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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霞霞栖栖息息的的地地方方

栖霞这个地方，你越熟悉
越觉得像我的老家沂蒙山，故
而一踏进栖霞境内就觉得亲
切、亲近，没有半点人生地不
熟的陌生感。当地的一家刊物
要我为其写句话的时候，我即
写了：“栖霞：胶东的沂蒙山，
我喜欢！”

为何会有此感？
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地形

地貌与我老家相似或相近。栖
霞是沿海城市烟台唯一一个
不靠海的县市，属山区丘陵地
形，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
说，又有“胶东屋脊”之称，与
素有“山东屋脊”之称的我老
家差不多。一样的山清水秀，
一样的物华天宝，一样的苹果
之乡，只是栖霞的苹果历史更
悠久，种植规模更大，文章做
得更足！

第十三届栖霞苹果艺术
节的时候，有幸至栖霞参加苹
果采摘及有关的文学活动，无
论走在市区还是林间小路上，
永远是看天天蓝、看水水清、
看山山绿、看果果红的境界，
心里自然是清爽又舒畅的。外
省来的作家朋友好像大都饱
尝雾霾之苦，故而格外夸赞起
栖霞的空气与环境、猜测起令
人神清气爽的原因来。有的感
慨，过去是城市比农村干净，
现在是城市比农村脏，变化好
大也好快！有的则分析，城市
脏就脏在企业上，脏在工业化

污染上，脏在一味地追求GDP

上。还有的就说，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农村急于脱贫，强调

“无工不富”，大办乡镇企业，
也大都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山
区里头，还是因地制宜地发展
种植、养殖业更有生命力一
些，再也不要歌颂“大山里竖
起了黑烟囱”之类的所谓新生
事物了！

栖霞生态好、空气新，以
我一个外来人和外行人的眼
光看，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两篇
文章。一是既不受外界影响和
干扰，也不惧以GDP为标准的
各种评比的压力，始终如一地
做好苹果的文章，把生态优势
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栖霞，你
觉得苹果的事情是产业，也是
事业；是技术，也是艺术！到处
都是苹果的元素，看苹果画，
唱苹果歌，跳苹果舞，摆苹果
工艺品……二便是做好了水
的文章。栖霞风景美，最美长
春湖。“胶东屋脊”的群山之
间，兀自出现一片比西湖还要
大的水面，一派“高峡出平湖，
当惊世界殊”的气派，形成了
独特的小气候，自然使周边的
环境增添了诸多灵性和秀气，
也使栖霞的风景之美有了魂
魄与灵气。坐船在湖上游览一
趟，又坐车在环湖公路上转了
一圈儿，真有画中人之感。看
湖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望
岸边，果树成林，杨柳依依，你

觉得这才是望山见水、乡愁可
寄的最佳境界。

再一方面就是栖霞的人
文环境与风土人情也与沂蒙
山相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相同与相近的水土，滋养出来
的人的地域性格、风俗习惯、
人际关系，应该也差不多，比
方性格上的温柔敦厚、沉稳又
坚毅，人际关系上的乐善好
施、平和又忍让等等。我几次
去保存完好的“牟氏庄园”参
观游览，每次都会想到这地方
的人应该是特别宽容和敦厚
的，无论什么样的运动，甚至
是被称作十年浩劫的“文革”
期间，都没有什么过火或过激
的行动，在“破与立”的关系
上，建设性远大于破坏性。一
个北方最大的地主庄园，保
留、修缮得如此完好，成为著
名的旅游景点，造福后人，就
很能说明问题！

地域性格的形成，除了水
土或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当
然与该地的历史底蕴或文脉
也有关。栖霞是道教全真龙门
派创始人丘处机的故乡，被誉
为“东方道林之冠”的太虚宫，
便是他创办的，如今的长春湖
也是以他的号命名的。我也是
到了栖霞，才对先前只知曾被
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的丘处
机的为人处事始知一二。比
方，他那几乎与生俱来的悲天
悯人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人

生态度：“十年兵火万民愁，千
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
下，今春须索冒寒游。不辞岭
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也正是这种心系天下苍生的
情怀，才使得他于七十三岁高
龄，万里西行，规劝成吉思汗
敬天爱民、寡欲止杀：“欲得天
下者，必先止杀，民心所向，治
天下之根本矣！”后世的乾隆
也不由得称赞其一言止杀、济
世有功。

这样的思想或情怀延续
下来，酿成温柔敦厚、不过激
过火的地域性格，应该是自然
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哦，那个长春湖，还是烟
台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哩，栖霞
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这一湖碧
水，哪怕影响财政收入，也坚
决拒批任何污染项目。

那次艺术节的开幕式上，
栖霞市接受了两块匾牌，一是
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文
学之乡”，二是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苹果文化
之乡”，由此也能看出这地方
的文脉与文气。

栖霞的名字好柔美！据说
是依据“日晓辄有丹霞流宕，照
耀城头，霞光万道”的记载，定
名为“栖霞”，意为朝霞栖息的
地方。我每次去栖霞，都有一个
强烈的印象与念头，那就是：它
让我看到了美丽乡村的模样！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部分富裕起来的国人疯狂购
买来自欧洲的名贵衣服、包包、手
表等现代意义上的奢侈品，花费甚
巨。最近，这股购买热潮又转移到
了日本，所购商品包括电饭锅、大
米和马桶盖等普通消费品。人们自
然要问，我们正是制造这些产品的
大国，为何非得不远万里去买别人
的东西？

除了文化体验、炫耀性消费等
比较“虚”的原因，这些奢侈品质量
上乘、做工精细考究更是实在理
由。它们中的一些就在中国大陆贴
牌生产，工艺设计说不定也出自国
人之手，但国人就是做不出自己的
大品牌，这是为什么？

其中一大原因，是为假货所
累。由于仿冒者不在少数，使得几
乎每一家高档白酒生产厂商都有
自己的打假队伍，但打不胜打，难
以杜绝。与20多年前相比，今天国人
所造的假货，质量已大幅提升，有
的与正品相比，简直难辨真假了，
但这并不表明某一种奢侈品品牌
即将诞生。

奢侈品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
的培育，它上面往往会附着历代生

产者的精神追求，有着各种各样的
故事。对追求消费体验的人来说，
假的就是假的。假冒奢侈品哪怕质
量上乘，但仿冒品背后的生产者留
给消费者的形象，除了急功近利、
好走捷径的心态，本质上该产品还
出自犯罪分子之手，因而“身世”并
不清白。可以说，只要我国大陆市
场上的假货没有灭绝、存在假货的
土壤没有铲除，中国大陆就不大可
能产生出现代意义的本土奢侈品
品牌。

另一大原因，是在中国大陆，
精致生活尚未成为一种全民性追
求。过上精致生活的首要条件，是
经济收入水准要达到相当程度，目
前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尚需进一
步提升。如果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
水平低下，产品生产者提高质量的
动力是不足的，因为低端制造已足
以保证利润。

精致生活不等于暴发户的生
活，它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积累和体
认，所以并不是中国人忽然间暴富
了，就自然而然知道如何过上精致
生活。精致生活不仅是一种私人生
活，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比如关心
周围的公共场所是否整洁、空气和
水是否干净甚至一处墙角和花坛
是否都得到认真处理。普通人形成
一种认真对待周围环境的氛围，奢
侈品所需要的精致才会呼之欲出。

好像是1988年的暑假吧，
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在烟台
举办学术研讨会，由烟台师院
承办。会长田本相先生给我发
了个通知，我立马高高兴兴去
了烟台。会议开幕式一举行
完，即刻就“移师”养马岛了，
我们大都高兴得不行。烟台谁
没有到过？养马岛可是久闻大
名，无缘一面啊。但真正到了，
却也不免略有失落之感。那时
的养马岛，虽然自然景色不
错，但草创伊始，除去孤零零
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四周好
像什么建筑也没有，连大树也
没有几棵。可会议还是开得有
声有色，应该说是正儿八经的
学术研讨。与会的老中青三代
学人，都带着认真撰写的论
文。会议的学术氛围，也是相
当的浓烈，和后来的一些所谓
的学术会议比较起来，实在太
令人怀念。

第二天讨论会的下午，发
言起了争执。年长一辈的资深
学者和年轻一代的新锐学人
在戏剧史的具体评价上分歧
严重。老学者们火气很大，用
词特别激烈；年轻人也不甘下
风，据理力争，但到底是“师道
尊严”的观念那时还不曾扫地
以尽，终于以老学者“做总
结”，年轻的硕士、博士们“受
批评”结束。会后，两代人还是
各自心气难平，言辞与面色都
显得冷冽生疏一些。

从年龄论，我与年轻人比
较接近；但从读书的年代看，
又分明更接近老学者——— 于
是，在这场主要是学术但又分
明夹杂着意气的“论争”中，我
倒不自觉地成了那则著名的
寓言故事中的“蝙蝠”。

晚饭后，老学者们好像大
都比较疲累，大厅及楼外，都
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还是年轻
人精力旺盛，三三两两在散

步、交谈、吸烟、说笑……无意
中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计
谋”，而且，第二天凌晨，居然
真个被“实施”：我还没有起
床，就听得宾馆四周响起一片

“样板戏”的声响，有的当然有
板有眼，颇似李玉和、杨子荣
的腔调，但多数不过是逼尖了
嗓子干号，李铁梅不像李铁
梅，阿庆嫂不像阿庆嫂，直听
得人们陷落进刚刚过去不久
的“文革”年代！这一招果然奏
效，上午的会议气氛立马变
了，昨天还生龙活虎的老专家
们好像大都打蔫儿了，一位位
垂头丧气，再也没有什么“战
斗力”。下午略有缓和，但终究
未能完全恢复初始的氛围。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
革”记忆在发酵。从牛棚里九
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的人和
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
可能有共同之处？

平心而论，我在“文革”中
并没有特别悲惨的遭际。首
先，我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
头。批斗倒也批过一小拨儿，
非常短暂。那是“文革”刚刚开
始，此前，我是班主任一枚。学
校的“四清”工作组严命各班
主任提交学生“左、中、右”的
名单。我找不到中和右，就把
班里的党员、干部作为“左派”
学生上交。这份名单被查抄出
来，我就有了把“革命学生”打
成“右派”的滔天罪恶——— 因
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云。造
反派学生要我低头，我低了，
要我认罪，我认了。只是他们
一定要我自己“上纲上线”为

“阶级报复”，我迟迟不敢应
答。于是有满满三教室的大字
报和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
语贴出来，说是要“坚决彻底
打掉”我的“反革命嚣张气
焰”。但很快就不再打了———

大概一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
“气焰”，无从“打”起；二是他
们又有更伟大的革命任务，顾
不上我这级别的专政对象。事
后想想，他们打得也真是坚决
彻底，而我倒真是从中受益不
少。因为从那以后，直到今天，
甚至永远，我都不可能有任何
气焰了。今生今世，就永远在
无穷无尽的谦卑中度日。

其次，我也没有被关进
“牛棚”。“文革”刚刚开始时，
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
反坏右统统关进了牛棚。接着
是打倒一切“走资派”。我不够
资格成为这六类人物，混进革
命群众的队伍又绝无可能，于
是被界定为“杂七杂八人物”。
后来想想，觉得他们那边真有
才，这归类多么恰当，简直可
以申报发明专利了。“杂七杂
八人物”的历史使命，主要有
两项：一是候补，二是陪斗。

我坦白，其实在“文革”
中，我也并非十年如一日地驯
良，也有过一次对当时的领导
大不敬的孟浪行为。那是1966

年冬，我们出入必经的教研组
门口，迎面贴出一张大字报。
其中大多数字体连教古汉语
的同事都辨认不出，只有不到
半数的字可以辨识：完全是一
派极其下流污秽的话语，诟骂
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位出身不
好的男女老师，其用语之卑
劣，出于几乎所有人的想象！
署名是“捉鳖队”。我实在想不
明白，一场以文化命名的革
命，怎么能够激活此类人物内
心蕴蓄已久的那么恶劣的内
容！在这样的铁蹄下苟活，又
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即使还
喘着气，又有什么意思？我于
是偷偷用浓浓的墨笔把那个

“捉”字涂抹掉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

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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