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捧起烟台市纪委刚刚出版的、发散着
油墨香气的《烟台历史上的清官廉吏》一书时，
不禁眼前一亮，更觉心中一亮。

翻开简洁大方的封面，进入眼帘的是文与
图的并茂，白纸黑字与五彩的交辉。每一篇文
章都配以相应的图片，或人物或形胜，没有对
应照片的，就配以彩绘的图画。当你一页页翻
过的时候，感觉是走进了树木葱笼、万花纷呈
的大花园；你还会发现每篇文章都有高屋建瓴
的副标题，有言简意赅的概述，有提纲携领的
小标题，仿佛让漫漫文海中有了灯塔和航标，
让你很快就能找到阅读的方向。

当你抚摸着芳香的书页，为它的形式的
艺术美所陶醉的时刻，那一篇篇文字流畅、材
料翔实、感情充沛、形象鲜明的文章，又在你
的面前树起了一个个烟台历史上的清官廉吏
的杰出形象，把你一步步带入为官廉为荣的
境界。

书中记载了从先秦至清代的40位烟台籍
和在烟台为官的官员，忠诚为国、清正廉洁、担
当尽责、直言敢谏的事迹。

这些官员所处的朝代不同，为官的背景不
同，官职的大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人人都有着为官廉为荣的牢不可破的理念，
或者说是有着这样的为官取向和价值追求。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阁老、宰相毛纪是这样，
微不足道的小吏辛次膺也是这样；身处顺境的
吕氏叔侄是如此，蒙受了不白之冤枉的李森先

也是如此。无论是位高权重，还人微言轻，无
论是刀架脖梗，还一贫如洗，他们只要是在官
位上，就坚守为官廉为荣的理念，这是他们为
官的不变追求，是为官的底线。正因为有了这
样的理念，他们没有任何贪腐的欲念，而且勇于
同贪腐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这样的理念，成了
他们不想腐、不能腐也不敢腐的指南针和定盘
星。

这些官员能够树立起为官廉为荣的理念，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特别是儒家
文化教育的结果。“廉”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
组成部分，是文化主流，所谓礼义廉耻，“廉”提
倡的是为人要廉，做官更要廉字当先。这些观
念从孩子启蒙教育时就开始灌输，是扎实的

“童子功”。这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特别
是一些有文化的家庭，学习和倡导的都是孔孟
之道，为官廉为荣的思想从小就根深蒂固地扎
进“士”这个阶层，形成了当官廉为荣的荣辱观
和价值观。这种优秀文化的灌输和传承是形
成为官廉为荣的最牢固的思想基石。那个世
人皆知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故事的主
人公杨震，那位民族英雄、甲骨文之父，纾家为
国的王懿荣都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从
小就受到了为官廉为荣的教育，确立了以廉为

荣的初心。有
了扎实的“童子功”，
为了这个廉字，他们历经磨难
不改初心，虽九死一生持节如
一，他们把保持廉洁的追求和荣
誉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这些官员能够树立起为官
廉为荣的理念，也是因为在国
家政权层面上有着导向机制。
例如，在清代对官员的考核有
明确的“才、守、政、年”四项指
标。才分“长、平、短”，守分“廉、
平、贪”，政分“勤、平、怠”，年分

“青、中、老”。其中“守”这个指
标，就专门考核为官廉与不廉
的。大的考核3年一次，考核结果
与提拔和降职、处分直接挂钩。考
核优秀官吏为卓异，卓异官吏有名
额限制，凡有卓异官纪录即有机会
升迁。考核参革官员分为不谨官、才
力不及官、浮躁官，降三级调用，年老
有疾官休致。对于查有实据的贪官有
革职、永不叙用、判刑、流放等严厉处罚；
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员给以隆重表彰，有时
皇帝亲自赐予匾额。书中所记王骘主政
江西时廉洁从政，名声卓著。康熙南巡时
亲书“养素”二字匾额，并亲做诗一首相赠，
称其为“清廉总督”。国家层面的做官以廉
为荣的导向机制是官员们坚守和追求为官
廉为荣的政治基础和动力。

这些官员能够树立起为官廉为荣的理
念，还因为有着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和百姓的
参与。在儒家思想为主的社会，人们普遍拥有
做官必须清廉的观念，自觉地拥护和支持清
官，而对贪官有着本能的反对和抵制。他们会
上书挽留离任的清官，会为清官建生祠纪念，
甚至情绪化的为离任的清官脱靴留做纪念。
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地告贪官的御状，甚至举起
义旗造贪官的反。这种渗透到社会每个细胞
里的观念，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氛围。百姓的
参与是对为官廉为荣的理念的鼓励和监督，
是为官之人坚守为官廉为荣的观念的不可抗
拒的群众基础。

善恶总在一念间，理念决定着行为，只
有树立起为官廉为荣的理念，自觉地把保
持廉洁的追求，把廉政的荣誉看得比自己
的性命还重要，不想腐就会成为自觉，不
能腐就会成为追求，不敢腐就会成为本
能的警戒，这就会极大降低反腐成本，造
就风清气正的党风和民风。借鉴历史
上反腐的做法，采用各种行之有效入
脑入心的教育方式，让每一个为官之
人真正树立起为官廉为荣的理念，应
该成为反腐倡廉的基本功。《烟台历
史上的清官廉吏》的编辑出版就是
一个有益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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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又是一个跟
校车的早上。淅淅沥沥
的小雨下了一整夜，6点
起床，打开窗户，潮湿的
空气夹杂着泥土的气息
扑面而来。雨还没有
停，急匆匆地洗漱，带上
昨天买的面包，便开车
奔向学校。

3 号车的殷大叔，
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便很自豪的跟我说 3 号
线路往山里走，等到春
天一路花香，老师们都
争着抢着换车来看花。
我笑着点点头说道，那我
有福气啦，都开始期待来
年春天了。

现在的殷大叔看见我
的第一句话就是早上吃饭了
没有？每每看我摇摇头，便
开始一顿啰嗦，你这样怎么
行，年纪轻轻地不在乎，过几年
身体就垮了。我总是像糊弄小
孩一样糊弄着大叔，乖乖点头说
以后不会这样了。

雨不停地打在前挡风玻璃
上，雨刷勤奋地来回翻动。也可
能是今天的天气带着些伤感，大叔突然开口，一个人在外面
是不是挺不容易的？一句话瞬间戳中泪点，我点了点头，想
起开学换校，一个人找房，一个人搬家的日子。大叔继续说
道，没事孩子，以后有事你就开口。语罢，我的眼前像前挡风
玻璃上的那层水雾久久不能消散。

3号车的殷大叔总是担心着我的早饭，而办公室的艳姐
总是操心着我的晚饭。

班主任的工作复杂而繁琐，看着孩子们吃饭时狼吞虎咽
的样子，本来就饿得前胸贴后背地感到度秒如年，盼望着孩儿
们快快吃完。紧盯着最后一个细嚼慢咽的孩子咽下最后一
口，我连忙往吃饭处奔去。

艳姐不是很爱吃肉，所以有肉的中午，我的面前一般会放
着两份肉。我心里乐开了花，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地吃起来。
这时，艳姐总喜欢笑眯眯地像个老母亲一样看着我吃饭，说
道，你还真一点都不挑食，刚开始看你那瘦瘦的样子还担心
一口不吃呢。估计这话让我妈听了得来打我，殊不知在家
的我是多么挑剔。当了班主任每天将近12点半吃饭的我
大脑已经不允许我想太多。这就叫什么？人在江湖走，
哪能不低头。

有时中午会剩点花卷包子啥的，艳姐总是塞给我，
让我带回去，晚上炒个菜就着吃。我总是摇摇头，艳姐
以为我不好意思，接着拿出塑料袋装起来，小姑娘脸

皮薄我来拿。盯着办公桌上的两个花卷，
我其实想说我不会炒菜怎么办？今

晚来个馒头就咸菜？
人在外地，可能被某句话

戳中了心，可能某个行为又温
暖了你，就像殷大叔，两周一
次的跟车，两周一次的问
候，就像艳姐手上塑料袋里
的那两个花卷，伴着我在
异乡的日子不再那么难
熬，就像冬日里射进的那束
暖阳，不偏不倚地照在我的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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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出版的《峻青文集》（八卷本），将小说
《马石山上》放在第一卷《短篇小说卷》卷首，可见峻青
对这篇小说极为重视。因为这是峻青根据自己“亲身
经历、亲眼目睹的真实事件”写成的文字，他本人就是
那场“大扫荡”中被八路军十勇士救出重围的幸存者之
一，那段日子，他正在山村里做民众教育普及工作。峻
青在《我与战争文学》一文中讲道：“抗日战争爆发后，
我直接参加了战斗，目睹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
英雄事迹，《马石山上》这篇小说就是我伴着战火硝
烟，面对着烈士的鲜血写出来的。”

1942年11月24日，日军及伪军2万多人，对胶
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在马石山残
杀抗日军民5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马石山惨
案”。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13团7连6班10名战
士带领群众突围，在救出数千群众、打光最后一颗
子弹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国著名
文学家峻青亲眼看到“马石山十勇士”的壮举，
突围的当天，含泪写下《马石山上》。这篇小说
描述了八路军战士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表现
了抗日英雄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
气概，是一部弘扬英雄主义的赞歌。

人物对话是小说表现人物思想和情
感、表达主题的表现方式之一，《马石山上》
通过战士们之间的对话交流，表达了英雄
群体大无畏的气概、为国为民的精神。面
对几万名敌人的疯狂进攻，仅仅10名八
路军战士，以寡击众，谁都清楚结局会是
怎样，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八路军将士
临危不惧，舍生忘死，蹈锋饮血，勇往直
前。自古以来，每一个英雄群体的背后
都呈现大爱、使命、责任、信念和牺牲，成
为闪耀着民族崇高精神的光辉旗帜。而
马石山上的英雄群体，他们担负的就是
爱国主义精神，人民至上精神，不怕牺
牲、英勇奋斗的英雄主义精神。

小说在第五部分详细记录了战士们
的对话，真实地反映了战士们心中有组织、
有党、有人民群众的信念。面对成百上千
名手无寸铁、仓皇无主的群众，是自己突
围，还是留下来带领群众突围，战士们的意
见并不统一。战士王魁主张“回部队，因为
没有连里的命令，这是个纪律问题”，战士大
老矫坚决反对，“马石山上的老百姓怎么办？
把他们丢给鬼子叫机枪扫吗？”

此时，宫班长慢腾腾地说：“我想了很久，
现在想过来了，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上级负责，
这是纪律；我们也应该对人民负责，这也是纪
律。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冲回去，坚决地冲
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纪律。”

英雄来源于人民，英雄的精神不是自我表
现，而是承担着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离开了对
人民的责任和关怀，英雄就成为个人主义的标签，
也就不是英雄。因此，英雄主义包涵着人民至上的

内涵。
毛泽东曾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

战争胜负由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
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而这种决定
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小说
在表现军民鱼水情方面正体现了这一观点，作者
不惜笔墨，着力描写军爱民、民拥军的英雄情
怀。为了战争胜利，为了群众性命，为了祖国利
益、民族未来，战士们不惜牺牲自己做了最好的
铺垫，完美地体现了英雄群体的形象。

小说在描写战士们爱民护民时写道：马石山
十勇士趁着夜色的掩护，拼尽性命救出一批又一
批群众。群众感激涕零，感恩戴德，要战士们报
报自己的姓名，要永远记住他们。可爱可亲可
敬的战士们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的名字叫八路
军，放心吧，老乡们，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当
战斗打到最残酷的时刻，战士王魁知道生存无
望，便在大青石上刻下“1942年11月24日，
八路军五旅一班班长宫炳山率领全班战士，
在此山掩护群众突围、战至弹尽援绝，壮烈牺
牲”，班长却说，不需要，我们做这一点点小
事有什么值得让老百姓永远地记住？应该
让老百姓记住这笔血债，为保卫和平，保卫
幸福的生活，勇敢地斗争吧。

小说在描写群众拥护、爱惜人民军队
时，饱含深情地写道：人民群众时刻牵挂
着枪林弹雨中的战士，刚从包围圈冲出
来的群众，含着激动的眼泪，诉说着自己
心里的感激。当看到战士又要返回包围
圈时，既感动又担心地说：同志们，别回
去了。小说通过战士和人民群众军爱
民、民爱军的描写，表现出军民鱼水情
的真挚感情。通过英雄人物高尚行为
的感召、感染，使得英雄精神具有时代
性、民族性，成为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
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
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
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
因为能够处理好党同群众之间的关
系，能够与人民同心同德。

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魅力在于
情节冲突，险象环生，结局不凡。在峻
青的笔下，马石山十勇士们已经第三
次杀出敌人的包围圈，有的战士牺牲
了，有的战士受伤了，子弹也剩下不多
了，战士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而此时天色大亮，战士们失去了夜色的保
护，疯狂的敌人正从四面八方追杀群众，山
谷里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惊骇地奔跑
着喊叫着，随着敌人机枪的响声，人群成片地
倒下去，死尸顺着山向下骨碌碌地直滚。
疲惫的战士们眼都气红了，班长一边
放枪，一边大声地喊道：“向敌人密
集的地方打，把敌人吸引过来，让
群众突围!”

小说直面惨烈的战场，歌颂
可爱可亲可敬的战士，他们咬
着牙，淌着血，拼尽自己的性命
也要保护群众的生命，在他们
眼里，群众生命高过天、高过地、
高过一切，他们全然忘记了自
己，忘记了自己也是血肉之躯。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尽力拖
住敌人，为群众冲出包围争取时间，
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只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了。“宁死不当
俘虏！”班长和三名战士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共产党
万岁”的口号声中，拉响了手榴弹。雄壮的口号声和
手榴弹的爆炸声，同时震荡在马石山巅，在那钢铁似的
陡峭的悬崖上，在那黑黝黝的深谷里，良久地荡漾着这
雄壮的回声。

小说用白描的写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我们的军
队宁死不屈、为人民利益壮烈牺牲的英雄气概。英勇
的马石山十勇士故去了，弘扬马石山英烈的峻青也故
去了，可是，只要有书籍在，有历史记载在，英雄就得到
了永生。

第五章 风流人物风流人物 王懿荣王懿荣，，甲骨文之父甲骨文之父 22连连载载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类古老文明里，唯有
中华文明千年不辍，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字从未
断绝。而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一片甲骨文
的出现则重塑了中国信史的开端，指引着后人

在黄土之中寻找祖先们曾走过的路。
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中国人或

许至今都不能认清自己的文明得以传承的源
头。正因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之父”王懿荣
的名字，也会永远地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提起烟台福山古现村的王氏家族，可谓是
当地名门。自明朝初年，一世祖王忠因出任山
东登宁场盐大使而定居古现村，至王懿荣已是
第十六代，数百年间英才辈出。然而，就在王懿
荣五岁那年，祖父王兆琛于山西巡抚任上获罪，
贬戍新疆，家产被抄，以致家道中落。可这一切
并没有动摇王家书香门第的本色，在母亲谢氏
的悉心教导下，王懿荣不但熟读经史，科考入
仕，更继承了其父王祖源的志趣，痴迷于金石文
字之学，自称“好古成魔”。

那时的王懿荣，纵然是节衣缩食、典当家
财，也要尽可能地收藏古代彝器，鉴赏研究，孜
孜以求，是名满京都的金石学家。大概正是这
样执着严谨的学术精神，终让王懿荣在一堆草
药渣子里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甲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的夏天，王懿

荣感染风寒却百药无效，病症久久不得缓解。
十分器重王懿荣的光绪皇帝闻得此信，遂派太
医前去探视，而太医开出的药方上写着一味极
为罕见的药材—龙骨。王懿荣的家人在北京城
内几经寻找，才从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西鹤年堂
买回了龙骨。王懿荣不知龙骨究竟是什么宝贝
药物，便命人取来一看，发现都是些古旧的龟
甲、骨头片。然而，就是王懿荣这不经意的一
眼，穿越了中华历史三千年。

在那些甲骨碎片上，王懿荣发现了许多
似篆非篆的奇异纹络，有着深厚金石学功底
的他当即意识到，这些带有刻字纹样的甲骨
碎片，绝不是单纯的药材。于是，王懿荣开始
有心收购各种“龙骨”药材，对那些有着形似
刻痕的甲骨片进行编号并拓片成册。与此同
时，王懿荣对照《史记·龟策列传》《周礼·春
官》的文字记载，开始研究、破译这些抽象而
单调的文字符号，最终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
的名字，并由此抽丝剥茧，慢慢地整理出一段
段尘埋泥土中的古老历史：这些甲骨文正是
记录殷商王朝时君王祭天祈福、发布政令、征

伐方国的史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现
代汉字的鼻祖。

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
提早了一千年，那些甲骨文字刻下的，是中国
文明的破晓时间：汉字的起源和发展，青铜器
铭文中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得到了崭新的研究
方向。故此，王懿荣被后人尊为“甲骨文之
父”，“甲骨学”也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显
学之一。

这位潜心金石、埋首研究的文人王懿荣，也
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后，王懿荣毅然投笔从戎，上书请命，要求回到
故乡烟台操办团练，抵御日寇。在他的奔走呼
吁下，登州军民很快组织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抗
日团练军。那时，莱阳友人徐桂宝将一把戚继
光用过的宝刀赠送给王懿荣。王懿荣如获至
宝，当即写下《宝刀歌》一首以明心志，勉励自己
成为戚继光那样的抗倭英豪。

可惜王懿荣尚未出征，腐败的清政府便与
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哀痛无比
的王懿荣只得望着案头的戚家宝刀，悲吟出“归

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的诗句。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

犯北京，上至慈禧太后、光绪帝，下至文武官员，
纷纷敛财逃命。王懿荣一肩担起京师团练大臣
之责，带领老弱残兵守卫京城。8月14日，北京
城破，王懿荣以巷为战，拒不投降，坚持到最后
一刻，以身殉国，投井自尽。

据说，今天的北京锡拉胡同21号院便是王
懿荣旧时故居。从烟台归来后，我曾特意去寻
访，却只见一片红墙小楼，再无半点百年前的形
貌，而王懿荣殉节的古井也早没了踪迹。至于
他在福山古现村的旧时家园也不复当初模样，
到处都是城市开发的欣欣向荣。但我却以为，
纵然与王懿荣有关的遗迹再难寻觅，他的治学
品格、爱国情怀却是永存的，他敢于铁肩担道义
的不朽精神更可以超越时空、贯通古今。这种
精神，也一直积淀在烟台人的血液里，筑造了一
代又一代烟台人的骨格。而我也始终坚信，烟
台的山川沧海会永远铭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
故事，还有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未完待续）

眉凌文化——出品 武眉凌 李卓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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