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生长于齐鲁文化圈的山东人，背负的传统
更为沉重。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道德理想主
义”倾向束缚着他们的个性和思维；而安土重迁
的乡土意识也限制了他们到海外留学或到京、
沪两大文学中心谋生的脚步，所以在以反传统
为基本立场的现代文学史上，齐鲁大地涌现出
来的作家数量有限，创作成就也无法与浙江、四
川、湖南等地的作家相比，这与山东作为一个文
化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山东现代作家表现差强人意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程中，山东籍作

家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新潮》社
的傅斯年、杨振声紧紧追随《新青年》主将们的
脚步，参与到五四新文学的创建之中，使《新潮》
成为《新青年》的重要精神同盟。“文学研究会”
成立的时候，王统照乃发起人之一，并成为这一
组织中极为重要的小说家。在沈雁冰主编的《小
说月报》上，山东青年小说家王思玷有多篇作品
问世，并获得了批评家的好评。自1920年代后期
开始，山东作家数量有所增加：臧克家、李广田、
孟超等，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
关注。但总体而言，山东作家在整个现代文学史
上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创作成就来看，与浙江、四
川和湖南相比，还是差得很远，这与山东在中国
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山东历来是中
国文化和文学的重镇，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古
代文化、文学史上，山东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之
士：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晏子、孙子及
刘勰、辛弃疾、李清照、王士祯、蒲松龄等等；在
当代文学史上，山东作家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建
国初期的知侠、曲波、冯德英、峻青、王愿坚以及
1980年代以后以张炜、莫言、尤凤伟为代表的
“鲁军”，成为文坛上耀眼的星群。与古代和当代
相比，山东现代作家的表现就显得差强人意。其
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齐鲁大地的文化和文学
生态，是制约山东现代作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

传统文化处在被抛弃的境地
山东作家的文化母体是齐鲁文化，在古代，

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所以山东文人凭
借自幼浸淫的文化传统，很轻易地占据了文化
上的制高点。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文化
多元格局的形成，反传统问题的悬置和儒家文
化地位的提升，使山东作家再次拥有了文化上
的优势地位，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
的文化资源。但在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文化处在被审判、被抛弃的境遇，这
对山东作家来说冲击更为剧烈，导致了山东作
家的文化上的“断根”状态，而齐鲁文化固有的
保守性，也限制了他们开拓与探索的脚步。

齐鲁文化由先秦时期的齐文化和鲁文化融
合而成。齐文化重商业，尚消费，鲁文化重农业，
尚礼仪，二者融合之后，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基
础的齐鲁文化，其核心是宗周礼的鲁文化，即

《论语》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
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在汉代借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运动，被推向全
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
传播。但在齐鲁大地，儒家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其
他任何地方，尤其在民间，其渗透程度至深且
巨，并铸成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种种规范和
规则。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道统，那么
在齐鲁之邦，它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性力量，这
是其他文化圈所不具备的。正是这一深厚的文
化积淀和内化，对现代山东作家产生了影响，并
制约了他们走向现代的脚步。

尾生与郭巨的道德越界
中国各民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道德礼

仪，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而在
山东，这种道德取向更为强固，并演化为一种道
德理想主义精神——— 在恪守道德原则时常常趋
于极端：喜欢以“泯灭自我”、“牺牲自我”的极端
方式，彰显道德的神圣与崇高，也就是盗跖嘲笑
的“离名生死”。这可能是在坚守道德操守方面，
齐鲁之人最为突出的特点。提到山东人，除孔、

孟这些圣人外，人们会想到宋江、武松、李逵这
些豪迈之士，也会想到诸葛亮、孙武这些智慧的
化身，但我认为最能代表山东人行为方式的是
两个人：一个是尾生，一个是郭巨。尾生与恋人
在桥下约会，河水上涨，他为了诚信，决不躲避，
抱着桥下的柱子直至淹死。据说跟他约会的女
子遭到了父母的阻拦，所以未能及时赴约。等她
逃出家庭赶到河边时，发现尾生已经抱柱而死，
随即投河自杀。如果当初他变通一下，到岸上等
候的话，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郭巨家贫，
老母为了照顾小孙子，经常吃不饱，为此，郭巨
便想将幼小的儿子活埋。这种对道德完美的非
理性化追求，其实已经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所以
说，他是道德上的圣人，也是残忍的杀手；是一
个孝顺的儿子，也是一位血腥的父亲。他没有意
识到，他的孝敬，是对他老母亲的最大伤害。尾
生和郭巨所代表的这类现象，我称之为“道德越
界”(对道德或善意的使用，超出了正常范围)。现
在在山东人身上还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是
不再那么极端而已。例如，山东人请你喝酒时，
总想把你灌醉，以示好客；山东人帮你忙时，经
常殷勤到你接受不了，以示热情；他们真心夸
你，以示善意时，经常由于夸奖过度，让你觉得
像是讽刺，但他们内心是绝对真诚的。如此之
类，就属于一种“越界”现象。

济南更适宜赏花饮酒
道德上的越界和行为上的粗犷，造就了山

东人性格的基本特征：豪放近于粗野、诚信近于
痴愚、守道近于僵化、善意近于偏执，说到底，还

是一种保守心理在作祟。
对山东人而言，这种保守倾向是深入骨髓

的，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而中国现代文学恰
恰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发轫的，它提倡个性解
放，追求人的自由，这与齐鲁文化的本质产生了
激烈冲突。所谓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对山
东作家来说更有切肤之痛，反抗起来也更为艰
难。所以山东现代作家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作家
相比，他们反传统的任务更为艰巨，他们背负的
传统负累更为沉重，他们走向现代的步伐也就
不免迟缓。

丁玲在1930年代曾经到过济南，她的感受
是：“济南封建气味太浓，适宜赏花饮酒，不能进
行创作，只有上海才有时代巨流激浪而能产生
创作冲动。”这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山东的文化氛
围。从山东现代作家的实际表现来看，他们在恋
爱、婚姻、交友等多方面依然恪守着严格的道德
规范，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为时代潮流所裹胁，不
为人先，不持异说，不以极端的姿态示人，从而
也缺乏明显的开拓性和叛逆性。王统照是山东
现代作家中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但他在
年轻时主动放弃了自己选择的爱人，屈从包办
婚姻从一而终，矢志不移。在文学上，他也中规
中矩，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从未引领潮流。傅斯
年、杨振声从未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
业，而是将教育和学术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这
符合齐鲁文化的处世之道。臧克家、李广田在文
学创作中体现了温柔敦厚、以民为本的人道主
义思想，这是儒家的“仁爱”和现代人道主义思
想相结合的产物。所以齐鲁文化的道德理想主

义，以及山东现在作家背负的传统重担，成为他
们走向个人主义，走向个性解放的负担，从而制
约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

天灾对文化发展的毁灭性打击
山东在近现代史上灾连祸结，民不聊生，这

直接影响了山东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像王统照、
臧克家均出身于较殷实的家庭，才获得受教育
的机会，而在种种灾祸的蹂躏下，山东民众普遍
贫困，殷实之家少之又少。山东地处北纬34°—
38°，极易出现旱灾和水灾。以旱灾论，自1840年
至1948年的109年间，除1882、1895年两年外，其余
107年山东均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而水灾就
更为严重，自1855年黄河发生了最后一次改道，
从山东东营入海，黄河下游的水患全在山东境
内。根据有关史料的统计，晚清72年中，除1856、
1859、1864、1877四年未发生涝灾外，其余68年山
东均有不同程度的涝灾发生，涝灾发生的年份
约占晚清时期的94%，充分表现了近代山东“十
年九涝”的规律；在民国时期，涝灾更为严重，尤
其是1921、1924、1927年的特大涝灾，导致民众流
离失所。除自然灾害之外，还有兵灾。山东地处
南北要冲，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近代史上
山东战火连连，生灵涂炭。灾荒与灾难，在导致
民众生活困难的同时，也会导致人口素质的大
幅下降。民国时期对中国很有研究的美国学者
亨廷顿将广州和济南作了对比，认为广州大街
上有载笑载语的女性，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辫
子和小脚很难见到；而在济南，人们满脸菜色，
且女人十之八九裹着小脚，男人50%拖着辫子。
由此反应出了山东的落后，他由此感慨：“历史
上的山东是中国人文进步的中心，如今会落后
到这般地步，真不能不令人惊怪。”文化上的保
守和连年的灾荒，对山东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
打击。

中国人安土重迁，而尤以山东人为重。孔子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训诫，民间“玩龙
玩虎不如玩土”的谚语，都表明了齐鲁文化的故
土情结。山东人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离开故
土，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一条路：闯关
东。而现代文学是离家出走的文学：到上海，到
北京，或到海外留学，是现代作家的通行路线。
尤其是海外留学，是中国现代众多作家的成功
之道。但山东人即使暂时离开故土，他们也朝思
暮想生养自己的家乡。

这一点在山东现代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充
分的表达。李广田自我表白说：“平日和朋友讲
笑话，我常说我这个人最是狭隘，我也许一生奔
泊(波)在外，但落叶归根，我大概终需把我这父
母之躯体归葬于父母的乡土，纵不得如此，我也
难免把此生了结于一个怀乡的念头吧。实在，我
对于故乡的事情最不能忘怀，那里的风景人物，
风俗人情，固然使我时怀恋念，就是一草一木，
仿佛都系住了我的灵魂。”

臧克家称李广田“规行矩步”，其实这也是
山东人的基本特点。《山雨》中的奚大有，到青岛
拉车后，唯一的愿望是攒足钱后回家卖(买)地，
这与同样拉车的祥子有着明显不同。

被称为“地之子”的李广田和“泥土诗人”臧
克家都表现出了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情
结，使山东人在近现代史上出国留学的人很少。
根据《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提供的一份材
料，在1908年—1911年的三年时间内，中国到日
本留学的人数以湖北、江苏、浙江、四川最多，而
山东是最少的省份之一。同样，除了到北京、上
海攻读大学的学生外，山东人也极少到北京、上
海谋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试想，像沈
从文、丁玲这些作家，如果不是到北京闯荡，是
很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但山东人身上就缺
少这种精神。他们闯关东，也主要是因为长期以
来形成了亲友关系网，所以他们就将东北作为
自己谋生的出路。

《聊斋志异》中的《安期岛》讲述了明末首辅
刘鸿训任翰林院编修时出使朝鲜的传奇故事。
刘鸿训在安期岛的神仙洞窟因畏寒未饮“其凉
震齿”的茶水，无缘得道成仙；又因为在船上开
视朝鲜国王赠送的宝镜导致海浪滔天，不得不
弃镜保船。蒲松龄似乎要通过这两件事说明天
道不测，造化弄人。查阅《明史》列传，刘鸿训一
生两起两落，其命运极富传奇色彩。

刘鸿训(1565—1634)，字默承，号青岳，今淄
博市周村区太和庄人。明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
先授庶吉士，后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国史。
天启六年二度被贬，崇祯元年奉旨还朝，后遭奸
佞陷害，被贬往代州守卫边防。崇祯七年五月，
刘鸿训在边防营地去世。著有《四素山房集》、

《皇华集》、《玉海纂困学纪闻钞》等。
天启帝即位后，鉴于辽东局势吃紧，决定派

官员出使朝鲜，联络朝鲜共同抗击后金。但是，

明廷端着天朝大国的架子，不愿派重臣出使朝
鲜，于是，时任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的刘鸿训
被选中，“赐一品章服”，于天启元年二月出
使朝鲜。刘鸿训在朝鲜逗留期间，以其出色的
文才、雍容华贵的气质，取得了朝鲜国王和各
阶层人士的信任，使他们坚定了同明军联合抗
击后金的决心，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文
化的了解。回国时辽阳被清军占领，朝鲜为其
建造两艘洋舰，让他绕道回京。途中曾收容难
民同行。刘鸿训在朝期间的诗词歌赋被编辑成
书，由国王赐名《皇华集》，广为传诵。刘鸿
训回国后，天启帝赐一品衔，升翰林院侍讲，
再后来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当时阉党首领魏忠
贤大权独揽，为害朝野，刘鸿训一身傲骨，拒
绝魏阉的拉拢，被魏忠贤视为眼中钉、肉中
刺，矫旨罢免了他的官职。这是刘鸿训第一次
大起大落。

天启七年十一月底，崇祯帝用枚卜法廷推
阁臣，选出的6人全部以礼部尚书衔入值文渊
阁，刘鸿训位居末位。刘鸿训原来的官职是少
詹事，官阶仅为四品，升任礼部尚书后，成为
二品大员，时称“金筷相国”。刘鸿训进入内
阁后，当仁不让，勇当重任，举贤荐能，面斥
人非，崇祯元年七月即升任内阁首辅。但是，
刘鸿训在得到崇祯帝赞赏的同时，也因为胸无
权术、忠直耿介的性格，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崇
祯帝。一是请发“帑币”。守卫边疆的士兵因
为缺饷哗变，户部无钱开支，刘鸿训请求皇帝
拿出私房钱发饷，以显示皇恩浩荡。崇祯帝生
性吝啬，让他拿出帑币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于
是失去了崇祯帝的信任。二是讥帝“冲主”。
有一次，刘鸿训向崇祯帝提出建议被否决，回
到家中感叹道：“皇上毕竟是年幼的君主！”
意思是说，当今皇帝是“冲主”，即不懂事的

小孩子。崇祯帝极其自负，听到刘鸿训这样讥
讽自己，已经在心中为刘鸿训定下了死罪，并
且是不赦之罪。就在这年九月发生了“私改敕
书”事件，崇祯帝着令将刘鸿训“革职候
勘”，让廷臣议罪。崇祯二年，刘鸿训被流放
代州(今山西代县)戍边。崇祯七年五月，刘鸿
训死在戍所，时年69岁。这就是刘鸿训第二次
大起大落。

刘鸿训被两代皇帝重用又被罢黜，一生两
起两落，大宠大辱：宠，平步青云，位极人
臣；辱，身系缧绁，老死边关。这样看来，冥
冥之中似乎有一位造物主在主宰着人们的命
运，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由它操纵
着，人们在它的面前只有逆来顺受，不能有所
抗争，这就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早已
深深地烙印在大多数人的心里。事实果真如此
吗？刘鸿训的悲惨结局，当然不是造化弄人，
而是封建政治制度残酷黑暗的真实体现：在那
个需要奴才也只有奴才才能生存的时代，秉性
耿介不阿的刘鸿训不逢迎皇帝，不谄媚权贵阉
党，特立独行，独善其身，怎么会不招致诋
毁，进而被置于死地！人们常说，性格即命
运。刘鸿训的悲剧人生，正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的个性，就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山东现代作家从哪里被落下
□ 张全之

■ 群贤毕至

■ 文化头条

七品小官出使朝鲜
□ 孙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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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强调“计
谋”，重“智”而不重“力”。孙子提示的兵家“五事”，
有“道天地将法”，却没有“器用”，也就是闭口不谈
武器装备。孙子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理论高度的
需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他知
道，当时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质的飞
跃从而影响战争进程，因此不予讨论。但是孙子没
有料到，他闭口不谈武器装备，客观上形成了一条

“缝隙”，后人由此钻进了歧途。
扩大这条“缝隙”的是孙子的选将标准：基于

“兵者诡道”的认识，孙子自然将“智”列为选将的
首要条件：“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一点对后世
影响很大，多数情况下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历代杰
出的兵家如孙膑、韩信、曹操、杜预、李靖、刘基等，
本身都具有智囊的特点，而不仅仅是战将。他们秉
承孙子的精神，将“计谋”“诡道”发挥到登峰造极
的地步，让世人见识了“计谋”的威力，铭记下“诡
道”的奇效，“以计代战一当万”。信徒们诵习孙子
的妙诀，敬奉而不敢吹毛求疵，很少有人去关注

“器用”，很少有人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武器装备更
新。他们不懂得，“计谋”“诡道”只有在双方物质手
段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才有用，一旦双方物质手段
悬殊，优势一方完全可以用堂堂之阵击败你的千
诡百谲。就这样，当“洋人”用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火
药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士兵手里依然是弓
箭长矛，信徒们“积习长技，俱无所施”、“不能自
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重视器用的军事家吗？
有。管仲、诸葛亮等，都很重视。明代戚继光在南方
带兵的时候，“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
之。”到了蓟门，他又特别重视战车的改进应用。然
而，即使戚继光，也没有将火器运用提高到应有的
层面，他的车战方法甚至仍在复制晋代马隆的战
术。而且，出于“防内甚于防外”的传统，明朝“恐传
习泄露”，严禁私造火器。这样，就使得这些舶自

“交趾”或“西洋”的火器无法全面装备，军事变革
成为泡影。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
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武器装备本身
物化凝结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因素”，物化凝结了
越来越多的人的智谋和力量，业已成为“人的因
素”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战略战术是无形
的智谋，那么，武器装备就是有形的智谋。这种有
形的智谋越来越先进，最终达到高度“人化”，使得
战争进行时离“诡道”越来越远，日益成为一种明
火执仗的摊牌与碰撞；作为补偿，它们实际上已将

“诡道”提前隐藏在平时的技术细节中，直到摊牌
时，才“堂堂正正”的爆发。孙子闭口不谈武器装备
问题，不但留下了“缝隙”，也隐含着矛盾。在古代，
这种矛盾可以忽略；在今天，“徒逞谲诡”，非但无
益，而且是危险的。

不可徒逞谲诡
□ 荆培运

■ 兵学奥秘

左丘明姓左不姓丘。《世本卷七》有云：
“左氏，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古
今姓纂》也说：“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
焉。左丘明，楚左史倚相。”这都说明左姓得源
于齐公族左公子，也就是说，左姓为齐公族左公
子之后。“丘”姓与“左”姓虽同是齐太公吕尚
之后，但其得姓时间不同，嫡庶有别，姓源当然
不同。丘迟的祖宗是齐国公族中的世子、宗子，
左丘明的祖宗是齐国公族中的庶子、支子。

史籍中确有左丘明冢在肥城一说，见于《魏
书·地形志》，且是二十六史中仅见的一次。左
丘明是鲁国人，史有定论。而肥城远处齐国。据
考，左丘明从未仕齐，自然不会得到齐国的食
邑。如真有食邑，则只有鲁国恩赐。况且左丘明
仅是史官，并非鲁国卿大夫，也没有得封食邑的
资格。春秋时确有肥子国，但不在齐、鲁，而在
河北藁城，这一点已经考古发掘证实。

左丘明在肥城说的关键依据之一是“丘姓后
人”。肥城丘姓历来以左丘明为其祖先为尊为
荣，不仅为“左丘明”守墓，且为其封墓垒冢，
据说迄今已有80几代的左丘明的丘姓子孙了。

但左姓的左丘明却要别姓的人来接续香火，
这在中国的姓氏史和风俗史上恐怕是空前的一
次。

唐林宝《元和姓纂》里说：“邱(“邱”本为
“丘”)，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姓，世居
扶风，《左传》邾大夫丘弱。扶风，汉平帝时邱
俊持节安抚江淮，王莽篡位后，俊留江左，居吴
兴。”《姓觹》“丘”姓下引《姓考》云：“齐
太公封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代居扶风，汉时丘
俊持节江淮，因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
《千家姓》云‘吴兴族’。”这才是丘姓得姓之
源和世系的真实。

早在清嘉庆八年，丘姓就借山东巡抚铁保之
力，“奏请立丘氏为左丘明之后”，但被朝廷钦
定否决。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
说：“依俞氏 (俞正燮 )之说，左是官名，丘是
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过这例
子。”

■ 齐鲁文脉

左丘明为何

不是肥城人
□ 褚福明

安土重迁的副作用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1950年，王统照与臧克家(左)等人合影

王统照

臧克家

李广田

王统照作品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