欣赏古人
的水墨丹青？

大明湖的烟雾聚散，也是佳景丛
生，玄妙无穷，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
多精彩画面。有的烟雨迷蒙，如海市
蜃楼一般，堪与唐代名画《辋川图》媲
美：“济南景色异他邦，城外青山城内
湖。细雨蒙蒙烟漠漠，凭谁写出辋川
图”(清·任宏远：《明湖杂诗十首》)；有
的烟笼画船，丝竹声声，如同缥缈的

仙境：“山色四围明月里，人家半住柳
阴中。画船丝竹声歌沸，烟笼红纱一
棹风”(同上)。还有“晚烟著树”的朦
胧：“晚烟著树境俱远，水风吹面颜生
赭”(清·蒋士铨：《晚游历下亭》)；“秋
云拂镜”的萧瑟：“秋云拂镜荒蒲芡，
水气销烟冷画图。”(清·黄景仁：《晚游
历下亭》)……就是大明湖畔的垂柳，
也称“烟柳”，披拂如烟。“湖干烟乱柳
毵毵，是处桃花雨半含……”清代诗
人王苹这传神的诗句，高度浓缩了大
明湖边的美景：连绵的柳色如烟似
雾，带雨的桃花浓艳欲滴。绿烟红云，
相偎相伴，这是何等美丽的春色！

至于被刘鹗形容为“仿佛宋人赵
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
的屏风”的济南山色，更少不了烟雾
云霓的着意装点。“琳宫上接三千界，
云树遥连几万家。千顷苍茫凌菡萏，
诸峰罗列锁烟霞……”(明·蔡经：《同
张侍御登历山对华亭二首》)这是明
代福建人蔡经登千佛山所见的景象；

“嶙峋绝壁横空雾，清浅澄潭饮落虹。
云合频看山作雨，林回时听鸟呼
风……”(明·李肇勋：《游东龙洞》)这
是明代诗人李肇勋笔下的龙洞仙境。
元代济南籍诗人张养浩，晚年隐居家
乡济南的云庄故居，对家乡的山色有

着独特的感受：“云来山更佳，云去山
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
爱咱。”(《雁儿落带得胜令》)他眼中的
济南山色，云雾与山岚相映成趣，二
者得到完美的统一。

而一些现代文化名人，也曾对济
南的山色大加赞赏。1923 年，从未到
过济南的文学大师冰心在乘火车经
过济南时，从车窗里看到了济南山
色，由衷赞美道：“今早过济南，我五
时便起来，对窗整发。外望远山连绵
不断，都没在朝霭里，淡到欲无。只浅
蓝色的山峰一线，横亘天空。山坳里
人家的炊烟，蒙蒙的屯在谷中，如同
云起。朝阳极光明的照临在无边的整
齐青绿的田畦上。我梳洗毕凭窗站了
半点钟，在这庄严伟大的环境中，我
只能默然低头，赞美万能智慧的造物
者。”(《寄小读者》)

啊，这让冰心赞美的“庄严伟大”
的济南美景，也足以让我们济南人骄
傲和自豪。然而时至如今，我们却怎
么也自豪不起来。随着一些工业的
无序发展，当大量废气和有毒物质
源源不断地排入大气中的时候，往
日的轻烟变成了浊烟，淡雾变成了
毒雾。浊烟毒雾又纠结成厚厚的雾

霾，把城市裹得严严实实，于是泉不
复见，湖不再明，山峦紧锁，杨柳匿
踪，一切都处在混沌之中，真可谓“伸
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辨爷娘”。置身在
这毒雾帐中，让人压抑，使人窒息，

“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
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
呢！”(茅盾：《雾》)当此之时，你哪有心
思欣赏济南美景？哪里又能寻到济南
美景？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窗
外正弥漫着数日不散的大雾，广播里
又不时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飞机停
飞，汽车追尾，高速公路关闭，医院里
病人激增……雾霾已成为严重的公
害。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那炊烟袅
袅、朝霭淡淡、云雾润蒸、湖干烟乱的
济南美景，也更加忧心生态环境的日
益恶化，于是也越发痛心于我们在创
建文明之路上所走的弯路。常常，我
们呼喊文明，得到的却是丑陋；我们
创造美好，反而破坏了美好。因此
当被我们抛弃的往日的美好离我
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又极力怀
念它，总想留住它，这时才猛然醒
悟，有益的复旧，胜过盲目的创新。
而在有些时候，复旧，不就是最好
的创新？

要提李仲揆这个名字，你肯定
不知道是谁，可要说起李四光，不论
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著名的地质
学家，摘掉新中国贫油帽子的人。你
听说过吗？鼎鼎大名的李四光 14 岁
前一直叫李仲揆，他是为何改了这
么个响当当的名字呢？这里面有一
段趣事。

14 岁的李仲揆因成绩优异被学
校选送日本留学。填写出国护照表
格时，他一不小心在“姓名”一栏中
填上了年龄“十四”两字。这下可苦
了李仲揆同学，表格就一份，再填
需花钱买，可他没钱买。好在当时
的学籍管理不像现在那么严格，于
是聪明的李仲揆同学灵机一动，把

“十”字改成了“李”姓，这样姓名就
成了“李四”。改后仔细一端详，这

“李四”太俗太不好听了，于是又提
笔在“李四”的后面加了个“光”字。
这一改就成了“到四面八方追求光
明”之意，自己也顿觉欣欣然。从此，

“李四光”三字渐渐闻名于世。小疏
忽成就了大寓意，大寓意成就了非
凡人生。

名字是人的符号，是人的信息

向外传递的载体。俗语说，“名不正，
言不顺。”现在起名字不仅要讲究平
仄，还要讲究内涵和个性。社会学家
告诉我们，人的品格在日常修为中
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自己的名字趋
近。于是，改名字也成了品格养成的
手段。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
原北京大学校长沈尹默先生，原名
叫沈君默。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
玩笑说：“沈先生，你平时默不做声，
何必名字中多带一口呢？”意思是，
他的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君”字
下面又有一“口”，未免多余。沈尹默
先生当即表示赞同，平时奉行“希言
自然”的他，从此改名“尹默”以明
志。

在“孙中山”这个响遏行云的名
字出现之前，孙文博士经常使用的
是“孙逸仙”三字。当时孙先生常年
奔走海外，从事革命事业。为方便
秘密工作，他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
字“中山樵”。一次章士钊翻译孙先
生的革命活动资料，由于日语水平
有限，误将“中山樵”译成了“孙中
山”。此名一出，大得孙先生喜爱，
竟将错就错，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近代史上，刻在
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徐志摩 21 岁出国留洋前并不
叫徐志摩。他小时候，家里来了个叫
志恢的和尚，亲切地摩挲过他的头。
他爸徐甲如先生信佛，觉得灵光可
借，于是，在徐志摩出国前给他定下
了这个大名。年轻的徐志摩慧心独
具，写下许多彪炳千秋的文字，早早
地就扬名海内外。可惜的是，佛光也
敌不过一个“情”字，徐志摩还是不
幸坠机、英年早逝了。

现代文学史上的改名比较能说
明问题，当谢婉莹改成了冰心，当周
树人改成了鲁迅，当陈乾生改成了
陈独秀，都成就了鼎鼎大名。他们改
名的原因大都倾心于新名字特别的
寓意，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仅仅是个
性使然。像丁玲女士本不姓丁，只是
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姓了

“丁”。还有的改名仅仅是当时心情
的体现，不承想却写进了文学史，像
沈雁冰就是一例。1927 年的沈雁冰
写小说刊发无门，穷困潦倒，内心十
分矛盾，于是顺手在手稿上署了个

“矛盾”的笔名。后来小说得到了叶

圣陶的喜爱，竟在《小说月报》上发
表了。叶圣陶觉得“矛盾”是个哲学
名词，不像人名，便在“矛”字上加了
个草字头。从此，人们知道“茅盾”的
多，知道“沈雁冰”的少了。

在当代，人们更加珍重自己的
名字了。特别是娱乐圈里，名字起得
靓不靓，跟响不响、红不红有相当大
的关系。当跑龙套的刘福荣改成了
刘德华，做武打替身的陈港生改成
了成龙，普通的邻家小妹杨岗丽改
成了杨钰莹，土里土气的张菊霞改
成了韦唯，名字在主体的努力下不
仅大红而且大紫了。

凡人皆有姓名，这再普通不
过。但名字对人来讲并不仅仅是
个普通的符号，有一点是肯定的，
名字天天与人亲密接触，会在无
形中成就人，这不是唯心。“平娃”
改成“平凹”也定是明白了这个道
理。当然这并非绝对，名字寓意跟
现实情况不尽相符的也比比皆
是。蒋干不干练，来俊臣绝非俊
臣，杨国忠并不忠于国家，魏忠贤
更是玷污忠贤二字……这种强烈
反差构成的讽刺，代代不乏有。

济南的冬天并没有老舍先
生笔下写得那么美好，有时雾霭
茫茫，有时雨雪交加，但总有一些
感人肺腑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
生。

眼前经历的正是如此。一年
一度的退伍工作开始了，军营中
充满了离情别绪。战友们争先恐
后地帮退伍班长拿行李，却紧紧
抓在手里，不肯走向车站大门。还
是退伍的老班长豁达，他曾说过
退伍回家照样可以建功立业，只
是此刻，班长穿着没有军种符号
的军装，少了往日冲锋陷阵的气
势，多了依依不舍的柔情。他把目
光停留在每个人身上，一定是想
记住我们的样子。班长低下头，微
微一笑，迈着流星大步走进了车
站，这一步迈出了踏入新生活的
气概，原来脱下军装依然可以英
武挺拔。

战友们互不作声，没了嘻嘻
哈哈的谈笑声，只是默默地跟在
他身后，不知道该如何说那句告
别的话。还是女兵聪明，她们躲
在后边目送班长上车，其实是怕
双眸中的泪水变得伤感。没有抱
作一团痛哭，只是简单的拥抱，
班长转身上了车。隔着车窗才知
道，还有千言万语要跟班长诉
说———

“班长，夜间值勤我已可以独
立上岗……”

“班长，连队厕所卫生我负责
打扫……”

“班长，值班室外的流浪狗以
后我去照顾……”

可厚厚的车窗竟然那么厚，
我听不见班长的声音，听不到他
的嘱托，只是不停地挥手，眼泪也
止不住了。

忽然班长不见了，等他回来
时，车窗上多了一张旧报纸，上面
用熟悉的笔迹写着———“战友不
哭，战友加油！”大家用力点着头，
用夸张的口形回应他，“知道了，
请班长放心！”

火车缓缓启动，渐行渐远。我
看着拉长的火车轨道忽然明白，
距离、空间阻隔不断我们深深的
战友情谊。只是，以后没有班长陪
伴，我们少了依靠，多了思念。班
长说这是在教我们学会成熟和
坚强。

走出车站，冬日的暖阳明媚
地照在身上，一阵微风吹过却不
觉着寒冷，原来老舍先生的描述
如此精妙，济南的冬天不忧伤，明
天也许就是春天了。

从李仲揆改名李四光说起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爱珍，继 2005

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
奖，成为我国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
之后，2007 年又入选美国科学院新
增选的外籍院士，成为第一位获得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
科学家。

70 多岁的李爱珍依然奋斗在
科技第一线。她每天早上 7 点准能
出现在那个让她像钉子一样深深扎
了 50 年的实验室里，她要搞项目研
究，或带研究生。唯一能证明她已退
休的，是每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李
爱珍是课题项目负责人，但主动拒
领课题科研费。这是她悄悄给自己
立下的旁人并不知晓的规矩。

面对别人的热烈祝贺，她只淡
淡地说了一句：“我清楚我这辈子只
做了一件事：做好我自己。无论当不
当院士，无论顺境逆境，我都是追求
做好自己。即使现在当了美国科学
院院士，我还是我。”

美国科学院遴选外籍院士不接
受个人申请，而是由院士、31 个学
科组、6 个学部、科学院主席团在全
世界科学家中进行挑选，经过层层
讨论、全体投票才决定增选人选，整

个过程保密，其严密的选举程序使
得任何个人、任何一个小集体无法
影响和干预选举。其挑选院士有着
严格的标准，其中一条核心就是“在
某一科研领域中长期地、源源不断
地作出卓越、原创性的贡献”。第三
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的评选与此
类似，获奖者必须得到各大洲科学
家的推荐，也不接受个人申请。

“您做了这么多出色的工作，没
评上个中国的院士，不难过吗？”面
对记者的提问，李爱珍很郑重地说，

“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
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我做好自己
就足够了。”

李爱珍院士的人生观，恰恰是
中国儒家学说的经典内涵。儒家说，
人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
让”，其实就是要每一个人从自身做
起，做最好的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
最大化。

曾子曾经说：“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传不习乎？”就是说自己每天从
几个方面检视自己的行为，是否把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治
国平天下太过遥远了，我们就努力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最好的
自己，就是做学生就做一个刻苦好
学、积极上进、学业优异的学生；做
部下，就做一个业务精干、忠于职
守、兢兢业业的部下；做父亲，就做
一个严厉而称职的父亲；做工人就
做好工；做农民就种好地。

西方有本《老人》杂志曾经在世
界范围内对一万名 70 岁以上的老
人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你一生最
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尽管调查涉及
23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欧洲发达
国家，有非洲落后国家，也有一些发
展中国家，但是结果却大致相同：
79% 的老人填的是“由于年轻时不
努力而丧失成功机会，导致一事无
成”。

这个结果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事
实：世界上 79% 的人不成功，都是因
为没有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
而与机会擦肩而过，也因而与成功
无缘。

生而为人，我们应该珍惜天地
赋予我们的健康体魄，努力过好自
己的每一天，不浪费一个机会，不荒
废一分时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
价值，等我们自己也到老年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不是 79%中的一个了。

旁观者说 □崔耕和

做好自己
性情文本

济南的冬天

不忧伤
□赵鹏

烟非烟，雾非雾

生活直击 □戴永夏

人生边上 □鲁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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