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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堂遐园遐思
【【文文化化杂杂谈谈】】

说来惭愧，在济南住了
近三十年，猛不丁听到遐园、
奎虚书藏，居然毫无概念！但
一说老山东省图书馆，就有
点印象了，可也从没进去过。
为写此小文，有个直观的感
觉，我专门跑了一趟大明湖，
去遐园转了转，一逛吃惊不
小：你觉得这才是图书馆的
模样、文化单位的位置！

遐园在大明湖西南侧，被
称为“济南第一标准庭院”。先
前我以为这座庭院是北方式
的，实地一看才发觉，它的布
局和建筑气质竟然带有浓厚
的江南气息，看过介绍方知
晓，原来它就是仿照浙江宁波
的“天一阁”而建的。

遐园的所在，真的是好
美。进得门来，迎面假山作为
障景，顺势延至院南侧，山势
陡峭，巨石嶙峋，沿石径蜿蜒
登上山顶。但见花藤穿架，间
以马樱绿竹，青翠沁人，可以
领略到“重重叠叠山，弯弯曲
曲路，丁丁冬冬水，高高下下
树”的园林景色……浮躁的心
态，一下沉静了许多。所谓饮
水思源、睹物思人，你就不能
不想到它的倡议者与创办者。

遐园的出现，得益于湖
南人罗正钧。纵观近现代教
育史，他同样是值得浓墨重
彩书写的人物。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
凯奏立学校司，电调办学。罗
正钧建议：“教育贵普及，应
该以中小学堂为本；然必先
造就师资，而后中小学能刻
期举办。”中国的师范学堂之
所以能够创办，正是因为罗
正钧的建议。

也是这个缘由，袁世凯
奏请破格任用罗正钧负责天
津的教育，之后担任山东提
学使。“提学使”，虽然可以近
似地理解为教育厅长，但不
受地方巡抚的节制，与总督、
巡抚平行，与布政使、按察使
等同。简单点说就是，在任期
间按钦差大臣礼遇。

“时山东全省，仅省垣有
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各一，而
图书阙，规制简。”罗正钧于
是依照在天津时的经验，先
从整饬师范学堂入手，厘定
课程，礼延良师。经过一年的
努力，“自省垣以及各府州县
之中小学堂，次第成立，一如
直隶。”于是广购图书，以创
办山东图书馆。1909年，遐园
终于建成，取《诗经·小雅·白
驹 》“ 皎 皎 白 驹 ，在 彼 空
谷……毋金玉尔音，而有遐
心”之“遐”字，罗正钧亲题

“遐园”二字为门匾。
遐园不仅仅是图书馆，

还是博物馆。
当时，日本人有购运嘉

祥、肥城诸县汉画像石以过
济南者，正钧叹曰：“吾国艺
人之瑰宝，何可为外人有！”
截留不许出境，并在图书馆
内附设金石保存所。所谓：

“士子摩挲古物，亦以发思古
之幽情也。”

罗正钧的结局有些令人
唏嘘：辛亥革命发生时，他认
为是“国难”，隐归故里。革命
成功，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
的名义重新起用他，结果给
他发电报也不应，派人专程
去请，也找不到他。无论如
何，他是一位真正的文人。

图书馆对于现代人而
言，似乎再寻常不过，但一路
走来，却又是另一种极端艰
难、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以遐园所仿照的建筑模
本“天一阁”为例，太平军进
攻宁波时，小偷趁乱拆墙盗
书；到了1914年，一个姓薛的
盗贼几乎偷走天一阁一半珍
贵书籍。最终，大部分被抢救
回的图书又毁于日本侵略者
的炸弹之下。遐园同样未能
免遭刀兵，1928年，日军炮火
轰击城区，遐园馆舍和藏书、
文物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
山东省政府拨款5万元筹建
新藏书楼“奎虚书藏”，但时
隔两年，日军进攻济南时“奎
虚书藏”再度遭到严重破
坏……大至一个民族，小到
一个城市，文化保存和流传
的过程何其不易！

在遐园漫步，最突出的
感受与感慨是它的选址与建
造，真会选，也真会建！城市
的气质与品位靠什么打造？
靠GDP或高楼大厦？那很容
易成为文化沙漠，你还得靠
文化味儿！

城市建设的文化味儿是
什么？以我一个外行人看来，
就应该是遐园的样子：有亭
台楼阁，有湖光山色，有曲径

通幽，有树木葱茏，楼也不是
工业化的“变压器”或“火柴
盒”，而应是红墙碧瓦。还有
它的位置，是中心方位，居
民容易和方便去的地段，而
不是偏远地带。当然还有它
的内涵：藏书！不免就想到
一个故事，上海刚解放的时
候，陈毅市长召集各部门开
会分房子，他让时任文化局
长的夏衍先挑。夏衍还谦
虚，在那里推让，陈毅就说，
让你先挑是想证明，解放军
进城，共产党坐天下，我们
最重视什么，也让居民看看
我们有没有文化、懂不懂城
市管理与建设！

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
房子，做文化的事情，确实不
单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城市
建设有没有品位的重要标
志。你将稍稍有点特色的建
筑拆了，建成“火柴盒”或“变
压器”；将文化设施弄到偏远
的地带，让人们去不了或不
方便去，你的品位在哪里？

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
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
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我
来说，被图书重重包围是一
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直到现
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
要我一挨近图书，我还会产
生一种幸福的感受……

这个遐园，就该是天堂
的模样了吧？如同书籍不会
消失一样，遐园也不会再被
拆掉了吧？时下电子书似乎
正在代替实体书，但我相信
总还有很多人宁愿一页页翻
开书本，也不愿用鼠标点来
点去读电脑屏幕的。正如图
书馆终要有图书馆的味道与
沧桑，书同样需要些纸香与
质感。因为遐园，我愿意常来
走走；因为“奎虚书藏”，我愿
意常来体会那些书页掠过指
间的感觉。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在遐园漫步，最突出的感受与感慨是它的选址与建造，真会选，
也真会建！城市的气质与品位靠什么打造？靠GDP或高楼大厦？那很
容易成为文化沙漠，你还得靠文化味儿！

作为“中国江河流域自然
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的第一
部，青岛出版集团前不久推出
了十卷本《三江源》大型系列
图书，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为此
举行发布会。我有幸赴京躬逢
其盛，聆听了73岁高龄的图集
摄影家郑云峰先生致辞时以
哽咽的语声说出的四个字“我
爱她们”——— 爱三江源地区神
圣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存！全
场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我
也一时不能自已。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会
后，晚宴上，当主办者临时要
求我“代表青岛”讲几句时，我
缓缓走到记者们集中的宴会
桌前，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

“趁此机会，我想冒昧地
向各位媒体朋友提个建议。那
就是，从今往后，能不能少做
一些推销冬虫夏草的广告？近
年来三江源的广为人知，不是
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铺天盖
地的冬虫夏草商业广告。广告
刻意强调冬虫夏草来自三江
源国家自然保护区。无需说，
任何人工活动尤其是挖掘式
采集活动都有伤害性、破坏
性。而今天这套三江源图书告
诉我们，三江源生态系统十分
脆弱，并且已然受到了各种各
样的伤害，甚至是触目惊心的
伤害。可以认为，三江源不仅
是中华民族自然生命体的源
头，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
体、文化生命体的源头。因此，
我们应该视之为圣地，应该心
存敬畏与谦卑，应该让她好好
休养生息，而不应该把她和商
业利润、和舌尖联系起来，使
之沦为舌尖上的三江源。一句
话，三江源怎么珍惜、怎么保
护都不过分。

“我以为，郑云峰先生和
青岛出版集团这套三江源大
型图书最了不起的价值、意义
就在这里，就在于唤起我们的
这种良知、这种悲悯情怀和环
保意识，而这显然需要媒体朋

友的支持。拜托了！”
讲毕，记者鼓掌，大家鼓

掌。返回座位，郑云峰先生连
连点头，出版社老总竖起大拇
指。这当然不是为我，而是为
三江源，为把三江源从“冬虫
夏草”这个诅咒中解救出来。
四川大学一位研究藏学的教
授补充说，虫草只能生长在
3800米以上的高原，并且要有
足够厚的植被和充沛的雨水，
缺一不可，生长条件相当特
殊，因而十分有限，须倍加珍
惜。然而至少青海有三个县把
滥挖虫草卖虫草当成发财手
段。每年五月前后，那里车来
人往，热闹非凡，哪里谈得上
保护？连节制挖掘都无从谈
起！如今冬虫夏草已经发展成
了巨大的利益产业链。“媒体
再不能助纣为虐了！”这位早
已不年轻的教授激动起来。

“其实虫草并没有那么神乎其
神。如果真那么神乎其神，那
么采虫草的藏民为什么自己
不吃？在藏药里面，虫草只是
一味入药的草药罢了！”

言外之意，冬虫夏草是商
家联合媒体制造出来的“奇
迹”。是啊，藏民自己为什么不
吃？一如太上老君不吃自家九
转炼丹炉炼出的灵丹而专门
用来忽悠王母娘娘和玉皇大
帝？说极端些，时下虫草简直
成了少数城里人的救命稻草，
忽而煮着吃，忽而泡着吃，忽
而含着吃。若吃人工培植的倒
也罢了，那东西随你怎么吃，
哪怕如孙猴子偷吃太上老君
灵丹那样一扬脖把葫芦里所
有灵丹都倒进喉咙也悉听尊
便，问题是广告鼓吹非吃三江
源的不可。也巧，回程途中翻
看飞机前排座位椅背上的机
舱杂志，整页虫草广告赫然入
目，竖排通页标题：“全国虫草
看青海 青海虫草三江源”。
左下端是几行小字：“三江
源———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
发源地/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
土地上，孕育着神奇稀有的世
界珍宝——— 冬虫夏草/冬虫夏
草的价值，以天然本质为贵。
三江源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
出的虫草品质纯粹，营养丰富
/建议食用冬虫夏草时，选用
野生虫草……”不厌其烦，喋
喋不休。总之一句话，虫草非
吃“三江源”不可———“舌尖上
的三江源”已不是虚拟语气，
而是正在日夜硬化加固的冷
酷事实。

无独有偶。还没等我回过
神来，下飞机走进空港大楼又
碰见了“三江源”，碰见了冬虫
夏草。这回更大，一面墙。虫草
被装在瓶里，成了片剂———

“虫草可以含着吃！”
吃、吃、吃，就知道吃，都

吃到三江源去了还吃……我
一边气恼地在心里嘀咕着一
边前行。这时，耳畔再次响起
了郑云峰先生哽咽的语声：

“我爱她们！”眼前仿佛出现老
人晶莹的泪花……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
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舌尖上的
“三江源”

【窥海斋】

□林少华

三江源不仅是
中华民族自然生命
体的源头，而且是
中华民族精神生命
体、文化生命体的
源头。因此，我们应
该视之为圣地，应
该心存敬畏与谦
卑，应该让她好好
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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