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印象
□ 厉彦林

中国版图上纵卧的太行山隔出两个省：山东和山
西。两省的人都喜欢夸赞自己的家乡。山西人唱《人说
山西好风光》，山东人更直爽，直接夸《谁不说俺家乡
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山好水养育和成就山东人。
壁立千仞的泰山给了山东伟岸的身躯，容纳百川的大海
给予山东博大的胸怀，百弯千曲的黄河赋予山东顽强的
品格，古老悠久的历史孕育山东的厚重与沧桑，山东伴
随五千年中华文明精彩，闪耀，超越……

印象一：“俺家乡也就一山一水

一圣人”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地处黄河下游，东临大海，西
为华北平原，南邻鱼米之乡，北接燕赵大地，拱卫京
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山东的确是块宝地，物华天宝，锦绣壮美，男女老
少都能如数家珍。据说，过去曾有两举子在京会考，两
人争夸自己的家乡好。江南举子夸：“俺家乡是千山千
水千才子。”山东的举子沉思半天则说：“俺家乡也就
一山一水一圣人。”

“一山”：即历代皇帝叩拜封禅的泰山，受命于
天。《诗经》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汉武帝登
泰山封禅，感叹泰山：“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
矣！赫矣！惑矣！”民间称泰山为“国山”，“泰山安
则四海安，泰山稳则四海稳”，自古泰山就是国泰民安
的象征。

“一水”：即趵突泉，济南素有“泉水甲天下”美
誉，趵突泉“水涌若轮”，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是
省会济南清澈闪亮的眼睛。亦有黄河之说、大海之说，
但都不够独特。

“一圣人”：即孔子，弟子三千，“半部《论语》
治天下”。孔府大门上有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写的一副对
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
人家”。上联的“富”上边无点，意寓“富贵”不封
顶；下联的“章”字出头，意为文章通天传千古。

历朝历代的皇帝大都往山东跑，不是祭泰山，就
是拜圣人。故山东境内关于皇帝的故事、传说很多。
你可以在故都遗址上寻觅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气，在
“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的杏坛旁感悟儒家精神
的智慧。

山东中部为隆起的山地，东部和南部为起伏的丘
陵，北部和西北部为平坦的黄河冲积平原，环抱着渤海
湾，海岸线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物产丰富，风光
秀美。《史记》记载：“山东多鱼、盐、漆、丝、声
色……”地下有煤、有油、有黄金，地上盛产庄稼、蔬
菜和水果，黄海、渤海湾鱼虾种类繁多，自给自足，餐
桌丰盛，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舒坦。怪不得郑板桥
早就为山东农产品代言，“烟台苹果莱阳梨，赶不上潍
坊萝卜皮”。

印象二：“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

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文明的源头璀璨深邃，跨越时空，照耀心灵。山东
既有农耕文明的纯粹与厚重，又有海洋文明的开放与包
容。

四五十万年前，“沂源人”就在这里直立行走；山
东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这片土地很早就点燃
文明的火苗，土著民族东夷族成为华夏族的一个源头。
在山东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大汶口陶文”和丁公村
“龙山陶书”，发掘出中国最早的城邦“城子崖龙山古
城”，拥有中国最古老的长城——— 齐长城。到大汶口文
化繁荣阶段，就初步形成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某
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说不定就曾是某个诸侯国的国都。

自古英雄辈出、英才济济，是儒家文化发祥地，也
是兵圣孙武的故乡，“文武双全”。圣贤智者群星灿
烂，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孔子、孟子、墨子、曾子、孙
子、管子，范蠡、鲁班、诸葛亮、戚继光、王羲之、李
清照、辛弃疾、蒲松龄，文圣、武圣、书圣、算圣、商
圣、孝圣、棋圣等巨匠耀眼夺目，都是齐鲁文化的杰出
代表、中华民族的骄傲，光耀千古。可谓“百年圣贤几
登临，天下名士看山东”。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孔子同苏
格拉底、释迦牟尼齐肩，若恒星照亮着人类文明的天
空。

山东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敢爱敢恨的好汉，又
出王侯将相和文人墨客。梁实秋说，“一般山东人的特
性是外表倔强豪迈，内心敦厚温和”。这里拥有世界历
史上第一所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
宫。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若
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
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
国标准人的资格”。山东孕育人文情愫，涵养人性温
度，人才辈出。2009年，中宣部、组织部、统战部、解
放军总政治部等十多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9名山东人入选“双百”候
选人，最终有19人荣膺“双百”人物，其中于化虎、马
立训、王尽美、任常伦、张自忠、杨子荣、明德英、赵
登禹等8位入选“百位英雄模范人物”，孔繁森、王杰、
王乐义、许振超、宋鱼水、张海迪、时传祥、李素芝、
李登海、焦裕禄、韩素云等11人入选“百位感动中国人
物”，数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2018年，党中央颁授100
名改革先锋奖章，其中山东籍和在山东工作的王伯祥、
孔繁森、许振超、李雪健、张瑞敏、韦昌进、周明金和
倪润峰等8位受表彰。这些山东人是纯粹的种子，是高尚
的镜子，净化人们的内心和灵魂，犹如夜空中一颗颗璀
璨的星辰，彰显无上荣耀和时代光芒。

醉眠共被的李白、杜甫在济南饮酒、赋诗，“诗
圣”杜甫感叹“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海右此

亭古，济南名士多”。人们想起孟子那句“孔子登东山
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感觉不登蒙山、泰山，就
留下遗憾，就感悟不到圣人的人生境界。

山东人，省内一个亿，省外、境外还有一个亿。世
世代代的山东人才星罗棋布，比比皆是，无以言尽。我
们到庙宇首先会看到大门左右两侧各一尊“门神”，左
武门神，右文门神。武门神即济南人秦琼。在李渊父子
推翻隋炀帝的战争中，好汉秦琼立下汗马功劳。忠、
孝、义、勇、信，涵盖了秦琼的一生。唐朝建立后他被
封为“护国公”。百姓尊其忠义，将他和山西朔州的尉
迟恭奉为门神，祈求驱鬼避邪、国泰民安。

在浩渺如烟的历史长河中，人人都是历史瞬间。无
数闪烁的瞬间，齐心照亮人类文明的天空。

印象三：“诚信仗义是奔腾在血

液里的遗传基因”

农耕与礼治，孕育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文化。“对
国家忠，对父母孝，对朋友诚”，这三根柱石，支起山
东人“吾日三省吾身”的镜子，复活诚信本土化、平民
化、生活化样本。在权威媒体公布的中国诚信指数中山
东一直位居前列。

诚信是心灵最圣洁的鲜花，是中华民族自古推崇
的传统美德。诚信既是山东金光闪闪的品牌，更是山
东人的基因密码和“第二本身份证”。诚实、忠信、
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等美德融合在一起，
塑造正统、地道的山东人，头戴礼仪之邦的桂冠。山
东人本性忠厚老实，不善言辞，不擅心计，关键时刻能
担当、顶事。有人说： “ 山东人乃中华民族的‘长
子’”。

《论语》屡屡谈及诚信问题。孔子从“文、行、
忠、信”四方面教育学生，诚信占半壁江山。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夏曰：“与朋友交，言
而有信。”与知己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两肋插刀。春秋
时期“管鲍之交”、伯牙子期泰山之阴“高山流水遇知
音”的故事流芳千古。

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对革命的忠诚与奉献更
是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沂蒙红嫂明德英
危急时刻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王换于和儿媳张淑贞，
冒着生命危险，抚养四十多名八路军后代，自家四个孩
子却因营养不良夭折。这真是超越时空、感天动地的大
爱情怀！

山东的精神气质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持续不断地向
文明根脉输送诚信营养，心灵原野开放着芳香的花朵，
孕育出诚信的累累果实。

诚信仗义的品格，锻造着时尚的山东品牌，成为纵
横天下的无形资产。有史学界的专家说：诚信仗义是奔
腾在山东人血液里的遗传基因，堪称价值连城的传家
宝。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造就了诚实守信、厚道担责、鄙视见利忘
义、敢于公平竞争的鲁商群体。海尔砸活诚信这笔无形
资产。世界驰名品牌海尔，前身是青岛电冰箱总厂，
1985年，刚任厂长的张瑞敏发现冰箱有质量问题，抡起
大锤砸下第一锤，砸得职工痛流眼泪。张瑞敏告诉大
家，有缺陷有瑕疵的产品是废品，质量和诚信才是金字
招牌。

说话办事凭天地良心。山东乡间一直流行“好借好
还、再借不难”和“受人之助、感恩回报”的淳厚风
尚，对人对事豁达洒脱，不小肚鸡肠、耍小心眼。困难
时期，邻居、对门互相借粮食，接济生活。没钱可以像
买鸡雏一样先赊着，最终多数人借少还多，甚至“借驴
还马”。家里来亲戚客人，即使家境贫寒，宁愿自己
饿肚子，砸锅卖铁也得让客人酒足饭饱。高山流水觅
知音，肝脑涂地为知己。话语落地砸个坑，生命藤蔓
上不开谎花。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地地道道的沂
蒙山人，传统思想观念比较重，外出工作四十多年，
乡情不变，乡音不改，心无旁骛，工作单位也能从一
而终。

山东交通学院率先在无影山校区建起“诚信驿
站”。倡导：你尊重我，我必须自尊；你信任我，我不
能失信。“五角钱的本子和几块钱的笔，以小见大，折
射出心灵纯度和亮度。”诚信用餐、诚信自行车、诚信
水站、诚信报摊、诚信剧场、诚信考试……汇成“诚信
山东”的洪流。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印象四：“山东的棋下活了，全

国的棋也就活了”

凝望中国版图，山东位于中国心口窝。近代以来，
山东的命运更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度沉沦于被瓜
分和侵略奴役的命运。刘公岛甲午海战以惨败告终，清
政府吞下这一粒苦涩的药丸。当然，这也成为中国近代
由惰性自满走向民族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凡是来过山东青岛的人，大都与“五四广场”上火
炬型的红色雕塑“五月的风”谋过面。1919年爆发的伟
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青岛的
主权问题。这尊雕塑是一缕螺旋上升的红色的风，代表
着百年青岛对历史和民族荣辱兴衰的追忆。

此后，山东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得以
传播。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
表参加中共“一大”。雷神庙战斗打响胶东抗日第一
枪，徂徕山起义拉开山东党组织独立自主参加抗战的
序幕。 1 9 3 8年底，山东各地的抗日起义武装组成八路
军山东纵队，与次年入鲁的 1 1 5师，齐力开辟山东根据
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血战台儿庄，海阳地雷战，铁道
游击队，沂蒙“红嫂”群体，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在抗日
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沂蒙山区沭水县板泉区渊子崖村(现
属莒南县)，抗日群众用大刀、长矛和土炮浴血抗击近千名
日伪军的进攻，村民壮烈牺牲147名，毙伤日伪军112名。南
方“三元里抗英”，北方“渊子崖抗日”，这两个故事早已镌
刻进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侵略的英雄史诗。

毛泽东评价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的棋下活了，
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
依靠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境内发生的莱芜战
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等大战、恶战，解放军越打
兵员越多，越打地盘越大。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开天
辟地的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自觉参军、参战和支前，形
成淹灭蒋家王朝的洪流。战争的胜利，是角力党心军心
民心的结果。

是的，山东人的忠是大忠，是敢于为国舍命、为民舍
命的忠。新中国成立前，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有30多万人
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有 1 1 0 0万人 (次 )支
前，近100万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山东在册烈士22万多
名。山东还有10多名万将士、干部北上、南下。近几年，省
里建设“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已经登记镌刻7万余山东
籍普通老战士的名字。每个名字都闪耀一分荣耀，都凝聚
一个家族，都是活生生的一部史书！

山东人赤胆忠心，日月可鉴，基因代代传承。1977年恢
复高考，各省自行命题，山东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多数学子饱含深情地写了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这一
天的见闻与感受，表达了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山东
小伙子身体棒、体格壮，是“当兵的好材料”。部队喜欢山东
兵。山东一直是兵员大省，每年向部队输送的兵员约占全
国的8%。青年人看重事业和功名。看看山东年年蹿高的高
考分数线，就知道山东的孩子和家长是如何拼命了。谁家
孩子有出息、有成就，就哼起小曲、心头就抹蜜，否则就抬
不起头、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盯着他的家庭一样。

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有难，
山东人一马当先，冲锋在前。“非典”那年，为“让患者身上
流淌着共产党员的鲜血”，血库立刻盈满，纷纷签字等待召
唤。2020年湖北闹新冠肺炎，山东又全力驰援。山东的医疗
器械和蔬菜、大蒜、苹果、大米、土豆、挂面、煎饼、杂粮等
源源不断运往湖北抗疫一线。这种“无死角”式的援助被网
友赞为“搬家式”驰援。

山东人走南闯北，留下好口碑。到祖国各省尤其是东
北、南方几省，经常有人自豪地说：“我祖上山东！”

印象五：“齐一变，至于鲁；鲁一

变，至于道”

以山东人为主的“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人
口迁移。两个世纪前，齐鲁大地上的农民推车、挑担、乘筏，
用自己的双腿和双手开拓了充满艰辛与血泪的“闯关东”
之路，说到家这是被穷“逼”的。有人测算过，从清代到新中
国成立前，前往东北的山东人约2000万以上。也可以说，东
北大开发，山东人立下汗马功劳。乡愁万里，根系一脉。

国运和山东命运紧密相连。近代以前，以农为主，山东

曾设置107个州县。代表性的城市分布在两条交通线上：
南北走向经济大动脉的大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德州
等，东西走向沿鲁中北麓的济南、周村、博山和潍县
等。直到19世纪中晚期，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大运河
航运功能衰落，沿岸城市日趋衰落，山东半岛沿岸兴起
了烟台和青岛两个海港城市。胶济铁路通车后打破了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刺激了商品输出。济南、博山、潍
县相继成为贸易中心，并通过烟台、上海、天津等通商口
岸，与国内外市场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坚守农业大省
的传统和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
脚踏古老传奇的土地，追寻“五侯争霸”“战国七雄”时的雄
风，难免产生大省尴尬。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凭借改革开放
优势、沿海区位优势和率先发展的高速公路，城市化沿着
海岸线和胶济铁路依次展开，青岛、烟台、威海和淄博、潍
坊、济南，形成新“T”字形发展态势，青岛、济南、烟台三座
城市正“三核”驱动。

新中国建立后，山东一直给国家长脸，伴随共和国精
彩。“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1955年至
1957年，毛泽东主席三次亲笔批示，肯定推广莒南县厉家
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三个村的典型经验，指导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农业、农村工作。改革开放，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开启山东由农业大省跨入经济大省的伟大征程，激活山东
大地沉睡的发展潜能，创造诸多奇迹，树起诸多农业、工业
改革的样板。

近些年，相伴奋起的沿海省份已渐行渐远，追兵越来
越近。新时代，新机遇，责任重大，形势逼人，山东人聚焦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定位，红着脸承认差距，从沂
蒙山到鲁北平原、从东海岸到大明湖畔，真的睡不着、坐不
住、等不起。当然有困惑、有烦恼，有反思中的醒悟，更有自
信、底气和勇气与希望！

《论语》有这么一句话：“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
于道。”千变万变，量变到质变。《易传》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山东大地有高有低，山东人能屈能伸。大大
咧咧、风风火火的山东人头拱地、爬坡迈坎，“腾笼换鸟”

“凤凰涅槃”。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两年，山东

痛定思痛，聚力高质量发展，吮吸八方新鲜空气，奋勇攀登
“泰山十八盘”。量的积累、质的转变，“由大到强”的历史
性跨跃，恰如硕大的花蕾憋着劲绽放，光彩夺目，芳香
四溢。

有次我和朋友聊天，他突然问我：“假如春秋战国
时代，齐国灭了秦国，中国历史该如何？”“假如齐文
化兴盛，山东会如何？”我说：“历史没有回头路，也
没有假设！”山东的文化与性格是把双刃剑，喜忧参
半，何是管用的“方剂”呢？唯文化这把金钥匙，能打
通蜕变崛起的命穴！

2017年秋，我因公出差深圳，站在莲花山深情凝望
邓小平阔步向前的雕像。伟人睿智坚定的目光，曾专程
校正过山东改革开放的航标！

印象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

山东人“忠厚诚信、勤劳智慧、勇敢朴实”的品格
和浓郁的民风民俗，形成豪爽直率的行事风格。

山东可看的地方多。古城人家、小镇人家、山中人
家、海岛人家、运河人家、黄河人家，泉城大明湖，青
岛栈桥，烟台山的灯塔，国色天香的牡丹，满天鸢飞的
风筝，“狐妖花仙”的传说，戴石头帽子的“崮”……只要
你进入山东，游览于山水名胜之间，处处有古迹和美妙的
景物，随时能嗅到历史的余香和乡土气息。

山东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历史悠久，鲜咸脆嫩，
风味独特，享誉海内外。其中尤以“爆、炒、烧、塌”等最有
特色。品尝“鲁菜”，结识热情豪爽的山东人。每个地方都
有自己的招牌菜，集市、庙会上随处可品尝到正宗的地
方小吃。“煎饼卷大葱”是山东代表性的吃法。喝酒、
蘸酱、吃大葱、啃煎饼，这与山东人豪爽淳朴的性格相
投。山东是农业大省，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外
出劳作随身都带着一沓煎饼，饿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出来
嚼几张充饥。

在山东“无鱼不成宴，无酒不成席”。几千年的岁
月更迭，沧海桑田，刀光剑影，酒是忠实陪伴者。贾思
勰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概括了酿酒技术。王羲之、李
清照、辛弃疾以及客居山东的李白、杜甫、苏轼等，都
因酒激发出万丈豪情。武松景阳冈下喝酒揍死老虎，连
喝一十八碗不倒，成为百姓心目中最英雄、最精彩的喝
酒故事。“杯中乾坤大，壶里日月长”，山东人豪爽大
气，不是酒量最大的，不是喝酒最快的，也不是最猛
的，但喝酒的规则、倔强和“劝酒”的套路，足会让你
记一辈子。

当然，如今山东人的“热情好客”更体现在文化上，
文化大餐正在加温，精神大餐更是指日可待。

山东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广纳天下英
才。乡风淳朴，尊老敬贤，待人热忱，涵养家的温暖。在外省
工作的人，大都喜欢回山东养老。李白在山东待客，“但使
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他在济宁住过二十多年，
留下一座太白楼和诗歌高峰。

泰山之巅，拨散浮云，遥望一个新时代的新山东正
拔地而起。“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
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还是孔圣人那句老
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们坚信：“好客山东”，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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