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生活富裕了，
人们以旅游的方式舒

畅胸怀，享受人生。而旅
游，和导游员的解说是分不

开的。除了对景点的历史掌故、
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的解说，导游

员对景区内的地名用字和古今名人题
字的解说也是导游词的重要部分。特别

是那些“不一般”的汉字带来的故事，更是其
亮点所在，为“驴友”们平添了些许游兴。

这些“文字故事”多来
自历代民间传说，有的则是
导游员的即兴发挥。

如孔府正门上有据说
是清朝纪晓岚所书的名联：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
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
家。”内容的精彩且不论，其
中“富”字缺少了上面一点；

“章”下面的“早”字一竖直
通“立”字底横，这“奇怪”的写法，就成了有趣的
文字故事：缺“点”儿的“富”被解读为“富贵无
头”；竖穿“日”字的“章”，就释作“文章通天”。

还有笔者亲历一幕。在曲阜孔林的孔子墓
碑前，导游小姐突然提问：“大成至圣文宣王”的

“王”为什么和现在的“王”字不同？就是它上面
两横挨得近，与下面的横离得远？游客茫然。
这时，导游小姐自信地亮出谜底：因为孔子不是
真正的“王”，他是只有“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
师”头衔的“素王”，所以人们就用“王”字的特殊
写法把他和真的帝王区别开来。

其实，这些文字故事都是拿汉字说事，借题
发挥，增加游人兴致而已，它们和所说的汉字本
身，多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富”字无点的写法，早在先秦已司空见
惯。宋代王安石著《字说》，其中就有“同田为
富，分贝为贫”的对“富”和“贫”的析字解说。把

“富”分解为“同”和“田”，正是用了秃宝盖的
“富”。故“富”字省点，非纪晓岚所创，而是他对
古写法的传承。同样，“章”字“通天”的写法，也

是
古 已

有之。至
于孔子墓碑

上的“王”字的
解说，就更有些离

谱了。碑文以小篆书
写，其“王”本就该是三横

距离不等，若三横等距离，那
倒成小篆的“玉”字了。
身边就细说说“芝罘”的“罘”。

多年前，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烟
台市邮电局早年曾遇投递难题：面对书写

潦草的邮寄地址，投递员怎么看都是“烟台
市芒果区”，查无此区，为谨慎起见，只好把信件
原址退回了。如今一想，“芝罘”潦草起来还真
如“芒果”！确实，“罘”是个生僻字，全国地名中
也极少见，否则，《现代汉语词典》也不会为“芝
罘”专设山名、岛名的义项了。也正因其生僻，
外地游客对“罘”字心存好奇，导游们也借机造
出了“罘”的文字故事。传说秦始皇曾三次东巡
来胶东，且每次都要登临芝罘岛，据说，最后一
次东巡返程中暴病而亡。据此，就有了“罘”是

“秦皇第四次不再回来”的富有联想力的创造。
其实，据史料记载，始皇东巡次数并无定论，故

“罘”字的解说更不能当真，大家只是一乐就
好。从文字结构上说，“罘”更与“四”无关，解说
只是凭借“罒”被俗称为“扁四”，与下面的声旁

“不”巧妙组合，以迎合始皇东巡的传说而已。
“罒”是“网”字的变体，含“罒”的汉字字义多与
“网”有关。如“罟（gǔ）”是渔网；“罪”本义是

捕鱼的竹网；“羅（罗）”是捕鸟的网等等。《说文·
网部》：“罘，兔罟也。”“兔罟”，就是捕兔的网。
唐·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蛾须远灯烛，兔勿
近罝（jū）罘。”正用“罘”的本义。“罝”也是捕兔
的网，后来用“罘罝”比喻“法网”。《后汉书·寇恂
（xún）传》：“阊阖（chānghé，宫门）九重，陷
阱步设，举趾触罘罝，动行絓（guā，缠绕）罗
网。”古代还有“罘罳（sī）”一词，指设于门外的

“屏风”，就是今所谓“照壁”。作为山名的“罘”，
从字面上看不出它和“网”的意义瓜葛。关于探
寻“之罘（芝罘）”命名的来由，前贤已有多方面
研究，然至今似无定论。走文至此，忽想到上文
所说的“罘罳”。经查，“罘罳”亦作“罳罘”。如
《宋徽宗临右军兰亭序御书赞》：“□□殿前卷罳
罘。”而从《史记》的“之罘”到后来的“芝罘”，皆
与“罳罘”音近。且我们知道，芝罘岛原为孤岛，
犹如巨大的屏风横卧海中，是烟台港的天然屏
障，试想，芝罘岛若用“罳罘”作比，不也恰到好
处吗？当然，这仅信口一说，并无深究，或为“芝
罘”名称的稽考加一点想象力吧。

（二）

多年前，毓璜顶医院大门外，笔者曾
见一对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夫妇，从出租车下

来，望着“毓璜顶医院”的金字招牌，高声埋怨：
明明是硫磺顶医院，还告诉咱是毓璜顶医院！
的确，“毓”字对外地人来说或许有些陌生，“秀
才认字读半边”，也不能多责怪人家。

“毓”在现代汉语中用作书面语，是“生育；
养育”的意思。《说文》：“育，养子作善也。毓，育
或从每。”许慎认为“毓”是“育”的“异体字”。

“育”的甲骨文是象形字，像一个女人臀部下方
一个头朝下的“子”形，正表示“生育”之义。到
秦代的小篆奠定了楷书“育”的基础。“育”字上
面的部件音“tū”，是倒写的“子”字，体现了生
育时婴儿头朝下的形貌；下面是“肉”的变形，表
声音。而“毓”字甲骨文尚未见，金文“毓”是会
意字，左边像产妇形，右为头向下的婴儿，下面
的三点，表示血水。合起来正是“产子”的构
形。孩子生下来是要养活的，于是“育”就有了

“养育”、“养活”的意思。《史记·文帝本纪》：“朕
下不能理育群生。”“理育”就是“管理养活”。人
物一理，后来，动物的养活也称为“育”。如《管
子·牧民》：“养桑麻，育六畜。”至于《孟子·告子
下》：“尊贤育下，以彰有德”的“育”，就是抽象的

“教育”了。由此知，“毓璜”也就是“育璜”。史
载：清光绪十九年重修玉皇庙时，由文人雅士提
议把“玉皇顶”更名为“毓璜顶”，并题联于玉皇
庙大门之上：“毓秀钟灵地不爱宝，璜琮璞玉山
自增辉。”是说大自然的灵秀之气皆汇于此，生
出了各式各样的美玉宝石。其实，说个大白话，

“毓璜顶”就是一个“产玉的小山包”。清代文人
以谐音手法把“玉皇顶”更名“毓璜顶”，不知是
否与避讳皇天至尊有关。

按理说，“毓”的意思都包含在“育”字里，
用“毓”的地方都可用“育”来替换，但事实并非
如此，有些“毓”按用字习惯还是不可换成“育”

字的。从古籍来看，“毓”一般只在“诞生；养
育”等小范围词义中使用。传至今天，我们能
见到的词语，一般仅限于“钟灵毓秀”等少数词
语。而古代的“孕毓”“毓养”等，现已作“孕
育”“育养”了。所以，“毓璜顶”不可写成“育璜
顶”也属此类。

汉字用字的习惯还表现在同音字代用的
“通假字”上。如《诗·豳（bīn）风·七月》“四
之日其蚤”，“蚤”表示“早”，这不是写别字，是
有意而为。《诗·卫风·氓》：“匪来贸丝，来即我
谋”的“匪”也是“非”的借用，也不写成“非来贸
丝”。至今还有“受益匪浅”、“匪夷所思”等少
数成语旧俗不改。再如，“蜚”借以表“飞”，形
成了“蜚短流长”、“流言蜚语”和“蜚声”等一些
词语。从字义上说，完全可以换成浅显易懂的

“飞”，但有些至今还不能替换，如“蜚声海外”
就不可作“飞声海外”，而成语却可以作“飞短
流长”和“流言飞语”了。说到底，用字习俗就
是“以古为雅”思想的体现，当然，也有文人掉
书袋的因素。

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大清国举行
科考。莱阳人王丕煦，高中三甲进士，成为进士馆
学员，还被钦点为内阁中书。这在《清实录》当中
是有记载的：“引见新科进士，得旨，王寿彭、左霈、
杨兆麟、业经授职外，黎湛枝、胡嗣瑗……等俱著
改为翰林院庶吉士，章钰、张坤……王丕煦……俱
著以内阁中书用。”这一榜的新科状元是王寿彭，
是山东潍县人。据说，他高中状元是因为慈禧老
佛爷看上了他的名字。大清国闯进山海关，走到
这时已经日薄西山，但科考还是吸引了不少有识
之士的参与。这一年，32岁的王丕煦成了科举时
代莱阳历史上最后一名进士。

王丕煦字葵若，一字揆尧，号楸园，是莱阳（今
莱西）产芝村人。清朝时期在莱阳有两个王氏家
族名声显赫，一个是蚬子湾王氏，另一个就是产芝
王氏。产芝王氏没有蚬子湾王氏响亮，但经过王
氏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到清朝中期家族繁盛初现
端倪，到王氏十六世王之栋已官至九品，王之梅官
手御千总、武略骑尉，之后紧接着就出了王丕煦。

王丕煦是清末、民国时期莱阳少有的政治人
物之一。他出仕的时候大清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
衰亡。王丕煦看到了前朝的败落，也看到了共和
的希望。那个时代出过不少人物，比如康有为，比
如梁启超，虽然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却也影响了大
清的走向。王丕煦一生经历过几个大事件，先是
1895年王丕煦作为山东举人，曾在北京松筠庵参
与过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时王丕煦只有二十
几岁，血气方刚，同很多举子一样，很想干一番事
业，他们常聚集在松筠庵。松筠庵是明朝中期著
名谏臣杨继盛的故居，谁都知道杨继盛因历数了
权臣严嵩五奸十大罪，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受尽
折磨，最终被杀。杨继盛在临死前写了一首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
魂补。”诗中的报国之心，凛然可睹。他死后受到
后人的景仰，他的故居也就变成了祭祀他的祠堂，
有很多人叫它“松筠庵”。大清时有很多文人士大
夫到这里聚会。松筠庵在现在北京的达智桥胡
同，在胡同东口的南侧有一座大门紧闭、看上去相
当破旧的古建筑，就是当年的松筠庵。青砖残破，
门窗斑驳，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实属另类，墙
上挂的牌子是“杨椒山祠”，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
经发生过影响大清走向的大事件。

王丕煦回忆当时的经历，说联名上书也并不
是意见统一，有部分举人因不满康有为迁都之说，
拒绝在“联省公车上书”上签字。王丕煦没有说自
己是否签字，按后来王丕煦的一些表现，当时他也
有可能没签字，这只是个猜测。

1906年王丕煦光荣地成为大清的公费留学
生，被送到日本法政大学就读。1911年王丕煦学
成回国不久遇到辛亥革命爆发，也被卷入其中，
还担任了烟台督政府民政长。这期间山东政

坛乱象丛生，同时出现两位省督，一位是武昌起义
后被革命党人推为都督的胡瑛，驻节烟台；一位是
山东巡抚张广建，驻节济南。一山二虎，这给山东
政局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1912年2月16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
治权办法案》，其中明确规定：东三省、直隶、河南、
山东、甘肃和新疆等省，废止原有督抚名称，一律
改置临时都督。有了这么个护照，革命党人斗志
再起。有人就公举胡瑛为省督，对此，驻在济南的
张广建拒不承认，与驻在烟台的胡瑛各执一词，互
不相让。后来胡瑛根据《接收案》办法，在烟台成
立山东最高立法机关，希望通过省议会选举出正
式都督。

王丕煦当时任山东军政府民政司正长，他组
织山东各府州代表在烟台丹桂茶园举行山东临时
议会议员选举，结果全体议员正式公举胡瑛为山
东都督。这时候，烟台临时省议会致电南京参议
院、各省都督府暨临时议会：“此后除烟台临时议
会外，如有济南发电，关于全体名义者，皆张抚假
冒，本会决不承认。”在这次事件中，王丕煦起了很
大的作用。

1912年5月，王丕煦赴济南就任山东布政使，
成了山东省最后一位布政使，后来出任山东省财
政厅长，再后来又出任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那
时候日本人和俄国人在当地争夺势力，导致金融
秩序十分混乱，王丕煦觉得这个公差不好干，索性
辞了职，慢慢地淡出了政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政府为了展
示功绩，先后3次颁布编修地方志政令，1929年12
月，内政部还以训令形式颁布《修志事例概要》，概
要中明确指出：“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
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
纂若干人组织之。通志馆成立日期、地点暨馆长、
副馆长、编纂略历，并经费常额，应由省政府报
内政部备案。”莱阳县志编纂的较晚一些，直
到1933年，在当时的县长杨酉桂的主持
下，编纂工作才开始启动。杨酉桂
1927年在即墨当县长时，曾主持
续修即墨县志，所以他对这项
工作比较熟练，只是工作刚
开展不久，他就被人赶
出莱阳。杨酉桂离
开莱阳后，梁秉锟
接替他出任莱
阳县长，继
续督修
《 莱

阳县志》。当时莱阳另一显赫人物蚬子湾王氏，官
至清廷侍郎的王垿已经去世，王丕煦顺其自然地
成了莱阳士林的标杆人物，王丕煦的仕途经历，在
清末民初的莱阳县，堪称显著。县政府在寻找县
志总编撰的时候，大家就公推他出任，他也没负众
望，主持完成了这项工程。现在看这部县志，可以
说体例分明，内容详实，这部民国版的莱阳县志已
经成为了解莱阳县历史的珍贵史料。

如今，莱西市产芝村王丕煦的老宅保存依然
完好，三进三出的宅院，结构严谨、古朴典雅，具有
典型的北方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青砖灰瓦之中
散发着浓浓的封建气息，周末假日常会有人慕名
而来，探寻这个封建家族背后的故事。

王氏家族在王丕煦之后，还出了一位响当当
的人物，就是王丕煦的孙子王逊。王逊18岁时就
考入清华土木工程系，是我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
论家，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创建者，后主
持创办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开创了中国美术
史教育的发端，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
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民国才女林徽
因评价他是出色的哲学家、美术史
学家、历代工艺美术鉴赏与评论
家，博学多才。王逊还是国
徽设计参与者，先生著有
《王逊美术史论集》，
《中国美术史》《北
京皮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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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最后一任布政使王丕煦
□邢德论

“罘”和“毓”的文字故事
□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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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台所辖诸市里，龙口该算是一位“老哥
哥”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时就
于境内设置黄县，传承了两千多年，直到1986
年才撤县设市，更名为龙口。

两千年里，濒临沧海、地多丘陵的龙口因为
缺少可以种植作物的良田，故而百姓们纷纷选择
以贸易为生，为龙口博得了“商业之乡”的美名。
龙口市博物馆里有一个沙盘，呈现的是清末民初
龙口城的规模：城内城外，市集井然有序，房屋鳞
次栉比，各种商铺名号皆有标识，而这满城的房
舍中，却有半城都是属于丁氏家族的。

黄县丁家，可谓龙口历史上的名门望族
了。自清朝中期以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丁、
二王、三姜、四逄”的说法。这黄县的四大家族
中，丁氏排在首位，而丁家留下的旧时宅院，也

成了今日龙口的一处名胜古迹。
在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里，一直有个“半间

房”的趣话。譬如北京的故宫，老百姓们都认为
那里的房子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有人说，
十数为整，半间为五，所以这个“九千九百九十
九间半”暗合了帝王九五之尊的寓意。也有人
说，中国人自古就有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观
念，纵然是皇帝的房子，过了一万间也就太满
了，容易遭到上天的责罚。

其实，故宫的房间何止一万间？可“半间
房”这种既有传奇色彩又含着民俗俚趣的言论
似乎深受人们的喜爱，以至于许多民间房舍，也
都有了“半间房”的称呼。我去曲阜游览衍圣公
府时就听说，孔府房舍有九百九十九间半，是古
代官宦府邸里规格最高的，这恐怕和孔子的圣
人地位息息相关。至于其他的官宦富户之家，
当然不敢逾矩，只能用“九十九间半”称之。南
京的甘熙宅第、泰州的周氏住宅、扬州的吴道台
宅第、杭州的娄家墙门，都是老百姓们津津乐道
的“九十九间半”。

实际上，这些旧时宅院的房间数量都不止
百间。单看龙口的丁氏故宅，规模最盛时有
2700余间房屋，尽管如今仅存下240余间，也远
远超过了“九十九间半”的虚名。可让我感到好
奇的是，龙口人似乎从不肯用“九十九间半”的
说法来称呼丁氏故宅。想来这或许是同山东人
爽直忠厚的性格有关：对于财富，他们既不肯妄
自夸大，也不愿故作谦虚，所以也就没有了那些
虚头巴脑的形容词。也许在烟台龙口人的心目
中，全国各地的那些“九十九间半”，都比不上龙
口的“丁百万”。

坐落于龙口市东城区东莱街的丁氏故宅，

是丁氏家族“西悦来”一支所遗存的部分旧居，
始建于清代中期。跨入那扇黑底朱漆的大门，
便被一面双龙戏珠的白石照壁挡住了去路，故
宅内景顿时显得神秘起来。绕过了照壁，却是
一湾小小的水池，左右种着草木，一座石拱桥连
接起一排青石基底、白墙黑瓦的房舍，竟没有半
点儿华丽的雕饰。若不是门额上四个髹金漆的
门簪和雕着松柏图样的栏板，几乎看不出是旧
时大户的门第。

然而，丁氏故宅贵精而不贵丽，处处体现着
低调的奢华：建房的木料以粗大的松柏木、楸木
为主，不可有一星半点的裂纹或瘢痕；建筑形制
则采用抬梁式木构架、硬山大屋顶，屋面覆以仰
合鱼鳞青瓦，可谓是集四合院布局方式之大
成。那砌墙的石料则用当地的花岗岩，墙厚1
米有余，外观色泽一致，石缝间更是用白石灰兑
的糯米汁填满，磨砖对缝，形如直线。

现存的丁氏故宅房屋规模虽不及当初的十
分之一，但依然看得出中轴对称的严谨布局。
每一进庭院显得宽绰疏朗，身在其中便自然生
出庄重敦厚之感，依然能感受到大户门庭的规
矩风范。这些四合院落既独立又彼此连接，关
起门来自成天地，打开门时又是前后一体。一
重又一重的院落，浑然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诗
情画意。遥想当年居于内宅的夫人小姐们，虽
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困于闺阁，却也能在院
中植树栽花、饲鸟养鱼，亦是一种闲情雅趣。

西路上的房舍是丁氏第十六世长房丁岑甫
主持修建的“履素堂”，这座秀丽典雅的二层木
质小楼里仍摆放着当年的旧物，那些桌椅橱柜
皆是嵌螺装饰，日光一照，莹莹闪烁。而就在这
小小的院落里，近代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

社会活动家丁佛言曾举办写字社，讲习、传授书
法艺术。这位被誉为“鲁之灵光”的中国同盟会
先辈，既是丁氏子孙中的杰出人物，更是丁家诗
书传家、自强不息的家风印证。

黄县丁氏原籍山东诸城市藏马山，因明朝
初年鲁中大灾，饥荒严重，丁氏先祖丁伯达携妻
带子离家北上，却于半途饥病而死。黎氏带着
两个儿子一路讨饭，长子又不幸走失，她与幼子
最终流落黄县。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母子二人
以做烧饼、煮稀饭为生，渐渐谋得一寸之地，由
此家业日趋兴隆，经营起当铺、钱庄、土地等商
铺，代代相传，终于康乾年间成了远近驰名的山
东首富。

自此，丁家“以商贾兴，以官宦显”，不但商
铺、钱庄遍及中国东部11个省市、山东108个
县，族中更是人才辈出，有17人中举，4人中进
士，得官衔者378人，而五品官衔以上者则有
148人。鼎盛之际，丁家共创办了泰来、文来、
东悦来、西悦来等“八大栈房”，其资产折合白银
5400余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故
而号曰“丁百万”。

可即便有了如此财富权势，丁家子弟却世
代恪守着“诚信经商、廉洁勤政”的家风，这也是
丁氏家族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今天的
龙口丁氏故宅的明柱上，仍题写着“古今来多少
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的楹
联，而清代大学士贾桢敬赠予丁家的对联则道
是“勤俭持家能遵祖父诒训便为世业，诗书宜兴
莫使子孙废读即是福基”。据说，丁氏后人至今
仍保留着除夕夜供奉烧饼的习俗，以寓不忘先
祖辛劳起家的根本。

胶东地区曾有这样一则谚语，叫作“黄县的

房，栖霞的粮，蓬莱净穿好衣裳”。由此可见，当
时黄县的民居在胶东一带建筑文化中的地位。
但要是说起黄县房的特色，莫过于石雕、砖雕和
木雕这“三雕技艺”。而在丁氏故宅中，这三雕
技艺随处可见。

影壁上的凤戏牡丹、喜鹊登梅纹样线条流
畅、潇洒飘逸，各处石壁或是雕着岁寒三友，或
是刻着梅兰竹菊，更有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
福庆寿的图样，妙趣横生。而门柱、栋梁上的木
雕细腻精湛，有些部位用镂空法雕出佛手、寿
桃、石榴、葡萄、灵芝的吉祥图案。透雕的窗棂、
隔扇则是半隐半露，光影悠然。一个垂花门楼，
便运用了浮雕、圆雕、透雕等工艺，堪称是木雕
艺术的经典，处处都体现着传统建筑文化中“居
移气，养移体”的观念，更反映了丁氏家族浓厚
的文化底蕴。

我一直认为，高速的经济发展很容易破坏
掉一座城市的古老遗迹与传统文化。龙口市拥
有国家一级对外开放口岸龙口港，是烟台市政
府规划的三大核心港区和两个亿吨港区，也是
中国最大的对非散杂货出口贸易口岸以及国内
首个拥有原油仓储资质的港口。在烟台的诸多
市区中，龙口的经济发展可谓名列前茅，更入选
2019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排行
榜，位居全国第十。

初到龙口时，我心里还存着一丝此地无古
韵的偏见。直到看见了丁氏故宅，看见了故宅
里那些文物遗迹，我才坚定地相信：这座博大浑
雄、醇和秀美的建筑，留存下的不仅是胶东地区
清代民居建筑的精华，更是龙口这座城人文历
史的深远记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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