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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山之巅，
“三牙”争雄众山小
撰文 5678 记者 凌云鹏 摄影 5678 记者 柳昊杰 通讯员 新忠 王强 言芳 娑娑
山&顾名思义&应该与牙有一定的关联% 牙山得名&缘于磅礴山脉中的'三牙(争雄&
这也是牙山最重要的主体形象景观%
清代苏法曾)咏牙山*诗曰+'鳞次尖峰未可删&青宵隆起峻难攀,此邦今日人文焕&锯齿
合名聚笔山$- 清代知县黄丽中诗曰+#锐峰凌空&攒聚如笔% (两人诗作&既描绘了牙山之险
峻&又揭示了山名之意境% 但牙山三峰又各具风姿+大牙如笋&勃然挺立&直刺云霄,二牙如
蛇盘居&陡峭险峻+三牙峰削如刃&显凌空之势% 大牙.二牙之间有一深陷隘口&称#大风口(&
如门洞开&甚为险要%
牙山三牙&分称大牙.二牙.三牙% 在坊间有#大牙矮&二牙高&三牙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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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山之巅，
“三牙”争雄众山小
牙山，
顾名思义，应该与牙有一定的关联。牙山得名，
缘于磅礴山脉中的“三牙”争雄，
这也是牙山最重要的主体形象景观。
清代苏法曾《咏牙山》诗曰：
“鳞次尖峰未可删，
青宵隆起峻难攀；此邦今日人文焕，
锯齿合名聚笔山”。清代知县黄丽中诗日：
“锐峰凌空，攒聚如笔。”两人诗作，既描绘了牙山之险峻，又揭示了
山名之意境．但牙山三峰又各具风姿：
大牙如笋，勃然挺立，
直刺云霄；
二牙如蛇盘居，陡峭险峻：
三牙峰削如刃，显凌空之势。大牙、二牙之间有一深陷隘口，称“大风口”，
如门洞开，
甚为险要。
牙山三牙，
分称大牙、二牙、
三牙。在坊间有“大牙矮，
二牙高，三牙才到二牙腰”的说法。二牙为牙山制高点，
海拔 805.
8米，三峰巨石叠立，高耸挺拔，
形如锯齿，故称“锯齿山”。因三峰攒聚如
笔，
又称“聚笔山”。
林木掩映，
满山绿色逼人眼
绕过著名的“十八盘”，
我们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来到了牙山脚下。抬眼望去，虽是秋季，
又逢傍晚，但满山的绿色仍尽收眼底，
视线所能及的全是绿，
根本容不下一点其他的色彩。此刻，我想到朱
自清的《绿》，
套用过来“我惊诧于牙山的绿了”一点都不为过。
回头望望我们经过的绿树掩映的古色古香的彩绘大门，
上方匾额上写的“牙山仙境”四个行书大字仿佛在昭告天下，
来到仙境牙山，肯定不虚此行。
次日清晨，
跟随牙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蔡进平，
我们再次走进牙山。一条长长的峡谷，两侧全是绿意浓浓的参天大树。大家的兴致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
困意和疲倦全部烟消云散，那种
曲径通幽之感在城市难以寻觅。“快吸吸牙山的氧气吧，把市区的废气往外排排。”同行者一句玩笑话，顿时令“最美烟台”采访组一行人笑声四起。
顺山道上行，
山上的植被异常茂密，高的大树，
矮的灌木，
把牙山严严实实地覆盖了起来，密得看不见岩石。两边的树，把山路遮盖起来，如同搭起一个绿色的天棚。仔细看去，有赤松、柳、菠萝、马
尾松、
枰柳、
枫等树木。灌木中有不少酸枣树，
上边结的酸枣一嘟噜一嘟噜，
如同一串串翡翠。树丛中还有许多茁壮旺盛的杜鹃。大的杜鹃一大蓬一大蓬，
足有一米多高。
看到我们，
1984年便到牙山林场工作的蔡进平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向我们介绍起深爱的牙山。“牙山森林面积 6000多公顷，
其中心游览区 586.
5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 93.
2％。景区
内木本植物有 65科、
289种，草本植物 600余种。牙山气候宜人，
空气含氧量高，
负离子多，
湿度大，空气质量优，
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公园有省内面积最大的天然藤本林，
更有罕见的大面积、
高密度的“三花”
（映山红、锦带花、
山樱桃）混交群落。每年‘清明’开始，
漫山遍野的山樱桃、
野杜鹃和锦带花自下而上相继绽放，整个牙山成为花的海洋，花期连续三个月之久，姹紫嫣红，赏心悦
目。”
93.
2％的森林覆盖率，
难怪绿色成为我们对牙山最深的认知。满山绿色逼人眼，
我想这句话用在牙山再合适不过。
姹紫嫣红，
山花烂漫醉人心
如果说什么季节来最合时宜，
已经攀登过无数次牙山的林新忠会建议你五月来。从小便生长在牙山脚下的林新忠对牙山四季景致熟记在心。“在我几十年的印象里，五月牙山正是山花烂漫之
时，此季登游，
享受眼福的同时还可以陶醉心境。”林新忠用自己的经验讲解着牙山的美景。
五月的牙山百草萌发，
百花齐放，处处透着一股春意。花儿是牙山孕育出来的可爱精灵，
漫山遍野，姹紫嫣红，
红的、黄的、
白的、紫的、
粉的……五颜六色，
色彩斑澜。高大的野樱桃花儿开得正劲，
白得似雪，一簇簇地堆积在伸张开来的枝条上，
层层叠叠，
秀色迷人，
掩映在绿树丛中显得格外耀眼。一阵凉爽的山风吹来，
淡淡的花香便会扑面而来，
沁入肺腑，令人陶醉。
“杜鹃是牙山上最常见的一种野花，
五月看杜鹃虽是过了一些时节，在山底下，
偶尔可以看到几株刚刚开败了的杜鹃上残留的几朵花儿，可是越往山上爬，你就可以发现杜鹃花便多了起来，开始
是一棵或是几棵，
等快到了山顶就变成了一片。”林新忠描述着他心中五月的牙山，
“那一丛丛的野杜鹃花儿，株株相连，
簇簇拥拥，手牵着手似的，把一朵朵张着喇叭状小嘴的粉红色花儿擎过头顶，
远看去仿佛是一块红锦织就的巨大地毯铺在牙山之巅，
十分壮观。”
其实，
牙山的花儿多得很，
有能叫上名字的，更有叫不上名字的。那齐腰深的權木丛中，
粉嘟嘟的锦带花，
白生生的绣线菊，黄橙橙的鹅耳枥……虽然没有杜鹃花儿那么艳丽，可是这儿一簇，那儿
一堆，
却把个五月的牙山妆扮得分外妖艳。还有那些草本的野花儿，
春天一到，他们便争先恐后地纷纷从黑黑油的泥土中探出稚嫩的身子，侧着小巧的脑袋惊奇地窥视着这大地上的一切。有的还没等
长出叶片，
那吮吸了一个冬天大地精华的花骨朵儿便饱涨着窜出土壤，抖动着妖冶的身段，比着，挣着，
好像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选美比赛。
要说比赛的话，
天鹅花可谓名副其实的冠军了，
一身漂亮的羽毛，白中透着淡淡的蓝色，
还有那细长的颈项高傲地昂起，尾部则像一把撑开的扇子，使劲地向上翘起，俨然一只只正在水中戏戏的
白天鹅。“天鹅花在每年 8月中旬盛开，
花期持续到 9月底。它的发现在全国，
目前还是唯一的。在偌大的牙山，
也只有一百株左右，
十分珍稀。”蔡进平说。
丰收金秋，登山品果润人喉
游牙山，有一句话游山“攻略”：四五六月观花，
八九月品果，
十月赏红叶。国庆金秋，
正是丰收的时节，
牙山植被还没有褪去绿衣，
但摇摇欲落的满山累累硕果，
光看上去，便惹人喜爱；咬上一口，
浸润咽喉，
蜜意顿生。
上山的路，越走越窄，
越走越陡。前边，
树木葛藤也越来越密。在一些纵横交织的葛藤下边，
我发现了一些如枣子大小的绿色果子，蔡进平说这是猕猴桃，
是牙山独有的野生猕猴桃。吃上一口，味
道与普通猕猴桃差不多，但口感更好一些，
味道也更纯正。或许这就是野生和人工培植的区别。其实，
除了野生猕猴桃，野葡萄、狗枣、山楂、山葡萄、
山李子、
山桃等比比皆是。只是发现山中野果需要
有一双火眼金睛。
一边走着一边吃山中野果好不惬意。蔡进平告诉记者：
“近几年，牙山又陆续引进了部分杂果进行试栽，
如草莓、
蓝梅等，
进一步丰富了牙山的杂果树种和品类。”登至山腰，大家席地而坐，蔡进平
摘来一些野果，
打开话匣子，开始如数家珍般介绍起牙山的山珍。翻看我们牙山宾馆的菜谱：
炖笨鸡、拌马扎菜、
拌竹叶菜、
炒鲜蘑菇、
炸知了猴、炸蝎子……样样都是在牙山就地取材。特别是一种炸蚕
蛹子，
鼓鼓的身子，
又大又肥，
呈褐黄色，很诱人的。
“这蚕蛹高蛋白，
很好吃，很香。”蔡场长说，就像到栖霞要喝白洋河一样，
在牙山喝的茶也是牙山产的石竹茶，
一股淡淡的清香，此刻，
你会认为它比
铁观音和碧螺春还要清香。
有幸在牙山吃饭，席间肯定会上来一盆全羊汤。蔡进平说，
“这羊是当地的一种黑山羊，是牙山所独有的。它的绒，
呈天然浅紫色，
处理之后可以直接制作纺织品，
而不需要漂染，
被称之紫色黄金。
黑山羊的肉又细又嫩，
不膻。”在蔡进平的讲述中，
几个野果已经下肚，
来了气力，
继续开始登顶牙山之巅的最后冲刺。
牙山之颠，直耸云端如仙境
埋头攀登，
不觉间，我们立在一个山坡上，
蔡进平指着东边高山后面露出的两个山峰说，
那就是牙山的主峰大牙和二牙。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
果然，
大牙矮，二牙高，三牙达到二牙的腰。早上
的牙山之巅，峰顶耸入云端，白雾缭绕，
真如仙境一般。“牙山仙境”应该指的就是此般景象。
一条人工铺就的石路将大牙、二牙，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紧紧地连接起来。虽没了路上的盎然生机，
却也不乏鲜活的生命，那些花儿草儿，
还有各种丛生的荆棘，
深深地扎根于石缝间。山这么高，
山顶上的草居然长得茂茂密密，
也真应了那句老话，
山有多高，
水有多高。其实，还是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好，
天地之间良性循环，雨水充沛，
山顶上的草木经常受到天露滋润浇灌的缘故吧？沐山风，
饮雨露，
它们在用顽强的生命张力，
张扬着牙山坚强不屈的个性。
除了“三牙”，
奇石遍布牙山，而且形态各异，
如牙山之巅的神龟石、
羊头石，近大牙顶的“撅子石”，
二牙南侧的仙人石等，
形象逼真，引人入胜。
栖霞也叫“山城”，大大小小的山脉鳞次栉比，
互相攀比。在二牙山顶，
看着被踩在脚下的层层山峦，不禁想起了杜甫先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名句。十几分钟过去，浓云突开，雾气
顿散，
太阳出来了！天和山顿时一片明亮。心情便豁然开朗，
放眼望去，
牙山美景尽收眼底，
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道道天然屏障，
与雄伟的牙山遥遥相对，
山下农庄的红砖绿瓦隐隐约约地点缀在万
绿丛中，别有一番风韵。
撰文 /
YMG 记者 凌云鹏 摄影 /
YMG 记者 柳昊杰 通讯员 新忠 王强 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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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山之巅!直耸云端如仙境

林木掩映!满山绿色逼人眼
绕过著名的“十八盘”，我们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
来到了牙山脚下。抬眼望去，虽是秋季，
又逢傍晚，但满
山的绿色仍尽收眼底，视线所能及的全是绿，根本容不
下一点其他的色彩。此刻，
我想到朱自清的《绿》，套用
过来“我惊诧于牙山的绿了”一点都不为过。
回头望望我们经过的绿树掩映的古色古香的彩绘
大门，上方匾额上写的“牙山仙境”四个行书大字仿佛
在昭告天下，来到仙境牙山，肯定不虚此行。
次日清晨，跟随牙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
蔡进平，我们再次走进牙山。一条长长的峡谷，两侧全
是绿意浓浓的参天大树。大家的兴致一下子就被提起
来了，困意和疲倦全部烟消云散，那种曲径通幽之感在

城市难以寻觅。“快吸吸牙山的氧气吧，
把市区的废气
往外排排。”同行者一句玩笑话，顿时令“最美烟台”采
访组一行人笑声四起。
顺山道上行，山上的植被异常茂密，高的大树，矮
的灌木，把牙山严严实实地覆盖了起来，密得看不见岩
石。两边的树，把山路遮盖起来，如同搭起一个绿色的
天棚。仔细看去，有赤松、柳树、菠萝、马尾松、枰柳、枫
树等树木。灌木中有不少酸枣树，上边结的酸枣一嘟噜
一嘟噜，如同一串串玛瑙。树丛中还有许多茁壮旺盛的
杜鹃。大的杜鹃一大蓬一大蓬，足有一米多高。
看到我们，
1984年便到牙山林场工作的蔡进平按
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向我们介绍起深爱的牙山。“牙

山森林面积 6000多公顷，其中心游览区 586.
5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 93.
2％。景区内木本植物有 65科、289
种，草本植物 600余种。牙山气候宜人，
空气含氧量高，
负离子多，湿度大，空气质量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
吧。公园有省内面积最大的天然藤本林，更有罕见的大
面积、高密度的‘三花’（映山红、锦带花、山樱桃）混
交群落。每年‘清明’开始，
漫山遍野的山樱桃、野杜鹃
和锦带花自下而上相继绽放，整个牙山成为花的海洋，
花期连续三个月之久，姹紫嫣红，赏心悦目。”
93.
2％的森林覆盖率！
难怪绿色成为我们对牙山最
深的认知。满山绿色逼人眼，
我想这句话用于牙山再合
适不过。

败了的杜鹃上残留的几朵花儿，可是越往山上爬，你就
可以发现杜鹃花便多了起来，开始是一棵或是几棵，等
快到了山顶就变成了一片。”林新忠说。
其实，牙山的花儿多得很，有能叫上名字的，更有
叫不上名字的。那齐腰深的權木丛中，粉嘟嘟的锦带
花，白生生的绣线菊，黄澄澄的鹅耳枥……虽然没有杜
鹃花儿那么艳丽，可却把个 5月的牙山妆扮得分外妖
艳。还有那些草本的野花儿，春天一到，他们便争先恐
后地纷纷从黑黑油的泥土中探出稚嫩的身子，侧着小
巧的脑袋惊奇地窥视着这大地上的一切。有的还没等

长出叶片，那吮吸了一个冬天大地精华的花骨朵儿便
饱涨着蹿出土壤，抖动着妖冶的身段，比着，挣着，好像
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选美比赛。
要说比赛的话，天鹅花可谓名副其实的冠军了，一
身漂亮的羽毛，白中透着淡淡的蓝色，还有那细长的颈
项高傲地昂起，尾部则像一把撑开的扇子，俨然一只只
正在水中嬉戏的白天鹅。“天鹅花在每年 8月中旬盛
开，花期持续到 9月底。它的发现在全国，目前还是唯
一的。牙山也只有一百株左右，十分珍稀。”蔡进平说。

楂、
山葡萄、山李子、山桃等比比皆是。只是发现山中野
果需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一边走着一边吃山中野果好不惬意。蔡进平告诉
记者：
“近几年，
牙山又陆续引进了部分杂果进行试栽，
如草莓、蓝梅等，进一步丰富了牙山的杂果树种和品
类。”登至山腰，大家席地而坐，
蔡进平摘来一些野果，
打开话匣子，开始如数家珍般介绍起牙山的山珍。翻看
我们牙山宾馆的菜谱：炖笨鸡、拌竹叶菜、炒鲜蘑菇、炸
知了猴、炸蝎子……样样都是在牙山就地取材。特别是
一种炸蚕蛹子，鼓鼓的身子，又大又肥，呈褐黄色，很诱

人的。
“这蚕蛹高蛋白，很好吃，很香。”蔡进平说，就像
到栖霞要喝白洋河一样，在牙山喝的茶也是牙山产的
石竹茶，一股淡淡的清香，此刻，你会认为它比铁观音
和碧螺春还要清香。
有幸在牙山吃饭，席间肯定会上来一盆全羊汤。蔡
进平说：
“这羊是当地的一种黑山羊，是牙山所独有的。
它的绒，呈天然浅紫色，处理之后可以直接制作纺织
品，而不需要漂染，被称之紫色黄金。黑山羊的肉又细
又嫩，
不膻。”在蔡进平的讲述中，几个野果已经下肚，
有了劲，继续开始向牙山之巅的最后冲刺。

姹紫嫣红!山花烂漫醉人心
“在我几十年的印象里，
5月牙山正是山花烂漫之
时，此季登游，
享受眼福的同时还可以陶醉心境。”从小
便生长在牙山脚下的林新忠对四季景致熟记在心。
5月的牙山百草萌发，百花齐放，处处透着一股春
意。花儿是牙山孕育出来的可爱精灵，漫山遍野，姹紫
嫣红，红的、黄的、白的、紫的、粉的……五颜六色，色彩
斑澜。一阵凉爽的山风吹来，淡淡的花香便会扑面而
来，沁入肺腑，
令人陶醉。
“杜鹃是牙山上最常见的一种野花，5月看杜鹃虽
是过了一些时节，在山底下，偶尔可以看到几株刚刚开

丰收金秋!登山品果润人喉
游牙山，有一句游山“攻略”：四五六月观花，八九
月品果，
十月赏红叶。国庆金秋，
正是丰收的时节，牙山
植被还没有褪去绿衣，但摇摇欲落的满山累累硕果，光
看上去，
便惹人喜爱；
咬上一口，
浸润咽喉，
蜜意顿生。
上山的路，
越走越窄，
越走越陡。前边，
树木葛藤也
越来越密。在一些纵横交织的葛藤下边，我发现了一些
如枣子大小的绿色果子，蔡进平说这是猕猴桃，是牙山
独有的野生猕猴桃。吃上一口，
味道与普通猕猴桃差不
多，但口感更好一些，味道也更纯正。或许这就是野生
和人工培植的区别。其实，除了野生猕猴桃，狗枣、山

埋头攀登，不觉间，我们立在一个
山坡上，蔡进平指着东边高山后面露出
的两个山峰说，那就是牙山的主峰大牙
和二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
大牙矮，二牙高，三牙达到二牙的腰。早
上的牙山之巅，峰顶耸入云端，白雾缭
绕，
真如仙境一般。“牙山仙境”应该指
的就是此般景象。
一条人工 铺就 的石 路 将大 牙、二
牙，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紧紧地连接起
来。虽没了路上的盎然生机，却也不乏
鲜活的生命，那些花儿草儿，还有各种
丛生的荆棘，深深地扎根于石缝间。山
这么高，山顶上的草居然长得茂茂密
密，也真应了那句老话，山有多高，水有
多高。其实，还是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
得好，天地之间良性循环，雨水充沛，山
顶上的草木经常受到天露滋润浇灌的
缘故吧？沐山风，饮雨露，它们在用顽强
的生命张力，张扬着牙山坚强不屈的个
性。
除了“三牙”，奇石遍布牙山，而且
形态各异，如牙山之巅的神龟石、羊头
石，近大牙顶的“撅子石”，二牙南侧的
仙人石等，形象逼真，
引人入胜。
栖霞也叫“山城”，大大小小的山
脉鳞次栉比，互相攀比。在二牙山顶，
看着被踩在脚下的层层山峦，不禁想
起了杜甫先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千古名句。十几分钟过去，浓云
突开，雾气顿散，太阳出来了！天和山
顿时一片明亮。心情便豁然开朗，放眼
望去，牙山美景尽收眼底，远处连绵起
伏的群山像一道道天然屏障，与雄伟
的牙山遥遥相对，山下农庄的红砖绿
瓦隐隐约约地点缀在万绿丛中，别有
一番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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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与牙山战役

寺庙

牙山自然景观优美& 人文景观丰
富% 三峰争雄.观日 台.神龟 石.隐 仙
洞. 影山湖等四十多处自然景观错落
有致% 有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
邱处机修道遗址.遗迹和草庵庙.天官
院.永昌院等庙宇遗迹 /有清初胶东农
民起义领袖于七屯兵. 作战遗迹和抗
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将军指挥牙山战役
现代革命史迹等十八处人文景点%
牙山曾发生过一场 激烈的 战役 &
这场战役是胶东反投降斗争的第一
场完全胜利&打得国民党亲 日投降派
赵 保 原 .蔡 晋 康 落 荒 而 逃 &这 就 是 由
传奇将军许世友指挥的牙山战役%
0120 年 3 月 & 正 是 抗 日 战 争 的
艰苦岁月&胶东军区司 令员 许世友 指
挥八路军清河独立团和 第五旅.第 五
支队& 在牙山进行了著名的牙山战
役 &以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之 势 &一 举 歼 灭
了亲日反共的国民党蔡晋康部 &接着
又 势 如 破 竹 &进 兵 海 莱 地 区 &打 垮 了
赵保 原等顽 固部队& 共 歼敌 4.5, 多
名& 打开了胶东抗日斗 争的新 局面 %
从此&英雄的牙山成为 胶东 抗日革 命
根据地% 八路军的兵工厂设在牙山的
草庵寺&抗日军政大 学 分校 也驻在牙
山附近的雀刘家.凤凰 庄一带% 牙 山
当时成为我胶东党政军等领导机关
的所在地% 678 记者 凌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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