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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天语在胶东屋脊栖霞的
艾山风景区以东约 2 公里处的牛
卧山和躲荒山的北面， 那里有一
—史家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村， 周围群山环绕， 四季风景如
画， 空谷鸟语婉转， 处处风光旖
旎。 春来百花开遍山岗，秋天瓜果
飘香四野，山涧泉水叮咚，小河流
水淙淙，朝霞沐浴山村暖，夕照农
人荷锄归，鸡犬相闻，民风淳朴，
一幅桃源图，世代和谐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清幽
的环境中，在大山的怀抱里，史家
村的人们波澜不惊地度过了一个
个春夏秋冬， 世世代代享受着大
山的恩赐， 却始终没有发现大山
明眸里深藏的秘密， 也没有读懂
大山明眸里饱含的深情。
山虽然沉默，却是有灵性的。
泥土是它的肌肉， 石头是它的筋
骨。 筋骨强则体魄壮，体魄壮则生
命旺， 史家村便是得益于这些泥
土的滋养、山石的庇佑，才使得史
家村的人们世代兴旺。
史家村西有一座低矮的小石山， 名字
叫奇石峰， 它静卧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个
年代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可是它这
里却没有仙，因此便一直寂寂无名。只是最
近的几年里，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些有
生活情趣的人们， 闲暇的时候喜欢登山郊
游，无意中来到了这里，惊奇地发现了这里
的奇石，后来一些地质爱好者也慕名而来，
从地质构造的角度对这里的地形地貌和奇
石加以研究和论证，才有了惊人的发现，并
书写出了有价值的文字。
在地质学方面，我是一个门外汉，因此

奇石天语
□ 林春山

我无法从地质构造方面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只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我对这些奇石
的印象。
远观这座小石山并无异样， 走近才发
现它的与众不同。山顶平坦如砥，山坡上星
罗棋布地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 经过漫
长岁月的风雨剥蚀，愈发变得沧桑起来。它
们不是紧挨在一起的，而是各自为营，呈分
散状分布在小山的各个位置， 却又遥相呼
应着，既孤单又和谐，分则自成一体，合则
气势雄壮，正所谓气壮山河。
它们形态各异，却栩栩如生:一块坐北

朝南的巨石，分明就是一个招财金蟾；它右
前方的一根擎天石柱， 宛如一条刚跃出水
面的海豚，惟妙惟肖；“海豚”的右手边是
一张东西向的长方形仙女卧榻，形象逼真；
“卧榻”前两米处是一个大大的“浴盆”，
“浴盆”边上立着一面方方正正的石镜，远
远地照着对面的牛卧山；“卧榻”对面摆放
着一个巨大的“石馒头”，形状与馒头别无
二致， 切面清晰， 给人以强烈的食欲感；
“卧榻”后面不远处，一顶织纹清晰的“石
草帽”安静地躺在地面上，默默地守护时
光；周围的山坡上遍布着石龟、鳄鱼、石兔、

SWEET QIXIA

石猪……山顶上， 一方巨大的石墩
嵌着一面“镜框”，“镜框”中一个
威严的判官目视着山下， 坚守着惩
恶扬善的本心，守护着一方平安；山
脚下一条活灵活现的石龙口含明珠
全神贯注着山上……
沧海桑田。 这里或许亿万年前
是一片汪洋大海， 后来因为地质变
化而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也或许是
第四纪冰川的作用造就了这些形态
各异的奇石， 抑或是冥冥之中的神
灵将这些曾经的神仙以石头的形态
安放在这里世世代代庇佑着这一方
水土风调雨顺， 护佑着生民安居乐
业？
我相信这些奇石是有生命的，
也是会说话的， 只是我们不懂得而
已，它们之间也是有交流的。我们应
该敬畏这些生命，敬重这些奇石，我
们虽然听不见也听不懂它们的语
言，但我们要敬畏天地，敬畏神灵，
敬畏大自然。
这里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有人说应该加快开发的步伐， 促进
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我却深深地忧虑，开发
就会有破坏，天意不可违，天道须尊重，人
文的永远是雕饰的， 只有大自然的才是原
生态的， 保护好原生态就是保护了我们自
己的家园。
奇石天语， 我们听不见也听不懂，但
我们要学会悟，悟懂了悟透了，天地才会和
谐共生，人间才能幸福美满。

（作者系栖霞市散文学会会长）

张舒心：醉心复原传统弓箭
大学时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代弓箭，
让他的心海再起波澜。 他感觉自己被那些
仿佛在诉说着戎马征战生涯故事的弓箭击
中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升起在心中。
“射者，仁之道也。”如今，国家对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复兴越来越重视。 他希望越来越
多的人了解射箭， 传承发扬中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
春雨绵绵。
菜园里， 一位古装男子从腰间抽出一
支响箭，搭弦、拉弓、放手。 只听“嗖”的一
声， 响箭直插云霄， 六七秒后方落回了地
面。
记者见到张舒心时， 他正在自家菜园
里试射。长发、古装、弓箭，颇有古代大侠的
风范。
“这种只有响声没有杀伤力的叫响
箭，也叫哨箭。带金属箭头有杀伤力的叫鸣
镝。《史记·匈奴列传》里说，冒顿单于用鸣
镝射杀了自己的父亲。 很多人误以为冒顿
发明了鸣镝。其实，鸣镝在我国商周时期就
已经存在了。 ”只要一谈起弓箭，张舒心就
打开了话匣子。
从小有个“武侠梦”

张舒心 1984 年出生于栖霞一个农村
家庭，身边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
是，从老人们的只言片语中，他了解到“老
张家”祖上当过武官，唤起了他内心的好
奇。
“十一二岁的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讲，
我家祖上出身武官。 练功的时候， 扎好马
步，还要压上大石板。 ”张舒心说，这些事
在他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小就有一种
家族荣誉感，也埋下了“武侠梦”的种子。
在物质生活还不算充裕的年代里，弹
弓是男孩子最喜欢的玩具。 喜欢舞枪弄棒
的张舒心也不例外， 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弹弓，参加民间组织的比赛，还拿过名次。
说起十二岁时做的第一把弓， 张舒心仍记
忆犹新。“那时候没处找牛角，单纯用竹片
做的，也是反曲弓，非常漂亮。没有箭头，就
四处寻找串村的打铁师傅打。 回来再用砂
轮反复打磨。 没有人指导，全靠自己琢磨，
可能这就是天赋吧。 ”
大学时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代弓箭，
让他的心海再起波澜。 他感觉自己被那些
仿佛在诉说着戎马征战生涯故事的弓箭击
中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升起在心中。
回到学校， 张舒心查阅了很多和弓箭有关
的资料，对于弓箭逐渐有了清晰的了解。
从计算机系毕业，张舒心回到老家，从
事和电脑有关的工作。 可是，他发现，那不
是他心中期望的工作。 2008 年，张舒心看
到报道，北京一位制作弓箭的老师杨福喜，
为他的手艺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仿佛
一记响鼓敲响在耳畔， 大学时代关于弓箭

的记忆纷至沓来，占满了张舒心的心。 他知
道，他再也离不开弓箭了。 于是，这个当年
父母眼中的“熊孩子”辞职了，回家专心研
究弓箭的制作。
2009 年，张舒心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传统射箭研讨会， 面对面结识了原国
家射箭协会教练委员会主任徐开才、 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聚元号”弓箭铺传人杨
福喜等老师。 会上关于中国传统射箭的现
状与未来发展、 传统弓箭的制作及射技等
话题，让他受益匪浅。 “这次会议之后，对
传统弓箭制作的热情，再也无法抑制，着了
迷一般扎了进去。 ”张舒心说。
200 多道工序复原传统弓箭

100 多道工序。 除了需要丰厚的历史知识，
还要了解木工、打铁、绘画等多种技艺。 最
重要的还要有热情和耐心， 一张传统弓至
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为了让古战场上的弓箭能够再次
“活”过来。 他找书看、上网查，不懂的就四
处拜师学艺。 一本《考工记》被他翻烂了。
张舒心告诉记者， 书里对于做弓有着非常
详细的描述，比如什么时候取材，用什么地
方出产的竹板或者木板等等。
“这把是按 1：1 复原的清弓，弓身比
较高大，箭长也都在 1 米以上。 ”张舒心从
墙上拿下一把大弓， 弓的形制从尺寸到箭
头到羽毛， 都是有依据的，《清宫武备》里
有详细描述。 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军事博物
馆里都有实物。 “这是明代小梢工，弓梢较
短，非常漂亮，但是没有见过实物，我们按
照古书的描述以及参照古画来复原的。 秦
汉的锐利、唐宋的精致、明清的奢华……每
个朝代的弓箭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 ”
说着， 张舒心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箭
头，五齿鱼叉箭，箭头分五叉，是专门用来
射鱼的。 随侍兔叉箭，是用来射兔子或小型
哺乳动物的。 由于兔子身躯较小，因此兔叉
箭的箭镞下加有齿， 这样可以避免箭矢将
兔子射穿，减少对兔皮的破坏。 “
《清宫武
备》里讲，这两种箭都是御用。 皇家在木兰
围场狩猎时都会用， 普通士兵和百姓是不
可以用的。 ”
“说起来貌似很简单，其实很多细节
是在一次次的制作中用心去品味把握的。
很多工序难以用文字表述，需要凭脑子记、
凭经验试、凭个人领悟。 ”张舒心说，“你得
从心里去感受它， 爱它， 和它有心灵的沟
通。 ”

手拿笔刷，将胶细细地涂在竹胎上，然
后将一根根棉线粗细的牛筋顺势铺上……
张舒心一工作起来， 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 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他一个人倾
听着“鼓角争鸣”。
“这道工序叫铺筋，是非常关键的一
步。 弓的张力，主要就是由牛筋决定的。 像
八九十磅的清弓，要铺四层牛筋。 铺筋的时
间也有严格要求，春二三月最好。 ”张舒心
告诉记者，这筋是牛背筋，跟平常吃的牛板
筋不一样，一头牛身上只能出两片。 晒干的
牛筋先用锤子砸碎，砸成丝状，再用铁刷子
刷去杂质。 铺筋之前，先用水泡两天。 铺的
时候要非常顺，不能有气泡，不能有裂缝。
张舒心用的这“胶”也大有来头，这是
用大黄鱼的鱼镖自己制作的。 先把鱼鳔用
温水泡一晚上，过滤去掉杂质后剪成碎块，
再加热将其煮融化，滤出杂质后阴干备用，
这就是做弓所用的鱼胶了。 “用鱼胶粘上
的牛筋， 凭人力根本撕不下来。 我试过一
希望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次， 把木头都撕烂了， 牛筋还是粘着竹胎
的。 现在的化学胶是取代不了的。 ”
单一道铺筋，就要反复数十遍，可见传
冷兵器时代，弓箭堪称最可怕最致命
统制作弓箭之复杂。 张舒心告诉记者，传统 的武器。 后羿射日的神话，证明了弓箭在
工艺做弓需要 100 多道工序，做箭也需要 古人心中威力之大。

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射箭是贵族
们必需掌握的技能。 《论语》中说：“君子
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
也君子。 ”中国古代六艺中，便有一项为
“射”。“射”不仅是一种军事技能，而是学
校教育的重要科目，甚至衍生出“射礼”，
从而使之成为礼仪教育的重要内容。 “礼
射” 的本质是以射箭为主的竞技活动，是
非常注重礼仪形式的射箭演练， 这其中包
含着中国早期的体育理念以及古老的东方
体育价值观。
张舒心工作室的墙上， 在各式弓箭的
掩映之中， 挂着十几张传统射箭比赛的参
赛证。 为了寻找同道中人，在射箭中更好地
掌握做弓箭的技艺， 他曾四处参加射箭比
赛。 在青海赛钦山下、黄河岸边，他参加第
二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
与 900 多名运动员一起 “弯弓射大雕”，
现在想起来，仍是一大快事。 在当地农牧区
和藏汉接合部， 自古以来当地人经常以村
为单位切磋射箭技艺， 如今民间传统射箭
项目已成为农闲娱乐和节庆必不可少的活
动。 四处比赛让他结识了众多爱好传统弓
箭的“武林高手”。
大学毕业，不好好上班，却在家捣鼓这
些“没有用”的东西，曾让张舒心的父母非
常生气。 但那段埋头做弓箭、四处比赛切磋
的日子，在他心里仍是最难忘岁月。 后来他
受一位制片人朋友邀请， 说剧里有射箭的
戏份，要不要来玩玩。 张舒心在戏里客串了
一个小角色， 还为戏中演员指导了射箭姿
势。 这是张舒心首次“触电”。
去年的热播剧《鹤唳华亭》，张舒心在
剧组做历史顾问和礼仪指导的工作。 这是
一部历史架空剧， 但明眼人能看出它借用
了宋朝的历史基调。 朝廷编制、律法制度、
君臣之礼、儒道传承都复刻得很完整，让我
们仿佛重回大宋风华。 “这部剧分三个剧
组拍了一年多，为了让历史重新‘复活’，
剧组在细节上非常用心， 光礼仪指导就用
了 5 位。 ”
从十几岁时隐约的 “家族荣誉感”到
后来的醉心制作弓箭， 再到现在从事影视
行业，张舒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接触得越多，
思考得越多。 多年来，他复原了数十把传统
弓、 上千把箭， 发现很多技艺都已经失传
了，这令他非常痛心。 “这些年，只要有来
学的，我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希望这
些都能有人传承下去。 ”张舒心说，弓的传
承相对好一点，传统箭会做得少之又少。 有
些箭只有他和几个徒弟能做得出来。
‘射者，仁之道也。 ’如今，国家对传
“
统文化的挖掘和复兴越来越重视。 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接触弓箭，了解射箭，传承发扬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说话间，张舒心弯
弓射出一支箭，正中靶心。

温暖
刘学

□ 刘学刚

疫退花开，初夏烂漫，多彩的光影仿佛淹没了去日的感伤。 但不稳定的疫
情时时提醒着我们，巩固成果不忘源头，防控并举依然不可放松。
庚子年的开端，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过往，永远封存为历史和记忆。 从按下
“暂停键”的清冷和寂静，到重启“加速键”的激情和奋起，一同走过了惶恐焦
躁和勇敢乐观的现实。 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什么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
效率。
回首是纪念，回味满是感念。 那些温暖的画面永远温暖着心怀，像不息的
火种，照亮亘古的沧桑，燃起坚定的希望。
“山水相连，血脉相连，何分荆楚和湘楚；艰危之际，死生之际，能舍小家为
大家。 ”这是仁心济世同袍称战士的白衣天使，他们身着白衣，心有锦缎。 义著
三春景，喝退乌云施大爱；情燃一抹霞，唤回黄鹤慰苍生。 他们柔肩担道义，纤
手捧初心，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 84 岁的钟南山和 73 岁的李兰
娟都是当下实至名归的“idol”；“90 后”“95 后”甚至“00 后”的风采，改写
了“长不大的一代”的阴云。 时过境迁，17 年前，被保护的他们已经长大，并提
前定义了责任和担当；17 年后，或许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们知道，此刻
他们正在守护谁。 耄耋的白发与美丽的青春交织出的辉煌之光，让生命像天上
的星辰熠熠闪烁。 “济世专家，不顾安危，一行嘱语千钧力；回春天使，岂忧生
死，两袖仁风万里情。 ”
“以火焰情怀，温天暖地，争晨继夜为防控；用雷霆气势，请命赴身，疗痼驱
瘟而逆行。”再没有什么可以比拟中国速度了，矗立的火神山、雷神山诉说着它
们的传奇和神圣，与时间赛跑，于史册流芳。 上百台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等
施工机械排兵布阵，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如蚁却有神力，如炬鼓舞前行。 都说
中国有“基建狂魔”，其实哪有什么“魔”，全都是一个个朴实而善良的逆行者
和劳动者。 面对灾难，国家在行动、政府在作为，14 亿同胞守望相助，用自己的
积极方式眺望未来。 九域凝心除疠疫，三山挽臂镇妖魔。 这一次我们悲恸而不
苦痛，哀伤而不绝望，关切而不惊慌，焦急而不失信心。
“封路封村，春色难封，更有亲情难隔断；解忧解难，疫情可解，方知众志可
联防。 ”这是来自基层一线织就的天罗地网，封村封路封社区，群联群治群防
控，不让疫魔肆虐，岂容疫情扩张。 年夜饭吃不好，元宵节难团聚，情人节里无
亲情，勠力同心扑在一线的乡镇和社区机关干部、卫生院医护人员、派出所民
警、村级党员干部……村头路口切断外来疫客，逐家挨户排查内在瘟君。 那一
刻，时间仿佛凝固，一切仿佛都原地不动，禁足禁市、禁止走亲访友、禁止复工
复学……足不出户，自我隔离，宅家防疫不添堵。 时势需要紧急刹车，事实需要
紧急制动。 而他们却不计报酬，无论死生，宵衣旰食，披星戴月，风霜来雨雪去，
制定防疫策略、启动应急方案、宣传防疫知识，进村摸排、入户流调、坚守登记、
实时测温、跟踪服务……他们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中坚力量和最美的逆行者，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党旗在飘扬，物资在捐赠，突
击队、先锋岗、志愿者在行动。 艰时共度，危处逆行，心有阳光春不老。
“从不同岗位奔来，用血肉之躯阻大疫横行，殉身民瘼感天地；把所有国旗
降半，鸣车船之笛，送群英慢走，垂泪丰碑壮古今。 ”庚子清明日，举国同悲，深
切哀悼“战疫”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全国和驻外使领馆均下半旗志哀，这一
天全国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永远铭记他们在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牺牲了
宝贵生命。 当汽车、火车、舰船鸣笛和防空警报鸣响的那一刻，他们的身影依然
闪现在值班的村口、奋战的医院、高速路口检测、社区消毒、执勤路上……一个
个活生生的生命变成黑白的相片，何尝不让我们悲痛，他们也是为人子女为人
父母。 一曲悲歌歌壮士，忘不了庚子战疫，白衣大军从八方四面赶来，除魔救命
争分秒，和平时代舍生忘己，壮举惊天地，英灵泣鬼神。
“雪尽灾消，春回黄鹤白云地；风清霾散，瑞绕青山碧水天。 ”“战疫”进入
“下半场”，疫情渐退春来了，绿野花多少，燕飞莺啭艳阳新。 昨日河山依旧、几
何亲。 时风澍雨千枝秀，田地耕牛走，铺开吟卷在心胸。 点染满园春色、唱年丰。
开工鹏翅展，复产马蹄扬，生产“战疫”两不误，千秋大计为民生。 当市长、县
长、央视主持人深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现场直播助力热销，抖音、快手、朋友
圈、微信平台火爆卖货，云招商、云签约，线上、线下满满的正能量和加速度。 战
云渐远流，平收逝水悲声，权添祭酒；时雨犹来复，奋战艰难困苦，补作春天。 乡
下田野，犁铧不歇；生产线上，机器低鸣；城市街头，车水马龙。 落下的“功课”
补回来，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特殊的时节，写就特别的故事。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一次“战疫”，一场
大考,不仅考验了我们的行动，更考验了我们的灵魂。 非常之年，非常之举，非
常之事。 一幕幕画面，一幅幅温情。 有你，有我，有着 14 亿人共同的记忆。 感动
（作者单位：栖霞经济开发区工委）
着，记录着，温暖着。

“嘉东糖酒杯”
全国原创诗歌大赛
结果揭晓
本报讯 日前，经组委会评选，我市“嘉东糖酒杯”全国原创诗歌大赛
结果揭晓。
此次诗歌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
承办，嘉东糖酒协办，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中国原创诗歌不断向前发展。
大赛自 1 月 8 日开始征稿以来， 得到全国各地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
者的关注和支持。 截止到 3 月 30 日，共收到 2600 多名作者来稿。 组委会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共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优秀奖 11 名，现将获奖名单进行公示。

( 文章刊发于 ５ 月 ８ 日《大众日报》)

获奖名单：
一等奖
紫藤晴儿（山东）
二等奖
徐崇仁（重庆）
小 可（青海）
三等奖
铁 翎（甘肃）
翰 墨（江苏）
王军霞（河北）

◆ 地址：山东省栖霞市腾飞路 199 号 318 室

◆ 邮编：265300

◆E-mail ：qxgz01@126.com

◆ 电话 :0535-5211688

优秀奖
刘学刚（山东）
左 岸（辽宁）
镜 子（安徽）
林启东（山东）
王泳冰（江苏）
王维霞（山东）
周先祥（安徽）
李元业（青海）
刘向东（山东）
葛亚夫（安徽）
铄 城（山东）

◆ 准印证号 : 内准字 [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