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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严峰

从码头登上游船，溯江而上，途经橘
子洲、月亮岛，再折回头顺流而下，夜色
笼罩的湘江波澜不惊。举头望去，一轮明
月穿行在云朵里，忽明忽暗，仿佛在沉吟
着什么。

这是 18 年前一个秋月寒江的中秋
之夜。此前我举家南迁，从黄河岸边的济
南来到湘江侧畔的长沙。1997 年从山东
闯关东，再漂泊江南，虽然驻留不过三个
省，但从地域看，已然囊括了中国“长城
内外”“大江南北”的地理概念。“科普中
国”阐述的土壤分类林林总总，但主要的
褐土地、黑土地和红土地，都留下了我的
足迹。

30 多年前的济南，城市规模不大，
城市文化建设乏善可陈。单位所在的南
郊宾馆一带人烟稀少，紧邻省体育中心
东侧还是一条沙土路，像是到了乡下。英
雄山倒是蓊郁葱茏，山下拐角处一片高
高的白桦林遮蔽着一处不大的农贸市
场，几个卖烤地瓜的商贩操着一口地道
的济南土话，扯着嗓子喊：“烤地瓜，热
的！”听上去有种极简的纯粹。

21 年前，我揣着一纸调令来到北国
边陲哈尔滨。到任那天是 12 月 9 日，正值隆冬。飞机降落
时，我探起身子，想看看地下的人们怎样穿着，没看清。随
即，把从家里带来的爸爸穿过的一件羊毛大氅披挂起来。单
位的同事来接我，请我坐轿车前排，我臃肿着挤了半天才把
自己塞进车里。

哈尔滨的冬天很冷。不过，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主
要指夜间，白天大多艳阳高照，空气清冽，不似南方冬天的
那种湿冷。而且，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方一些地方的冬天
变得温吞吞的，有些地方还盼着下雪，要想看到真正的冬
天，只能来哈尔滨。早年一首老歌唱道“哈尔滨的夏天多迷
人”，而我在 20 年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细细地描摹了哈尔
滨冬天的趣闻。

从地域相对狭小，人口太过密集的山东，到地广人稀的
东北，当年“闯关东”的那些人，看到了一个更为广袤的世
界。在哈尔滨那些年，总觉得不少当年从关内来的人，思维
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与他们的故乡比，都有天壤之别。徜徉
于欧陆风情的中央大街，驻足于马迭尔宾馆、华梅西餐厅、
万国储蓄会旧址，古典主义、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
建筑鳞次栉比。但当地人并不崇洋媚外，依旧嘻嘻哈哈地过
着自得其乐的日子。

“马迭尔”俄文意为摩登、时髦和新潮，无论春夏秋冬，
哈尔滨大街上的人们衣着永远是绚烂多彩。但跟他们聊不
上几句，那股“大碴子”味道就出来了，与那摩登的欧式景观
和时髦的衣着装扮显得很不协调。

“咋地啦”“干哈呢”，我接触过的哈尔滨人大多性情耿
直，不加掩饰。其实，这正是哈尔滨人真实的文化性格。他们
不会像不少济南人那样，逢人必称“老师”；也不会像一般江
南人那样，说起话来软软糯糯。

哈尔滨到长沙，北纬 45 度到北纬 28 度，跨越中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带，陆路距离就近 3000
公里，跨越的地域文化带就更难以丈量了。有专家说，认识
一个地方的文化，就要认识那里的语言、饮食、民居，以及与
之相应的民风民俗，而我更看重那些直观、感性的触觉。譬
如，刚来长沙时常听人们说的一个词，就让我好生诧异。“何
解啦？”长沙话的发音类似于普通话的“活该啦”，像是市井
粗野之语，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雅致”的疑问句，相当于北
方人说的“咋回事”。不同的是，这个词竟还明显带有古汉语
词义的遗存。

初来乍到，看到满大街小吃店门口红红地涂抹了“口味
虾”三个大字。在北方，只知道有盐水虾、清蒸虾，还有更讲
究的红烧虾，这“口味虾”是道什么菜？厚油、重辣、齁咸就是
长沙的“口味”，不仅“口味虾”，还有“口味鱼”“口味蛇”“口味
鸭”……但凡能入口的，都会加工成“口味”。长沙的城市文
化也是“重口味”的。你看那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再加
上“我是歌手”“歌手 2018”，所谓音乐竞技节目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还真笼络了一批年轻观众且经久不衰。

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
道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很是气派。进得院内，还有一
副对联更为狂放：“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
非湘水余波。”有人评价说，这副对联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湖
南人及湖湘文化对近世中国的责任担当。这应该不错，因为
还有湘籍名士的一句话可谓“登峰造极”：“若道中华国果
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的“霸蛮之气”是有来由的。有一年，我乘车沿刚
贯通的高速公路去岳阳，途中见一块路标醒目地写着开
慧——— 弼时。“真是‘一路名人居’啊！”我感叹。又想，从曾国
藩到毛泽东，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有多少湖南人留下了浓
墨重彩！

在世人眼中，山东人的做派大多显得低调、内敛和不事
张扬。也许，老祖宗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还有“一日三省吾身”，时刻告诫着历代后人慎独、律
己，别干那些不着调、不靠谱的事。和湖南人“敢为人先”，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的文化性格相比，确实“和而不同”。

相对于华南，山东的文化显得“中庸”了许多。山东人历
来以务实为本，可老祖宗“悉尊古道”“不竞新奇”的古训，也
常常成为山东人观念变革的一道藩篱。从大处说，齐鲁文化
的“重义轻利”和岭南学派的“经世致用”，既有观念分野，也
有殊途同归；地域文化取长补短、包容共鉴，已呈大势所趋。

14 年后，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济南。刚开春，从解放阁下
的护城河乘游船，一路经黑虎泉、大明湖，再到趵突泉，泉水
清澈，杨柳扶岸。船上正播放“沂蒙山小调”，听着“青山绿水
多好看”的曲调，赏着沿河景色，竟生发出“花中不知日月
短，岂料世上已千年”的慨叹。

哈尔滨、长沙距山东都有千里之遥。两千多年前就有句
老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虽说现代信息化社会
拉近甚或“同化”了不少地方的风俗，但深埋于地域文化之
中的根，依旧浸润在旧时的光阴里。

时常有人问我：“走南闯北几十年，生活适应吗？”“比起
咱沿海城市，内陆地区饮食起居不习惯吧？”我的回答也从
容不迫：“当你必须四海为家的时候，就得瞩目他乡优越于
故乡的那些方方面面，瞩目他乡不同于故乡的文化典
藏”——— 这不是搪塞，不是作秀，而是行走“江湖”以来的切
身感悟。

爱上一个地方，就要爱上这个地方的文化。当你真正融
入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就不会再有“独在异乡为异
客”的悲情，就不会叹息“年年春日异乡愁”，就会抛却世俗
的偏见和狭隘的乡土观念，去仰望和邀约与故乡同样的一
轮明月。

“月是故乡明”，那是一千多年前的诗句。同样是一千多
年前，还有一句人们熟知的词句，叫做“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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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放天灯有上千年历史，承载着祈福许愿的传统，但近年
来却被视为“飞行垃圾”和安全隐患，因而遭到抵制。有关天灯
存废的争论不休，而台湾创业者邵瑷婷希望用两全其美的方
法，为美好的传统文化找到一条生路。

“天灯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邵瑷婷说，“如果
什么都不做，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天灯可能真的会被禁
止，这很可惜。”

她和团队设计的“环保天灯”，可以让天灯纸和支架在升
空后燃烧殆尽，不留残骸。传统天灯往往在升空 300到 500 米
后，火焰熄灭，此时天灯纸，连同底部的铁丝或竹条支架，便从
空中坠落。

有“污点”的习俗

天灯又名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作为军事
通信之用，在清道光年间，由来自福建惠安及安溪等地移民带
入台湾。当时因盗匪作乱，骚扰聚落，百姓只好避难山中，待危
机过后，才由留守村中的壮丁以天灯为信号，通知家人返回，
因此又有“平安灯”“祈福灯”之称。

台湾新北市的平溪自 1990 年后开始大力推广天灯观光，
鼓励游客在天灯上写下心愿，将心愿托给上天。如今在平溪，
天灯无处不在。车站，餐馆，街道，处处都挂着天灯。就连当地
的警务站也设计成巨型天灯的造型。曾有媒体统计，每年至少
有 30万颗天灯在这里施放。

平溪的天灯已成为最能代表台湾风情的标志。2010 年上
海世博会，台湾馆被设计成天灯形状，平溪每年的天灯节更是
多次被海外媒体评为全球最佳庆典之一。

每逢过节，特别是元宵当至之时，赏灯人潮络绎不绝，最
高人数曾达十万余人次。夜空下，成千上万天灯冉冉升空，如
星如雨。不过，第二天来的游客往往会看到触目惊心的一幕：
花花绿绿的天灯残骸散落在屋顶、树梢、溪边，既不美观，又制
造垃圾。

商家大多采用防水性的纸张、胶带和铁丝等材料，难以降
解；也曾有报道坠落的天灯支架砸伤或困住山里的野生动物，
还有的落地时引发火灾或是落到道路上导致交通事故。

“不要让你写心愿的美梦，成为当地居民的噩梦。”这是平
溪居民写下的诉求。社交媒体上，有网友称天灯是“纵火器”，
是“飞行垃圾”，并呼吁禁止施放天灯。

“真的不鼓励放天灯，这样就是丟垃圾而已。我看过天灯
绑到猫头鹰致死。”优兔用户“阿枫雪平”写道。

2014 年元宵节，台北、新北、基隆三市市长曾一起燃放天
灯祈福平安，却被多家环保团体批评，要求重新检视施放天灯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并严控施放数量。

寄托美好愿望的天灯似乎成了平溪的“污点”。
“难道传统文化与环保就只有冲突吗？”26 岁的邵瑷婷

说。“其实该被解决的不是天灯，而是它产生的垃圾。”

拯救天灯

从 2016 年起，邵瑷婷创办的致力于纪录、保护和创新台
湾传统文化的“文化银行”就开始了拯救天灯的计划。她和团
队曾尝试用竹条和鞭炮线取代铁丝和胶带，确保燃烧后竹条
脱落，而天灯纸可以完全燃烧。她还设想将天灯纸换成糯米糖
纸，即使坠落到山林里，经过雨水冲刷即可溶解。

今年 2月，他们在网络上发起第二代“环保天灯”的众筹。
这次，他们计划用鸡蛋防撞的纸盒来制作支架，将纸浆以纸塑
热压加工的方式成型，做出全纸质天灯，让所有零件在空中完
全燃烧，不会坠落到地面产生任何垃圾。

邵瑷婷预计环保天灯的价格为新台币 350到 450元，这
大约是现在普通天灯的 2到 3 倍。她并不担心价格高会没有
市场。三个多月的时间她筹到了新台币 160余万元，卖出了
1000 多颗天灯。她相信如果能做到环保，消费者会愿意多付
一点。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环保天灯”。有些商户认为邵
瑷婷是来平溪抢生意，并不友好；有的对“环保天灯”的环保性
能持怀疑态度。

平溪一家大型天灯店的负责人称，目前使用的竹条框架
已经很环保，而所谓“环保天灯”材质复杂，也许在制造过程中

造成的环境污染会更严重。
也有网友给邵瑷婷的团队留言，认为“环保天灯”即便不

产生垃圾，也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排放。
71 岁的林国和是平溪少数还在坚持手工制作天灯的工

匠之一。他时常临街而坐，看到游客，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传
统手工天灯的做法和其中蕴含的文化典故。林国和支持“环保
天灯”，也多次出谋划策，参与设计，但他认为天灯不仅要“环
保”，也要“管饱”。

“天灯在这里的确有环保问题，这个不能骗人。但是环保
的‘保’，与填饱肚子的‘饱’，要怎么平衡，这才是重点。”

从 2013 年开始，平溪天灯业者建立了天灯残骸的回收机
制，用现金或实物激励沿线居民一起维护环境。

据林国和介绍，当地回收天灯(残骸)的都是老人家。他们
上山捡天灯，每捡一个回来可以得到几块钱的现金奖励。假如
环保天灯流行起来，这些老人便会失去这一收入来源。

但邵瑷婷认为天灯的回收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毕竟
不是所有的天灯都能被回收，有些掉到山地丛林人迹罕至的
地方，很难捡回。有媒体估算每年至少有大约有 4 . 5 吨的天
灯残骸无法被回收。

林国和说，平溪早年依赖煤矿，煤矿关停后，无心插柳培
育起了天灯这个地方名片，到如今天灯产业已是当地不可或
缺的经济支柱，每年至少带来几亿元的经济收入。

“如果不靠天灯，我们这偏僻的地方有谁会来？”平溪当地
一位居民说。

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有网友感叹：“天灯本身并没有错，错
误的是人，当天灯能够多到让你看到遍地都是的时候，那代表
是平溪的游客乘载量已经超过负荷。”

“所以环保天灯恰是拯救当地经济的一个契机，”邵瑷婷
说。“平溪商业形态单一，天灯几乎是唯一带来可观收入的旅
游项目。如果再过三五年，天灯真的因为不环保而被禁止，那
么当地的经济可能会受到重创。”

环保出路

事实上，在生态和环保意识日渐增强的当下，很多传统文
化都遭遇着跟天灯类似的境遇。

比如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因其产生空气污染和易引发火
灾，近年来在大陆多个城市被施以禁令。在台湾，燃放鞭炮是

各大宫庙为神明举办绕境踩街祈福活动的传统项目。然而，
今年在台北大龙峒保安宫的“保生文化祭”期间，主办方主
动提出绕境踩街不放鞭炮，避免带来环境及噪音污染，让
“保生大帝”环保出巡。

此外，端午时节北方民间旧有折柳枝、挂葫芦的习俗，
寓意平安。但这项传统也因破坏植物，被抵制而渐渐遗忘。
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与驯养动物
有关的传统习俗比如猎鹰，甚至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但
环保人士指控“虐待动物”，希望立法取缔。

而另一面，很多像邵瑷婷一样的年轻人，都在努力通过
创新，保留传统文化。

比如扎根新北市三峡区的甘乐文创，回收了北港朝天
宫妈祖来当地绕境时燃放鞭炮的炮纸，打成纸浆，做成红包
袋、平安符等文创产品。据了解，台湾的信众认为迎神庆典
的鞭炮屑可以带来好运，这些再生的纸品便有了延伸妈祖
信仰的意义，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当然，炮纸制作的这些产品不便宜，主要是卖给认同
妈祖信仰和环保理念的观光客，距离普通人对日常用品的
预期有些远。”甘乐文创的活动经理陈柏安坦承。

陈柏安表示，虽然销售情况一般，但重视环保和资源再
利用理念是正确的，在处理传统习俗与现代环保要求之间
的关系上做了身先士卒的尝试。

他认为，不能因环境的问题而扼杀传统信仰、习俗的发
展，两者不能对立起来，而是要找到其中的平衡。“环保天
灯”的做法，顺应了这种趋势，即通过环保的方式，把习俗和
信仰传承下去，

邵瑷婷说：“台湾很多传统文化像天灯一样面临瓶颈，
这些瓶颈结合现代技术，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突破，只是需
要人们花时间去想该如何结合科技、设计和商业模式让传
统文化实现永续。”

她接下来还打算建立种树基金，将售卖天灯的一部分
收入用来植树，尽力平衡与吸收燃烧天灯所造成的碳排放。

林国和还建议，应该在干燥少雨的季节控制天灯施放
的总量，减少火灾隐患，也给大地和山林休息的机会。

“保护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改变从来
都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邵瑷婷
说，希望“环保天灯”能启发更多的人“为传统文化找到一条
生路。”

环保与文化、环保与“管饱”如何共生

一群台湾年轻人，这样拯救孔明灯

王王铜铜起起

打开我国地图，你就会看到在长江入海口处，黄海岸便
开始次第向西北方向逶迤，至苏鲁交界处顿一个折，便急射
东北，过青岛，奔威海，到烟台。绵绵千里海岸线，折射成
一个数学上的“小于”号，沿“小于”号两端向东辐射出的
一大片海域，就叫黄海湾。江苏省的最北端县份——— 赣榆
县，就坐落在这个“小于”号的弓底部。她北接齐鲁，西枕
沂蒙，南俯淮泗，东临沧海，全境面积 1402 平方公里。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

县境内出土的数十件外形器、石刀、石砺等文物，说明
了远在一万年前，原始先民们便在这块蛮荒的土地上直立起
了腰肢，创造了劳动，开始了最早的渔猎生活。后大堂、青
墩庙、大台子、苏青墩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更为原
始先民们从猿到人的进化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这里还是
龙山文化区域。至于商周铜器、秦砖汉瓦那是晚些时候的事
了。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蜕变的飞跃轨迹，听到了
历史老人蹀躞的脚步声。

相传古炎帝后裔姜姓在此定居立国。夏商时属徐州地
域，西周属青州，春秋兼属鲁国、莒国，战国时初属楚，后
归齐。秦设郡县，赣榆从琅琊郡。汉承秦制，封属未变，延
至三国，更名“祝其”。西晋复立赣榆。隋末改为“怀
仁”，隶属海州。金元以后均名赣榆。 1940 年底，隶属山
东省滨海专区。 1945 年更名“竹庭县”， 1950 年底复名城
榆， 1953 年划归江苏。

赣榆何时置县？众说不一。《辞海》中“赣榆”条目注
为汉置县。当然，这是较权威的说法。但随着近几年陕西省
骊山秦兵马俑及刑徒墓的挖掘研究，赣榆为汉置县的传统说
法被大大地动摇了，权威的说法被权威的史证所打破。

1979 年 12月，陕西省秦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西侧刑徒

墓，发掘出瓦志刻文 18件，其中有两块阴刻小篆“赣榆距”“赣
榆得”，记载了一个叫“距”、一个叫“得”的赣榆人随刑徒发往
骊山修始皇陵的史实，得窥了《史记》诸籍所载秦始皇“及并天
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修筑骊山”的如烟往事之一斑。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赣榆为县，已知在秦。但为何取名“赣榆”？这又是千
古一谜。据说，在全国 2000 多个县中，县名取义不详的只
有十几个县，赣榆自然位列其中。

“赣榆”释义，多有说法。或云，此地盛产质佳榆木，
常以进贡朝廷，“贡”字古通“赣”字，故名。或云，春秋
时端木子贡自琅琊赴吴，途经此地，偶有手植之榆，一如孔
子手植槐于曲阜。则以榆之属赣，赣通贡得名。或云“赣
榆”为古越语盐的音译，因本地多产盐，又因以盐为部族的
“吴人”在此居住过而得名。研究《山海经》的专家何幼琦
先生则认为，赣榆得名于古代鬼窳(别写为鬼臾)氏族。清代
张謇、王文炳考证古郁州为赣榆境，有山名弇(古音盖)榆
山，县因山而名。考古专家李洪甫则认为赣榆得名于少昊氏
在羽山向其部落赐羽的史实。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翰勋先生独辟“赐榆说”。
此说虽也未作盖棺之论，但似乎易为人们接受。他认为
“赣”字《尔雅·释诂》诸典释为赐，赐予。取“君主赐予
榆火”，表示承受恩宠，并得吉祥的意思。古时有“司爟”
的官，掌管帝王用火的政令，根据时令，变换用火原料，祛
除不同季节的疾病。“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秋取
楢柞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唐会要》载有“清明取榆柳
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之说。还可见证于唐韩愈“唯将
新赐火，向曙著朝衣”的诗句，及唐韦庄“内官初赐清明
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的诗句。为什么春季赐火要用榆柳之
火呢？据《周礼》讲，榆柳象征青色，顺阳气。同时，赣榆
县治地处东隅，正与春季、榆木含意吻合，唐李峤诗“槐烟

乘晓散，榆火应春开”即含此义。可见，衍“赐榆”之义
取“赣榆”之名，是承袭古代风习，以示荣宠、图吉利、
求祥和的意思。秦代去唐未晚，可考典籍亦多，抑或那时
的官风民习传承至唐，也未可知。

这里还是一片灵气氤氲的土地。

作为地僻一隅的海右古邑，她曾有过历史的喧嚣。孔
子及其高足子贡曾印屐过夹谷山、万松山；秦始皇两度莅
境，鞭石成桥登秦山岛，勒石秦东门以彰政绩，留下一大
串诸如“接驾庄”“居驾庄”“下驾沟”“演乓场”的村
名；郦道元著《水经注》，跋涉过这里的山川河流，考证
古“游水”之延绵周回；李吉甫于《元和郡县图志》中神
游赣之古邑郁州、田横岛、怀仁、义塘、盐仓诸城；沈括
登赣榆之山东望大海，观“天地日月之游动出没”；吕思
勉考赣榆方士徐福浮海东去，止于日本纪州、熊野之行
踪……这里不只是千古东渡第一人徐福的故里，还曾孕育
出力主抗金、忠贞报国的宋代名相胡松年；负帝蹈海、死
以酬志的忠义公单公选；操守廉洁、体察民情的明代光禄
寺卿裴天祐；刚正不阿、凛然强项的工部郎中刘守良；外
争国威、内振实业的清代驻秘鲁领事许鼎霖……从这些历
史名人的屐痕墨迹当可看出，这是一块浸透华夏几千年文
明的故土，吴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重合，使得这片故
土凝重吉幽中也不乏灵光秀气。

翻开近代史，这里曾沐浴过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
华、陈士集、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盖世雄风；曾筑起过华
中、豫东、胶东与敌占区的人员过境、医药军需的海上通道；
曾组织过万人支前大队、万人子弟兵团、万人次钢铁担架团
随军辗转浴血沙场；曾昭彰过 3570 多名烈士的英魂，掩埋
过 800 多位民族英烈的忠骨，其中有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位
国际友人的遗骸……这片滚烫的热土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
过积极的贡献。

纵横千古话赣榆

▲ 2018 年 3 月 2 日，在台湾新北市举行的平溪天灯节上，市民在放天灯庆祝元宵节。摄影：本报记者岳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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