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欢看报纸，每日读齐
鲁晚报，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
不可或缺。早上报纸到手，只是
匆匆翻翻时事新闻和专题评
论，走马观花地粗读这么多版
面，也需要半个多小时。只要看
到有兴趣的文章，就顺手抽出，
存放案头精读。伏案精读也是
我的一份享受，这时光，静下心
来，斟上一杯香茗，细细品味
着，分不出是作者的文采还是
茶香，在阅读的滋润与舒展中，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读到好的文章，自己会情
不自禁地击节赞叹。前几天有
篇《易君左和他的“中华国山
梦”》的文章，由于易君左名字
奇，一下子让我想起来，他在民
国时期，走到哪写到哪，游扬
州，写了《闲话扬州》，因文中涉
及花边风月，引起扬州人的讨
伐，那段社会公案了结之后，有
好事之人拿这事出上联“易君
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
易君，左矣。”登报征集下联。

（后来入选下联是“林子超主席
国府，不愧国府主席，林子，超
矣”）不料，读过周郢这上下两
篇连载，才知道还有更奇的，是
这位集报人、学者、作家为一身
的奇才，还有一腔爱国激情。他
早年留学东瀛，看到日本人以
富士山为大和魂，让民众视若
神明，其实富士山头的终年积
雪如白头翁，是民族衰老之象
征，又为火山之遗体。相比之
下，泰山的满山飞瀑象征中华
民族活力，山石巍峨象征民族
气魄，他还写出定泰山为国山
的八大理由。易君左的国山提
案在1933年初发表，当时，面对
日本军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
后的步步紧逼，易君左和所有
志士仁人一样，在国难当头时
表现出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
当，我转而对他肃然起敬。

读报长知识，最近读孙葆
元的文章，让我这土生土长的
济南人顿感汗颜，虽然在中小
学时就知道“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但却说不出
对联的来历。由于此联刻在铁
公祠门口，铁公祠是清朝皇帝
为褒扬明朝抵抗燕王朱棣南下
的铁铉所建，而对联的书法家
是清朝的铁保，姓铁的历史人
物本来就少，两位“姓铁”的凑
巧都在铁公祠相遇，不少济南
人也会同样混沌不开。读过孙
文，还知道了对联作者刘凤浩
的身世及这副名联背景，以后
再陪同外地朋友到此游览，咱
也能当个随身导游了。

打开《书坊》专栏，新书书
目配着简介让人眼前一亮，展
示了文史社科领域最新著作或
研究成果。《书坊》还常常刊登
书评或读书心得，如孟凡模先
生的《阅读历史小说的快乐》，
介绍了阅读《吕后与陈平》一书
的收获，此书认为汉初功臣陈
平晚年带头拨乱反正，历史功
绩了不起，没有陈平诛吕安刘，
哪会有后来的汉武帝。可是自
司马迁之后，却很少有反映陈

平的文学作品，作者为陈平打
抱不平。不少读者，由于条件所
限，不可能再去为某个问题皓
首穷经考证或寻古探幽，而齐
鲁晚报的作者群体不乏学者型
的教授或教授型的学者，他们
挖掘的研究成果使读者受益匪
浅。

我也赶时髦，会用微信，但
心里头是把网络上的东西当做
一片云彩，风儿吹来，飘走了。
而报纸是我眼中的盆花，每天
向我绽放新的花朵或绿叶，是
实实在在的存在。我的所爱不
在高山，也不在大泽，我的所爱
就在报纸的字里行间。我是急
性子，走路快，办事急，唯独等
车啊排队啊不急，为什么？兜里
随时备下需要精读的报纸，正
读得入迷，那边车进站了，我反
而嗔怪，嗨！真可惜，这篇佳作
还没读完呢。

车站、码头排队的人里，如
果你看到捻着一张报纸入迷的

“报虫儿”，兴许，那就是我。

去佛慧山赏菊

历山脚下的艺术瑰宝
——— 齐鲁碑刻文化苑掠影

【行走济南】

□赵峰

我的所爱是读报【休闲地】

□韩庆祥

见过许许多多的菊，也看
过大大小小的菊展。居家的菊，
总感到是个人把玩的情趣小
品，而展览的菊花又带有太强烈
的人工雕琢痕迹，美则美矣，却
失了那份最宝贵的率真天然。

济南人真幸运，天造地设
地有了老八景的佛山赏菊这一
景观。佛慧山到处都长满了菊，
这菊也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中
才能够生长得肆意烂漫，生动
无比。没有野性的山的衬托，没
有遍洒的阳光的轻抚，菊花的
世俗气断不会脱得这样干干净
净。来到佛慧山，不管是从英雄
关入口，还是从刚刚修整好的
正门进山，不经意间，就会有一
株或是一片的菊花野兔般跳出
来。走不多远，更有大片的菊花

扑入你的眼帘，灿烂得整个北
坡都有些耀眼的亮。

怎么去描绘这片蓬勃的生
命和绚烂的美丽呢？我一时感
到文字的无力，我知道这菊花
是闲适的，我知道这菊花是只
遵从自己意志的，我还知道这
菊花是不想承载任何妄加的主
题的。菊花就是菊花，何等逍遥
啊，和每一个进山的人面对面

的时候，映照得大家不敢长时
间地对视。那种璀璨不由让人
想起《西游记》中的照妖镜，暗
藏在内心深处的猥琐，不知这
个时刻能在何处躲避。磊落的
菊花让这种光明悄无声息地驻
足在你心头。

从山顶俯视，在悬崖上，在
峭壁上都有黄的、紫的、红的各
种各样的菊花。那才是让我最

为感动的菊花，那才是让我最
不能忘记的菊花。那种将生命
不管置身于何处，都尽其所能
开得阳光灿烂的菊花 ,是何等
洒脱何等诗意。纵然在人迹罕
至的地方，也无怨无悔地开，这
样的生命是最为美丽的。

我说佛慧山的菊花是陶渊
明的，因为魏晋的遗脉浸满了
它们的血液及内心，它们都是
自由昂扬的生命。

在熙熙攘攘的俗世里走出
来，一尘不染，对于一个现代人
来说实在是苛刻，我们也无法做
到。然而，毕竟我们还可以在心
里留一方净土。去佛慧山采菊，
你会顷刻间心明眼亮，来这里登
登高，赏赏菊，可能偶然的一次
举目，就可以悠然见其南山。

□葛毓臣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小贾是个聪明人，朋友多，人脉广，
在城市干了没多少年就住上了大洋房。

日子过好后，朋友们觉得他变了，
不实在了，尤其是在酒场上，原先他能
喝一斤多白酒，现在一上酒桌他就说自
己身体不好，不能喝了。

上个月，几个同学聚会，大家都能
喝点。“来来来，好久不见了，咱倒满喝
几个！”刘强说。

“不行不行，我现在的酒量不行，给
我倒上一点意思意思就行！”小贾说。

“怎么，谁不知道你能喝啊？不行，
咱好久没见面了，倒满喝一杯！”刘强说
完拿着酒瓶就要往小贾杯子里倒。

“真不行，我甲亢！不能喝酒。”小贾
捂住酒杯子说。

“啥？你身体好好的，怎么甲亢了
呢？要真有病就算了，那你别喝了。”刘
强说完，就没再给他倒。

半月前，李刚搬了新家，几个朋友
给他温锅，其中也有小贾。

“经过二十年的拼搏，李刚终于有
了自己的房子，咱大家伙都高兴，今天
好好喝两杯！”马三说。

“你们喝吧，我这两天身体不好。”
小贾说。

“怎么了，昨天你不还到体院打篮
球了，身体哪儿不好了？”马三问。

“别提了，甲亢，刚查的，真的不能
喝啊！”小贾说。

“那不行，什么甲亢乙亢的，必须得
喝！”说着，马三拿起酒瓶子就往他杯子
里倒。

“好好好，就喝一点，多了不能喝，
千万别客气！”小贾一边说，一边将马三
拿着的酒瓶子推开了。

这么几次，朋友们都知道小贾得了
甲亢，不能喝酒了。但有人说，别听他胡
说，他有什么甲亢啊，骗人，不就是现在
有点钱了，瞧不起人了，一般人他不给
喝，若是见了领导、他用得着的，肯定不
甲亢！

也是半月前，小贾找人做了一笔单
子，事儿办成后，他请客。

“这事儿，领导您操心了，按照我们
老家的风俗，我先喝一杯，先干为敬，表
示我对您的谢意！”说完，小贾一仰脖
子，二两一杯的白酒下肚了。

“不行不行，领导给你出这么大的
力，你怎么能干一个呢，至少再干上两
个！”领导的司机说。

“好好好，我再干两杯！”说完，小贾
又干了两杯。

上个周，小贾原单位的领导升迁喝
喜酒，这个领导去的时候，小贾已经离
开单位了，他们只是见过几面，可他觉
得，领导升迁是个大事儿，以前不熟悉，
多喝几场就熟了，以后办事儿方便啊。
于是，他就带上一箱子好酒去了。

“哦，小贾也来了，听说你这两年发
展得很好啊！”领导说。

“哪里哪里，还不都是领导对我的
照顾。来，趁大家还没行动，按照我们老
家的风俗，我先喝一杯，先干为敬，表示
我对您的谢意！”说完，小贾一仰脖子，
二两一杯的高度白酒下肚了。

“好，贾哥好酒量，领导又升了，今
天咱大家高兴，你酒量大，再陪领导干
上两杯！”有人起哄。

“好好好，沾领导的喜气，我再干上
两杯！”说完，小贾又干了两杯。

这场酒，小贾喝了一斤多。
散场后，一块喝酒的老李问他：“前

两天咱一块喝酒，你不说你有甲亢吗，
还这么喝，能行吗？”

“甲亢？对对对，我有甲亢！”小贾突
然想起了前两天他和老李一块吃饭的
事儿，那次老李敬他酒，他撒谎说自己
有甲亢，没喝。

“有甲亢可不能喝酒啊，我看你眼
睛好像有点肿，一定要注意！”老李关心
地说。

经老李这么一说，小贾赶紧眨巴了
两下眼，好像是不大舒服，又摸了摸脖
子，感觉比以前粗了，又摸了摸额头，有
些汗，再把手放心脏那儿摸摸，感觉跳
得很快，都不对劲儿，他立马紧张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小贾就跑医院做了
个检查，看到诊断结果——— 甲状腺功能
亢进症，他愣怔了……

□杨福成

甲亢早在去年五一就从媒体上
得知千佛山南门外修建了一处
碑刻文化苑，可惜因故一直未
能前去参观。今年重阳节山会，
当汇入摩肩接踵的人流，浏览
了依然如故的那些小吃、山货、
手工制品等摊点货位之后，突
发一念：如此拥挤不堪、人声鼎
沸，何不去碑刻文化苑参观一
下呢？碑刻书法是自己之所爱，
可以让浮躁之心得以冷静一
下，也了却一个心愿。

沿着盘山道，经万佛洞、文
昌阁门前，过弥勒佛、梨园一
侧，径直来到南门外西侧的齐
鲁碑刻文化苑。走进园区，但见
万木葱茏，植被茂盛，与刚刚路
过的山会那人山人海、喧嚣火
爆的热闹情景，形成强烈的反
差。这处碑刻园区占地面积
57500平方米，采用中国传统造
园艺术手法，集中展示了从秦
代至明清时期山东历史上132

块著名石碑的复制品，以其独
具特色的碑刻文化，成为济南
市首家碑刻文化主题公园，在
全省也不多见。

整个展区分为室内文化
展区和室外碑刻展区。室内主
要展示具有较高历史和书法
价值的碑刻拓片，作为书法、
碑刻文化交流的场所。室外展
区则以露天陈列为主，按时间
顺序将132块石碑分为四大展
区。顺着游览环道，笔者首先

来到明清碑刻展区，这里共展
示碑刻56块。其中最著名的有
康熙御制孟庙碑、明太祖诏旨
碑、朱元璋白话碑等。特别是
康熙御制孟庙碑，高达三四
米，龟伏螭首，蔚为壮观。之后
来到宋金元展区，此处最著名
的有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临
朐东镇庙碑，特别是体量最大
的宣和碑，巍然耸立、大气磅
礴，令人叹为观止。而隋唐展
区，虽仅有10块碑刻，但不乏大
家手书。如神宝寺碑、大唐赠
太师鲁圣孔宣尼碑等，气度不
凡，令人叫绝！特别是造型别
致的双束碑，别具一格，不同
凡响，让人刮目相看。沿着两
旁郁郁葱葱的平坦弯道，最后
来到汉魏碑刻展区，其间矗立
着30块名碑。其中最著名的有
号称“汉碑之祖”的鹿孝禹碑，
誉为“魏碑第一”的张猛龙碑，
以及书法名碑张迁碑、史晨
碑、礼器碑、衡方碑、文殊般若
碑等。其书法功力之厚、造诣
之深，着实让后人敬仰钦佩！
最后在接近出口的文化墙展
区，笔者边走边欣赏了清玉虹
鉴真帖，该帖是玉虹楼法帖中
的一部分。玉虹楼法帖是孔子
69代孙孔继涑摹刻的书法丛
帖，其中展有米芾、黄庭坚、颜
真卿等书法大师的作品。

漫步浏览这100多块名碑，
其墨迹有的端庄沉稳，有的龙

飞凤舞，有的潇洒飘逸，有的遒
劲有力，各具特色，美不胜收。
块块石碑展示出中国碑刻文化
的独特魅力，字字句句闪烁着
汉字书法艺术的璀璨光芒，给
人以高雅的审美享受。我不禁
惊叹千佛山景区如此不显眼的
一角竟藏有如此蔚为大观的书
法艺术瑰宝，给人们提供了如
此丰富多彩、底蕴厚重的文化
盛宴。可惜在我参观期间，只见
过寥寥三四个参观者。假日尚
且如此，平时也定是门可罗雀。
如此值得欣赏、品评、临摹、研
究的文化圣园，竟这般冷清寂
寞，不禁深感遗憾

正感慨之时，忽见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手握一支铅笔，
在一张白纸上，一笔一画地临
摹着秦李斯小篆碑。现存泰山
岱庙中的这块秦刻石，是我国
现在最早的纪功刻石之一。其
刻辞全文可见《史记·始皇本
纪》，明代尚存二世诏书中的29

字，可谓弥足珍贵、无价之宝。
眼见这位老爷子一丝不苟、全
神贯注地临摹神态，不禁使我
肃然起敬。呜呼！在眼下人心浮
躁、华而不实的世风下，难得还
有凝神屏气、潜心致志学习、揣
摩碑刻文化、书法艺术者，怎能
不令人敬佩呢？我那颗寂寥落
寞的心，顿时感受到了一些慰
藉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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