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心与烟台》⑧

故故乡乡的的海海波波

龙龙泉泉：：离离我我灵灵魂魂最最近近的的只只有有水水

吕孝良

龙泉镇古以泉名，因驻地
位于龙泉汤，汤水涌流如龙吐
水而得名。今则以国家级森林
公园昆嵛山、风景旖旎的千亩
水面昆嵛湖、华夏第二汤龙泉
汤、全国重点镇、山东省小城镇
建设示范镇、省级生态镇、山东
省旅游强乡镇、省级文明镇、好
客山东·最美乡镇等荣誉称号
而闻名于外。

近年来，龙泉镇紧扣中国
北方温泉养生小镇建设这一主
线，突出温泉养生、生态休闲两
大特色，加快打造实力龙泉、养
生龙泉、和谐龙泉、先锋龙泉。
走进龙泉，一片生命的绿色扑
面而来。它将山、泉、湖、河、寺
等稀缺资源集于一身，是生态
观光旅游养生的风水宝地。

龙泉因温泉而名。山水龙
泉，名不虚传。昆嵛山被誉为

“海上诸山之祖”，是全真教的
发祥地，闻名全国的道教名山，
也是一座历史名山。好山出好
水。龙泉汤温泉是胶东著名温
泉之一，开发于明朝，兴盛于清
代，历史悠久，清末《牟平县志》
中把到龙泉汤温泉洗浴列为

“牟平十景”之一，名为“温泉快
浴”，清朝诗人王苹曾写诗赞
曰：“石气松荫雨后凉，飞鸿流
水几垂杨。行人浴罢闲相语，可
似华清第二汤。”

龙泉因生态而美。生态龙
泉，如诗如画。昆嵛山动植物物
种非常丰富，是天然的生态博物
馆，有植物品种达1000多种。有
狼、梅花鹿等兽鸟200多种。国家

珍稀鸟类仙鹤、天鹅等陆续在隐
藏仙山深处的昆嵛湖安家繁衍。
群山，深湖，幽谷，潭瀑相连，佳
景迭出，水质洁净，环境幽雅，气
候宜人，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
量极高，是北方难得的一处天然
氧吧，是原始的、纯自然的、无污
染的生态旅游区，是最适宜人类
休闲度假的地方。

龙泉因文化而灵。人文龙
泉，底蕴丰厚。古往今来，昆嵛
山吸引了无以数计的帝王将
相、文人墨客和僧家道众。秦皇
汉武曾来此东巡，全真道教在
这里发源，扬州八怪高凤翰在
松泉观留下他精美的题诗……
他们或吟诗作赋，或铭碑刻石，
或凿洞建庵，从而为昆嵛山增
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使之成
为一座天然的文化宝库。神仙
文化、道教文化、温泉文化、红
色文化、胡同文化在这里交汇
融合。农民文化艺术季、文化下
乡巡回演出等在这里喜闻乐
见，深入人心。人文尤家泊子，
更因从这里走出了著名作家尤
凤伟而名声远扬。

山美，水清，汤灵，人和，原
生，清新，淡远，悠然，人间仙
境，世外桃源。龙泉镇得天独
厚，养生福地，全镇两万多人
口，八十岁以上老人1200多人，
百岁以上老人6人，远高于联合
国规定的长寿之乡标准。

今年，为推进“中国北方温
泉养生小镇建设”，发现龙泉，
展示龙泉，诗写龙泉，龙泉镇举
办了这次“好客山东，诗意龙
泉，养生福地”相约“中国北方
温泉养生小镇”——— 烟台龙泉

全国主题诗歌大赛征文活动，
参赛者来自全国各地，有老诗
人，也有小学生，有成名已久的
著名诗人，也有异军突起的后
起之秀，还有习诗不久的诗歌
爱好者。参赛作品质量颇高，文
笔优美，构思精巧，热情讴歌龙
泉镇的山水秀色美景、人民安
居乐业以及经济建设成就，寄
寓了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和
谐之道，凝练反映龙泉镇旅游
特色的金句和北方温泉养生小
镇的亮点诗句频出———

山东诗人刘向东要“常住
龙泉，做一个幸福的人”：

常住龙泉，做一个幸福的
人———

春天，我的眼眸，贴满了红
花绿叶

碧水清流孕道骨，仙风送
来茗茶香

夏天，我心幽雅恬淡，泊在
凉荫里

……
重庆诗人胡云昌则写出

“龙泉：离我灵魂最近的只有
水”的动人诗句，在诗中，诗人
写道：
起身离开温泉的那一刹那，我
的乡愁发出
连根拔起的巨大的疼痛，响彻
在骨骼里
让我异乡的梦痉挛，失眠成辗
转反侧的诗句
连入睡也用沐浴的姿势，这成
为一生的必修课

……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还

会有更多佳作涌现，各具特色，
异彩纷呈，值得期待！

青青草草地地
杨悦浦

也许是小时候常上山拾
草，从那之后，只要见到青草
总能惹出点思绪。

刚住进这个小区的时
候，楼群中所有可以绿化的
地方，都种植了各种观赏花
木，最让我心动的是到处都
植有草坪，特别是大院中央
植上了大面积的草坪，南北
东西一览无余，在千米步道
两侧，绿草盈盈，春光一派娇
嫩，夏雨一片润清，秋阳一时
丰满，冬风一缕苍灵，可人心
意。那草坪时常有园林工人
浇水、修剪、施肥，草坪就像
一个美丽的托盘，使这里的
生活浮现着宽和。都说青草
养心，我在大院漫步总能得
到一丝灵感，曾写下过一些
小文抒发心迹。

大院里原有的绿茵一片
的地方一律成了“癞痢头”，
原来的草，有的大面积死去，
有的被三叶草覆盖，有的杂
草趁机侵入长得比原来的草
茂盛得多。面对“癞痢头”，园
林工人浇水少了，很少修剪
了，有时高兴了就撒上点像
肥料的东西根本不起作用。
我问园林工人，为什么不挖
补重新植草？他们说，原来的
草很贵，不给钱拿什么植？我
突发奇想，如果把草清除后，
都铺上故宫那样的大青砖，
我们这里就和故宫一个级别
了。工人说，那就不要钱了？
啧啧！我多嘴了。

今天下雨了，开始下的
不大，我打上伞，又去雨地里
发幽思。

大院中心还有一半癞
“癞痢头”草坪尚未清除，雨
水把仅剩的一些草又浸出点
绿盈生气。它们还傻高兴哩，
谁知道明天命运如何？

想起那年在深圳参观一
处高尔夫球场，听人介绍说，
就球坑那块草皮就得200万美
元，我煞是惊愕！我们小区的
草坪草种据说也很贵重。一
个破草皮，身价如此之高，无
怪乎那个工人噎我———“那
就不要钱了？”

不就一块草地吗，就像我
们望儿山那里一样，让它们疯
长有什么不可以？什么灰菜、
扫帚苗、狗尾巴草，那些自生
自灭四海为家的杂种，欢迎到
我们小区落户，不行吗？

想想，人家那些野草也
许根本不愿意来这里，说是
创造小区人与自然的契合的
宜居环境，但在这种完全人
化了的地方，远没有在荒野
那里自由自在。大楼和道路
是水泥的，园林景观是人造
的，小区常驻人口近万人，彼
此住在单元房里，近在咫尺
不相识，彼此间只是一种陌
生的熟悉、隔离的密切，即使
搬迁楼里的四世同堂人家也
过不上四世同堂的日子了。
人们想重建往日的清谐，又
如何改变眼前的现实呢？

正在瞎想，一声闷雷吓了
我一跳，哦！天气预报说今天
还有雷阵雨，一向不太准的预
报，今天这么准。回家吧。我进
楼门的时候，大雨下了起来，
扫了一眼最后那块被雨水激
发出一点生气的青草地，也许
明天就没有了……

焦红军

冰心对父母家人的爱，也
经常拿对大海的爱来进行比
喻。她曾有诗云：“父亲啊！我
怎样的爱你，也怎样爱你的
海。”除了双亲之爱，冰心与三
个小弟手足深情。他们在一起
时，“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
里”，可见对大海的爱恋之情，
自小便萦绕着他们，冰心先生
也同弟弟们说：“我希望我们
都像海。”这样温暖和谐的家
庭，成为冰心先生爱之性灵的
最初养料，也玉成了她文学创
作的丰收，一改古人“穷而后
工”的观念。而海的意象，在冰
心先生心中也丰富为爱的象
征，并不断净化着她的性情，
启迪着她的灵感。“从这一天
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
占了一个极重要的位置，我常
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
笔下写着它……”

她对烟台大海的爱恋，已
经融入到了生命之中，甚至到
了痴迷的状态。这个富于幻想
的女孩子，在小小年纪时，便
已经面朝烟台的大海构想了
自己未来的生活，而且她的想
法又是多么的高尚——— 她要
为众生而操劳，终生当一个汪
洋大海里的灯台守。“我最喜
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
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
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

感觉！”“但是，唯一的条件，灯
塔守不要女孩子！”然而“清净
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
止灯台守，人生宽广得很！”最
终，冰心先生还是凭借着一颗

“海化”的心，将满心的爱诉诸
笔端，用温婉的文字来照亮人
们的内心。当然，这是后话了。

烟台海军学堂的学生，受
进步思想的影响，对清政府的
腐朽统治和中国海军的衰败状
况日益不满。他们订阅不少清
政府明令禁止的同盟会报刊，
开始逐步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
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个别学生
甚至与同盟会建立秘密联系。

清宣统元年 ( 1909年 )，筹
办海军大臣载洵视察烟台海
军学堂，认为学堂办得有成
绩，质量较高。于是，清政府决
定选派2 0名满族贵胄学生来
校学习，提前毕业，以加强满
族人对海军的控制。

满族贵胄学生的到来，激
起汉族学生强烈的反抗情绪，
双方不断发生磨擦。宣统二年
(1910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争
夺一项锦标，互相仇视的满汉
学生爆发激烈冲突。事件发生
后，地方官员秉承朝廷旨意，要
求校方严惩汉族学生。谢葆璋
不肯偏袒满族贵胄学生，据理
力争。不久，清政府命海军部官
员郑汝成来校查办此事。

郑汝成是谢葆璋天津水
师学堂的同班同学。他告诉谢

葆璋，烟台海军学堂中的各种
进步活动已引起清政府的注
意，京城的一些官员甚至指责
谢葆璋是“乱党”。郑汝成劝谢
葆璋赶快辞职，退身远祸，免
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

谢葆璋对清政府的腐朽
统治已不抱幻想，毅然辞去监
督职务，带着家人离开他倾注
了8年心血的海军学堂，返回
福州家乡。在家里，他不同意
女儿谢婉莹扎耳朵眼儿，更不
让给女儿穿紧鞋。也从来没有
责备过女儿，父亲是婉莹启蒙
的老师。

自此，谢婉莹结束了在烟
台看海的日子，结束了她一直
念念不忘的烟台童年生活。

自此，谢婉莹也就离开了
“故乡的海波”，再然后又离开
了温暖和谐的家人；来到了北

京，来到了美国，来到了昆明；
开始不断地接触着庞杂的社
会，不断地成长与思考，同时
也不断地用笔记录下来。这个
初出茅庐的思想纯洁的女青
年，心中满是关于美、关于善
的意念和印象，她也希望世上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像
她自己和她的家庭一样的幸
福。然而在那个布满阴霾的年
代，她却见到了许多普普通通
而心地善良的人们遭遇着不
幸，于是她心中那片盛满爱的
海洋变得不平静起来，渐渐被
时代的浪潮推上了文学的道
路。

自此，这个从烟台的大海
边成长起来的谢婉莹日渐知
名 ，成 为 了 家 喻 户 晓 的“ 冰
心”。

童年生活，总是能勾起人

的无限遐想。
对于冰心来说，更是如

此。
烟台，是一个诗意的名

字，也是一个诗意的城市。这
个与她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
理还乱般情结的地方，仿佛就
是上帝赐予她的一块福地，或
者说“诗歌之地”。在《忆烟台》
开篇，冰心便写下如此激情澎
湃的句子：“一提起烟台，我的
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
来……但是，关于烟台，我还
能说些什么呢？”想说的越多，
便越是没话可说。我们往往会
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写到自
己亲人的时候，笔触总是感觉
不到位；而写另外一些不熟悉
甚至是陌生的人与事，却又是
那么得文采飞扬。

但 是 ，我 们 也 不 可 否
认，一个作家的写作总是在
与 自 己 的 故 乡 和 亲 人 中 寻
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元素。当
然，这里的故乡和亲人不单
纯是我 们 日 常 生 活 所 说 的
狭义范围。

作家阿来曾说过：“故乡
是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
一个途径，一个起点。我们出
生的村庄是熟悉的故乡，但更
大的关于它的文化、它的历史
和背后构成社会的那个人群，
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理性而
深刻地理解故乡，并通过这片
土地来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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