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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德华·吉本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 是关
于古罗马帝国历史的西方权威史学著作之一，在西方
史学界具有开先河之意义——吉本的历史表述是一种

“哲学的历史叙述”，而非此前在西方史学界普遍存在
的“年鉴式”事件排列。

《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所以被称为“哲学的”，主
要是因为它探索历史规律的初衷以及从历史事件之外
去发现影响历史发展因素的努力。回顾写书缘起时，
吉本说：“那是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中间，我的心中首
次出现撰写一部书的想法，这部书在给我愉悦的同时
几乎耗费了我生命中的20年光阴。”这种在今天看来
有些接近“摆拍”的戏剧性描述，表达的是他超越现
实沧海桑田的历史之兴怀。

吉本探索的古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即“共和体制”和宗教信仰。当然它们是内因，另外
还有一个外因，就是“蛮族”入侵，这里不谈。不
过，吉本对于古罗马帝国衰亡的这两个内因的态度，
一个是在叹息中怀念，一个则是在痛恨中批判。

怀念的是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体制”。

吉本所批判的是基督教，他在观察中世纪基督教
的殉教制度、神迹和圣徒传说、教阶制度、圣职买
卖、赎罪原则以及宗教法庭的迫害等种种丑恶现象
后，针对基督教在思想上欺骗民众、行动上推行宗教
恐怖等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谴责：“据说，仅
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万余人倒在刽
子手的屠刀之下！”

吉本对于基督教的批判，让人在赞颂他的历史学
成就时略显尴尬。以现在的观点看，那时的基督教并
非一无是处。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古
罗马帝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及其他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
重，因此基督教对道德伦理的重建至少在当时是有益
于社会的。有人说，其实正是基督教的存在让古罗马
帝国苟延残喘到十五世纪。可是，以吉本的睿智，为
什么如此痛恨基督教？需要从吉本所处的历史年代去
考察。

吉本身处的十八世纪，是欧洲新的人文思想风
起云涌的时代。涌起的风云，被称作启蒙运动。伏
尔泰、狄德罗、休谟这些启蒙运动的泰斗，是吉本

过从甚密的师友辈的人物，吉本自己也是启蒙运动
的健将。

批判之后，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古中国成
了理想国般完美的参照物。在伏尔泰眼里，古中国是
一个“哲学王”治理的国家，古中国的百姓将君主或
官吏看作家长一般。“哲学王”式的治理和作为家长
一般的古中国士大夫所秉持的儒家文化精神，在他看
来可以作为欧洲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榜样。

吉本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古中国政治
体制和精神信仰的推崇，其实是为了推动他们的政治
体制和宗教信仰的转变和优化。一方面把被埋葬千
年、偶尔被刨出来又反复被埋葬的“古罗马共和体
制”彻底挖掘出来，重新洗洗，再修饰、补充，发
展、完善，取代让人痛恨的欧洲中世纪独裁政体；另
一方面也让基督教向宗教包容的方向转变，向尊重
人、尊重科学的方向转变。这是明智的选择，而转变
的成功，造就了古罗马帝国之后欧洲的新辉煌。

吉本写 《罗马帝国衰亡史》，痛恨的是古罗马帝
国的宗教信仰，可是他又对古罗马帝国的辉煌表现出
景仰，这构成了一组矛盾。

吉本是没有办法调和这组矛盾的。如果我们也以
吉本创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初所怀有的历史感来
看待这部巨著，也许能有一样的慨叹：“人世几回伤
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这是智者之叹。也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
的价值。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景彩彩的精彩
□ 马步升

◎金台茶亭

吉本的智见
□ 鲍 人

胶东半岛与内陆分界线是胶莱河，半岛南沿根部是日
照。日照正北方，是胶莱河入海的莱州湾，湾东岸即龙口。
今日龙口市，乃先前老黄县。

今人很容易看清楚这一山河大势。若有兴趣，短时间即
可游览一遍。可是，两千多年前，即使游历甚广的人物，亦
很难做到这一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这话很有
名。他把到海里去当作走投无路时的选择。可是即使最困窘
时，他也未“浮于海”——无证据证明孔子到过海边。孔子
到过齐国国都临淄，临淄距龙口不远了。可是，孔子没再往
东走。这一点，让半岛养育的作家张炜不禁以 《东夷之东》
一文感慨系之：“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公”。

一条名为鸦鹊河的小河，穿过龙口市最高山莱山脚下一
盆地，盆地上坐落着胶东半岛最大古遗址——莱国都城归
城。遗址一带及外围，数百年来陆续发现大量青铜器。莱国又
称莱子国、莱夷，商周时期的东夷古国，半岛地区大都为莱国辖
地。《左传》《国语》等古籍屡屡提及莱国，大都一笔带过，而莱国
灭国时间却是确凿的：公元前567年。这一年，莱为齐所灭，莱
国是齐国吞并的最大国家。齐国国土成倍扩张，拥有了广大的
渔盐之利，一下成为东方强国。16年后，孔子出生。这样说来，
几十年后到达了齐都临淄的孔子未东行，的确是憾事。

归城是一段保护起来的古城墙，准确说是一大堆黄土。
数千年岁月足以令一堆黄土拥有神奇的力量。面对遗址，抚
摸黄土，思绪变得复杂幽远。

沉默的时间真是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胶东半岛及西部几个重要古国立国时间如下：莱国500年
以上，莒国 600年以上，鲁国 700多年，齐国 800多年。时间
能让事实变得清楚：华夏远古社会的稳定程度好于始皇后的
皇权时代。皇权王朝的轮替更像走马灯，亦更惨烈，延续百
年以上朝代没几个。还有一个事实：莱国灭后，莱人做齐人
又做了300多年。时间不短。历史细节难以考究，“时间”是
最大事实。文化生长需要时间，特别是相对稳定的时间。后
来所说的齐文化本质上是“齐莱文化”。没有莱文化的融入与
刺激，即难有强齐及雄阔的齐文化。

“齐气”是一种什么气？曹丕 《典论·论文》 有“徐干时
有齐气”一说。当代学人对“齐气”解说纷纭。既言气，即是一
种相对模糊的判断。我倾向并赞同释“齐气”为隐逸、汪洋、舒
缓，还有大胆、夸诞等意。曹丕《与吴质书》又说徐干“独怀文抱
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这就更明白了。徐干为汉末
齐（北海郡）人，有齐气理所当然。“齐气”又何尝不是“莱气”
呢？龙口古人淳于髡、徐福那才是“齐气”十足呢。齐威王时稷
下学宫大学者淳于髡，被列为《史记·滑稽列传》第一名，滑稽，
多智，雄辩。大方士徐福更加不可思议，他竟敢与始皇斗法，两
次自莱地大举出海，最终带众多童男女成功逃秦，狠狠耍了始
皇一把。何等狂妄，也是一种“齐气”。

2019 仲春，夜宿万松浦书院。与同行者小沈自海边返，
近书院，忽闻草间起怪声，遂止步凝神。“听，是什么叫？”
小沈疑惑：“咳，咳——是什么叫哇？”我说：“刺猬，刺猬歌
呀。”移步草丛，果见一大刺猬旁若无人，月色下舒缓移步。
小沈惊喜不已：“刺猬呀，刺猬！”我问：“ 《刺猬歌》，读过
否？”小沈答：“读过。怪不得张炜会写这部小说呢。”多年不
闻，刺猬声亦是天籁。

1997年初，在沂蒙山腹地长大的我，由海滨赴西域喀什噶
尔。西域的第一个凌晨，万里之外的鸡鸣令我惊讶——人种文
化都变了，喀什鸡鸣与沂蒙山鸡鸣却完全相同。龙口刺猬叫与
沂蒙山刺猬叫，感觉亦如此。而刺猬与鸡肯定不这样看。在它
们眼里，不用说相隔千里，或许这窝鸡与那窝鸡、这窝刺猬与那
窝刺猬，“语言文化”就不同了。它们各有自己的刺与羽。将人
生坐标与某种地理坐标联系一下，常会有别样的感受。

生于齐鲁之间，自认为知鲁风，慕齐气。
在万松浦书院时，张炜在外地讲学，未能相见。就把这

刺猬，当作张炜派来的吧。在龙口，在生机勃勃又古风盎然
的龙口，在位居山东经济强县 （市） 龙头的龙口，我见到了
刺猬，想到了这些。

齐气与鲁风
□ 夏立君

望长空，
无边无垠，
思宇宙，
无穷无尽。
想世界之大同，
何时来临？
一定。

看世界，
有雨有风，
观社会，
时起时宁。
敢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人民。

本期华文作品推出 5篇作品。《景彩彩的精
彩》 以果农景彩彩为典型案例，记述当地脱贫
的精彩故事。《赞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世界大同
和人民发出由衷赞颂。《齐气与鲁风》从古论今，
隐逸、舒缓、夸诞的“齐气”，在古今齐鲁人身上延
续流淌。《吉本的智见》 评爱德华·吉本 《罗马
帝国衰亡史》一书，从创作的时代背景，解析吉本
对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认识。《溱潼古镇的三棵
树》讲述作者探访古镇古槐、山茶和家谱三棵

“树”的难忘经历。 ——编 者

赞人类命运共同体
□ 刘世锦

今年的春夏之交，清水地界的雨水格外多。雨水
好像在天空一直处于整装待发状态，说来立即就来
了。5 月中旬，我在为 6 月份作家采访团的到来踩点
时，5 天时间，只有半天晴天。在这 5 天中，我几乎
走遍了清水境内的所有乡镇，目睹了清水人在脱贫攻
坚战役中的精神风貌。雨水带来了行动不便，可是，
单纯从游赏的角度看去，雨中的清水真是太美了，雨
打清水，清水洗尘，天上地下都是清水，茂密的草木
枝叶上垂挂着清水，山坡田园中，各种农作物在清水
的滋润下竞相成长。

6月中旬，天南地北的作家朋友乍到清水，说出
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这是清水吗，没想到甘肃还有
这样美丽的地方！是的，这是清水，甘肃的清水县。
清水的美，既是天造地设，也是清水人经过几代人艰
苦卓绝的奋斗得来的。而采访团在清水的5天里，一
半时间在下雨，一半时间阳光普照。雨水与阳光的反
复晕染，让清水举目是景，天地流彩，因景，因彩，
我想起了一个清水女性的名字：景彩彩。

一夜都在下雨，早上天晴了，阳光羞涩而迷人。
我赶到了郭川镇宋川村，那个名叫景彩彩的女人，正
在自家的果园边伫立远望。她身穿一件浅蓝色的外
套，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苹果园汹涌的绿意中，自成
一方风景。看不出，她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四个孩
子的母亲，也是有了孙儿孙女的奶奶。她的丈夫去世

十几年了，她一手将四个孩子拉扯大，并且都在外地
有了工作。如今，她独自一人在家，带着一个上幼儿园
的孙女，经管着自家六亩多地的苹果园。说起景彩彩，
她可算得上一方名人。她只读过小学四年级，早年学
到的些许文化，大多都还给漫长而艰辛的生活了。但
她却学会了拼音打字，她利用网络手段销售自己的苹
果。去年，她仅从网上就卖出去七百多箱苹果。她在
自家的苹果树下视频直播，消费者看上哪些苹果，她
当即采摘，装箱，呼叫镇上的快递公司。如果一次发
货多，就由快递公司上门接货，一箱两箱的，她开着
自己的电动助力车，直接送到几公里外的镇上去。

在生存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夸口自己有多大能
耐，而哪怕是多么细小的成功，背后都是难描难述的
艰辛付出。景彩彩家的苹果以个大，品相好，甘甜，
信誉良好，为远近消费者所青睐，而每一颗苹果，正
是她用一粒粒汗水浇灌出来的。要种出一颗好苹果，
也就意味着，一个果农一年四季都得在果园中劳作。
请允许我简单描述一下一颗苹果的诞生过程吧。冬季
剪枝，需要仔细甄别哪颗树枝的存留，还要储备农家
肥，春季疏花，在千千万万的苹果花中，决定哪朵花
该留下，哪朵花要清除，然后便是施肥，除草，灌
溉。挂果后，要给苹果套袋，站在木凳上，给一只只
苹果套上防护袋，那可是千千万万只苹果啊。接着又
是除草，等到苹果再长大些，将原来的套袋一一取下
来，再一一地套上新袋，到采摘期，那更是惊人的劳
动量。为防止苹果互相磕碰，像护理婴儿一样，真是
小心翼翼。装箱时，又怕苹果把儿互相刺伤，还得一
一剪去苹果把儿。这都是正常工作，还不算自然灾害
发生时的各项应对措施。

六亩多地的果园，所有工序，大多都是景彩彩独
立完成的，她还得照顾4岁多的小孙女。提起身边的
这个小孙女，景彩彩满脸都盛开着苹果花儿，她的汉
语拼音也是这个孙女教给她的。郭川镇在山区，农
田大多都是山地，种粮食容易受自然灾害侵袭，这
些年，政府大力扶持苹果产业，绝大多数农田都变
成了果园，景彩彩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人。一个
人独立撑起一个家，独自承担繁重的劳动任务，其
中的艰难困苦是不用说的。可是，生活给了她一条
坎坷的路，她便以自己的双脚踏平眼前的坎坷，她

把所有苦涩留给夜深人静的自己，甘愿以笑脸面对
生活。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笑容，按说，一个挑着
人生的重担，在风雨中不懈奔跑了几十年的农村女
性，仅从外表，便会传递着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全
部沧桑，一位文友说，看上去你像三四十岁的人，
景彩彩羞涩一笑，眼立即有了湿意。我知道她的压
在心里的苦楚不会比任何人少，但她羞涩一笑后，
只是仰脸向天，强压住那即将喷涌而出的泪水，清
澈的目光与明媚的天色两两相照。在生活的洪流中
打拼的人，谁能没有跌过跤湿过鞋呢，区别只在于，
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人生。饱尝酸甜苦辣的景彩彩心
头始终悬着一颗太阳，她的内心是敞亮的，她随时都
能够感知世界的温暖。以前，苹果成熟后，外地客商
来到地头收购，往往压价很低，在外地工作的子女，
教会了她如何利用网络平台直销，再加上当地政府组
织的合作社销售渠道，景彩彩家的苹果，连续几年，
待她采摘完，大体也销售完了。

经历过苦难和奋斗的景彩彩，一直都在相对偏远
的乡村生活，景彩彩却是一个眼界宽阔的农村女性，
她能够及时响应时代的召唤，修正自己的生存方略，
同时，又是一个识大体的农村女性。政府为果农免费
提供技术服务和装运苹果的纸箱，景彩彩把这份情义
都记在心里，她反复表示，这都是国家政策好，个人
的本事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好政策。正应了一句古
语：衣食足而知荣辱。脱离贫困的宋川村，在政府的
资助下，在村头修建了一片广场，花草树木，健身器
材，一应俱全，各家各户，内外整洁，已经废弃的农
具挂在廊檐下，时时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艰苦岁
月，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在山坡果园告别时，我主
动与景彩彩加上微信，我笑说，苹果成熟时，我在朋
友圈给你发广告。她一脸灿烂。她刚给苹果套完护
袋，她说她都清闲几天了，要给我擀手工面吃，我婉
拒说，下次来一定要尝尝你的厨艺。

离开村庄时，我回望那一片名叫马庙坡的山地，
景彩彩家的果园就在那里。阳光渐趋浓烈，整个山地
一片华彩，景彩彩挥手作别，她的明媚笑脸，她的浅
蓝色外套，与天地景色融为一体。许久，我的脑海中
蹦出一句话来：景彩彩是一个有志气把灰暗生活过得
精彩的农村女性。

溱潼古镇最令人神往、最令人流连的是三棵树。
一棵是唐朝的国槐，生长在以这棵树得名、一座

有着久远历史的“绿树禅院”里。老槐深褐色的主干
向禅院院墙的右侧倾斜，在靠近约两米高墙头的位
置，分为两股主杈，左侧的主杈在上，右侧的主杈在
下，倚过墙头，又略往下伸展到禅院外面的古街上。
两股主杈上又分了许多细小的杈，郁郁葱葱的枝叶生
机勃勃，让一树浓荫覆盖了禅院和禅院外的石板老
街，古树、古寺、古街跨越千年却依然鲜活，不由让
人的心为之一动。“山中多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
人”“树木不言，人有话说”。

然而，这却是一棵曾开口说过话的槐树哦。“槐
荫开口把话提，叫声董永你听知！你与大姐成婚配，
槐荫与你做红媒。”传说，当年董永路遇七仙女，就
是这棵老槐树做的媒。只是如今，它老于世故，不再
开口说话，但它的故事广为流传，许多青年情侣结伴
而来，把山盟海誓的话儿写在红布条上，密密麻麻地
系在它脚下的栏杆上。我相信这棵慈祥的老槐定会庇
佑怀有美好期望的他们百年和合，相携一生。

第二棵是宋代的山茶树。溱潼人喜滋滋地告诉我
们，这棵树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人工栽培山茶基径最

大、树体最高、树龄最长，而又生长在长江以北的唯
一一株万朵古山茶，这棵有着“世界茶花王”之誉的

“国宝级”古树，已与云南丽江茶花王结为“姐妹
花”，与台湾草山红山茶喜结“团圆树”。

山茶树倚墙而生，说明当年它生长环境的局
促，说明它一定不是在富贵人家的庭院中长大，说
明它原本布衣，靠着不屈不挠的意志，一不小心长
成了“世界茶花王”。我们来时，山茶花已经谢
了，枝头犹存残萼点点。也许是缘分不到，它没有
让我们遇见它美丽的时刻。树旁有一口井，名叫浇
花井，据说也是宋朝的，为溱湖古八景之一。山茶
花盛开的夜晚，来井边可以领略到“井中月、水中
花”的意趣。

清代孙乔年的诗，“满庭花卉一灵泉，碧水清澄镜
面圆。月下阶前僧去后，闲听窗外水涓涓”，讲述了这
棵山茶树和井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南宋末年，离此
不远的寺院有位凡心未脱的了缘小和尚，他与村女小
花姑娘常在此幽会。后来，走漏了风声，小花含羞投井
而死，死前与小和尚相约，来世与他仍在井边相会。第
二年井边就长出一棵山茶树。被赶出山门的了缘小和
尚就在井边搭起一座茅棚，养护这棵茶花。如今，山

茶花盛开的月夜，俯身石栏，从井底晃动的茶花中还能
看到了缘小和尚和小花的身影呢。我听了这个凄美的
爱情故事，再看这棵树就觉得一树都是多情的色彩。

第三棵树不是明代的黄杨、皂荚，也不是清代的
木槿，而是那出了“一门三院士，祖上是状元”的李
氏谱系。这棵树比唐国槐、比宋山茶长得更茁壮、更
葳蕤。李氏始祖李承霖、曾祖父李贞发是这棵树的
根。“百年家训”是这棵树的根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的土壤里汲取的精华。“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
勤学、车胤孙康、弦歌雅乐、翰墨传香、尊师益友、
孝德永彰、和亲睦邻、扶幼尊长、敬德修业、发愤图
强、女红针黹、娴淑贤良、诗书共读、兰桂齐芳、扶
贫济困、造福一方、克勤克俭、家道隆昌。”这段李
氏家训由曾祖父李贞发手书于 1890 年，80 个字告诉
后人要懂得诗书礼仪，要勤学上进，要有社会责任，
要有担当情怀……这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的营养，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溱潼李氏这棵树。现在，
这树已长成参天的大树，它比唐国槐、宋山茶更高
大、更生气勃勃、更吸引人们的目光。

一棵古树就是一段记忆，一棵古树就是一段依然
鲜活的历史。溱潼古镇有三棵古树。

溱潼古镇的三棵树
□ 俞 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