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约走进崆峒岛
天高气爽的初秋周末，相约

走进崆峒岛，目睹深闺少女的真
容颜，解开她的神秘面纱。

对烟台人而言，崆峒岛，
名字虽家喻户晓，身份却充满
神秘色彩。这次有幸邀请博学
多才的瓦教授，为我们讲解崆
峒岛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
从名字由来、地形地貌到岛屿
布局，引经据典从《山海经》到

《史记》、从《尔雅·释地》到《帝
王世纪》，一步步揭秘崆峒岛
与北斗七星的神秘关联。瓦教
授的激情讲解，带领我们穿越
历史，遨游在古文化的太空，
一起破译神秘远古文化留下
的未解之谜。也许，崆峒岛是
上帝遗落在凡间的“宠儿”，荣
辱不惊、与世隔绝，孤芳自赏
般潮起潮落。而本次政府的旅

游开发，专家们的慧眼挖掘与
潜心钻研，让更多世人欣赏到
她“超尘绝俗”的容颜，领略到
其“出身名门”的传奇身世，这
处“世外桃源”必会散发更持
久的迷人魅力。

坐车绕岛观光，沿途可见
零星坐落的海草房，外观古朴
厚拙，以石砌墙，屋脊高隆，顶
部覆盖蓬松而有质感的海草。
据悉，这是我国最具原生形态
和海洋文化韵味的特色民居
之一，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稀
世民居”。热情导游出题竞猜

“一座海草房需多少海草？”
500公斤海草，历时近一年，才
能建造一座冬能保暖避寒，夏
可避雨防晒的海草房，渔民们
的精湛技艺和超凡创造，令人
心生佩服。以海而生、傍海而

居的岛上人，用勤劳的双手，
将海草一层层覆盖，倾注感情
和心血，用心打造温暖的家，
也许他们曾设想相伴一生一
世，时至今日，当不得不离开
时，留下一栋栋古朴的海草
房，在风雨沧桑中，诉说着一
个个生动的家庭故事。

途经一座石桥，从碧水之上
蜿蜒而过，美名“情人桥”，好客
司机放缓了速度，湿润的海风徐
徐吹过，像爱人的抚摸，轻柔而
有温度。海水轻拍桥侧，声音轻
缓低沉，如恋爱中妙龄男女，低
声细语、呢呢喃喃。海色在眼，风
声在耳，恍惚中，霎那间心动。情
人桥边没有护栏，少了海誓山盟
的人为刻画，也不见永结同心的
爱情锁，这是它的独有特色。或
许是特意为之，爱人本该不远不

近，保留适当距离，不能肆意随
性，爱情也不在于海誓山盟，刻
意表达，而在于内心的坚定和执
着。尚若有幸，请您携爱人之手，
漫步情人桥，邂逅一生浪漫，抒
写一世情缘。

午后漫步海边，又有另一
番情境和心情。这里的海，没有
惊涛骇浪，没有波澜壮阔，有的
是幽谧澄澈、醉人颜色。阳光照
耀，海面浮光跃金，星辉闪闪，
远处的岛屿，在深蓝的海面上，
留下斑驳光影。大自然真是位
技艺超群的艺术家，勾画出一
幅无与伦比的天然画卷，山与
水遥相呼应，颜色晕染恰到好
处，增一分太深，减一分则浅。
一艘小船，随风轻轻摇曳，增添
了别样的景致。

择一处沙滩，席地而坐，感

受鹅卵石炙热的温度，享受海
风的清扬温润，看波浪轻拍海
岸，一波波、一圈圈，“拍下一张
张照片呈献给天空”。思绪就此
放空，前尘往事远抛脑后，世俗
繁琐荡然无存，静谧，放松，愉
悦，平和随之而来，感觉被大自
然捧在手心，在阿芙罗狄忒女
神的怀抱中，享受广阔与博大，
体验宁静与宠爱，飘飘然般，从
心所想，任心飞扬。

海子曾梦想，在海边修一
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瓦教授曾感慨，感谢来到
烟台，叙写与大海的不解情缘。

所以，如果你也爱大海，请
来崆峒岛，这里的青山绿水、碧
海蓝天，必定让你念念不忘、流
连忘返。

(郝香英)

透支消费？

你透支的是希望，还是欲望
这几天，一只蚂蚁在“竞

走了十年”后，又重新出现在
热搜中。蚂蚁事件之所以能够
引起如此巨大关注，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这次讨论的众多
焦点中，包含一个已融入我们
生 活 方 方 面 面 的 金 融 服
务——— 微贷业务，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支付宝借呗、花呗等贷
款服务软件。

经历了前期的P2P风波，
互联网金融服务内容逐渐丰
富，各项监管规则更加完善且
有针对性，人们用于支付的方
式的选择，也随着互联网金融
环境的日趋稳定，变得多样起
来。新型的支付、贷款方式，跟
传统银行产品相比，支付更加
快捷，申请更加方便，且额度可
观，甚至当天可用。这对于月初
月末，手头不时紧一紧的我们
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这也是这
类软件出台之初，所宣导的定
位。但商业是逐利的，人们也是
聪明的。一款借款软件，又怎能
满足于让人们偶解燃眉之急。
一个初尝透支消费甜头的普通
人，又怎能满足于浅尝辄止。于
是，你看这些软件的广告内容，
由一开始的借钱交学费，借钱
还房租，逐渐变成周游世界，请
客吃饭。消费主力的面孔，也由
白领工薪族，加入了刚刚毕业
的大学生。“你值得更好的生
活”“活成我想要的样子”这些
词语搭配着绚烂的画面，冲击
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它们与
梦想、态度甚至亲情捆绑在一
起，告诉你现在动动手指，就可
以拥有这一切。

在这些为我们定制好的
场景中，消费变成了实现梦
想，挥洒青春，孝敬父母的手
段，它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但现实却往往没有那么美
好，认真的问问自己，透支消
费，满足的到底是你的需求，
还是你的欲望？你可以花钱
为自己的父母换一部手机，
也可以用同样的钱买一部游
戏机；可 以 为 自 己 报 一 个

CFA培训班，也可以添一双
当季新款潮鞋；可以为自己
的孩子买一个像样的生日礼
物，也可以充值玩游戏，为你
的英雄换一套皮肤，重要的
是，你的选择是什么？仔细想
想，我们的生活真的有那么
多需要解决的需求吗？还是
透支消费，让你混淆了需求
和欲望的概念，模糊了二者
的界限。更重要的是，这些，
都是你借来的生活，有借就
有还，在你决定要借的那一
刻，你想过，你有偿还的能力
吗？一个事物诞生，人们往往
将讨论的中心聚焦于事物本
身，急于为它打上或好或坏
的标签，但到头来，我们往往
会发现，事物本身并无属性，
为它赋予属性的，就是我们
自己。正面负面，往往二者皆
有。正如透支消费，我相信，
真的有人会将它用到正途，
但是，利用它满足超越自身
偿还能力的物质欲望，陷入
消费陷阱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样的趋势真的是合理的
吗？社会还在发展中，我想谁
也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我
认为，寄希望于事物完全自我
完善，是天真的。回顾历史，我
们赋予事物正向属性的一个
有效手段，就是为它划定好合
理的使用规则。汽车、电视机、
计算机，在出现之初，都有过巨
大争议，如汽车会产生车祸，电
子游戏让人沉迷。但随着社会
发展，人们不再谈虎色变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交通规则的诞
生，防沉迷系统的出台，任由事
物自行发展，产生的恶果只能
我们自己承担，正如我们本身
的欲望，我们不能指望欲望自
我划线，需要我们有理性地去
克制它。诚然，当前的环境让我
们很容易忽视理性深陷其中，
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处理好需
求与欲望的关系，是需要我们
认真学习的一门大课。毕竟，你
透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未来。

（孙嘉良）

李阿姨的秘密
李阿姨最近有点反常。
平日喜欢下楼打麻将遛弯

的她，最近也不大爱出门了，连
儿子儿媳叫他们老两口去抱大
孙子，她都拒绝了。

就这样在家待了一段日
子，李阿姨血压飙到了210,住
院了。李阿姨平日里能吃能
喝，血压血糖都正常。这一病，
着实把儿子儿媳吓坏了。

儿子儿媳平日工作忙，没
时间经常回家看李阿姨，这会
儿她生病了，必须要细心照
料。但住院这几天，李阿姨的
血压却没见好转，药一停血压
就上去了。这可愁坏了儿子，
最近家里都挺好的，老两口也
不吵架，老妈这是因为啥呢？

一天晚上，李阿姨拿出了
退休金银行卡，一脸严肃地跟
儿子说，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去
银行把这个月的退休金取出
来。儿子很不理解，说住院费

不用操心，那点退休金不着急
等出院了再说。没想到李阿姨
突然激动起来，死活要逼着儿
子去把钱取出来。

儿子不理解，坚决不去
取，心里想平日没照顾好老
妈，这会儿需要自己的时候，
一定不能含糊！可李阿姨说啥
也要儿子去取钱。反复询问原
因后，李阿姨终于说出了原
因。原来前几年的时候，看报
纸说现在的银行不像过去了，
银行干不下去的时候可以破
产倒闭。李阿姨担心万一这银
行一倒闭，银行卡里的钱可就
都没了。所以她坚持每月一发
工资就把钱取出来。只有钱在
自己手里牢牢握住，一颗悬着
的心才能落地。

看儿子不理解，李阿姨继
续说道，前些日子小区好几个
住户都被小偷光顾过了，每月
取出的养老金也不敢放到银

行，都藏在了家里。出了小偷这
事，李阿姨整天担惊受怕，不敢
出门，这才导致了高血压。

说着说着，李阿姨眼泪掉
了下来……

儿子这才恍然大悟，哭笑
不得，赶紧拿出手机，搜索了
一下，找出了《存款保险条
例》。

“现在国家为了咱老百姓
的钱袋子，让银行都买了个保
险，哪怕是他们倒闭了，咱老
百姓的钱也一分不会少。”儿
子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话让老
妈明白。

“啊！……啥？！哎呀！你咋
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我整天
担惊受怕的，还住了院！”

当看到今年是条例实施
五周年的时候，儿子低下了头
落了泪……

五年了。
(王一桐)

朋友圈里未必有朋友，但黑名单里总有故人
“你有多久没有和朋友联

系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许多人却并不知道答案。前不
久，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人际
关系话题：四次不回我微信，
我就当你不存在了。不仅仅是
回复信息，仔细想想你的好友
有多久没有更新朋友圈，有多
久没有刷新微博，有多久没有
在各种群聊里冒泡，你就会发
现，原来他们已经淡出了你的
生活。翻开手机的聊天记录，
我们才会猛然间发现自己其
实是孤独的。我们总是担心失
去友谊，害怕面对被朋友们屏
蔽的自己。其实，最可怕的是
他没有屏蔽你，却从来不联系
你。

小时候，我们以为纯真的
情谊可以摆脱物质的束缚天长
地久。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感情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
西。没有用心的呵护，情感的花
朵随时可以凋谢。

你以为互联网时代拉近了
人与人的距离，其实带来的可

能是疏远。
我独爱大海，因为大海是

多面的，有阳光下蔚蓝的微波，
有风雪中覆冰的浪涌，还有暴
雨中那一丝宁静与安详，就如
人生般复杂与精彩。年幼时，我
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
那时的我们，就如同温暖的夏
日，在海边拾贝的孩童。大海留
给我们的是轻柔的浪花以及和
煦的海风。当我们走入人海，尝
遍世间冷暖心酸，更多的人会
选择沉默与内敛，就像冬日里
面对漂着浮冰的海水，没人愿
意触碰。

大多数时刻，生命的小船就
像浮萍一般行驶在这一湾漆黑
的水面上，你看不透其中到底暗
藏着多少急流，也不知道下一秒
会有什么风浪翻滚而出。

面对人海的风暴和巨浪，
但只要拼命划桨，就会有幸福
与收获。浑浊的海水夹杂着岁
月，会把当下的每一个人打磨
成时代的模样。平凡的人生历
程中，我们创造的精彩宛如一

颗颗星辰，有的会璀璨夺目，更
可能的是转瞬即逝，但正是划
破天际的瞬间记录了我们每个
人人生的高光时刻，见证了这
一代人的成长航迹。

“跨越多少海洋去看你，孤
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
就不会惶恐”，正如歌里唱的那
样，我们直面人生的惨淡，把洒
脱的背影留给身后的风雨。当
我们停下脚步，蓦然回首，你会
发现，在成长的过程中，你的朋
友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你
的背影。真朋友，从未离开。

“真心为一个人好，无所谓
有所回报”，面对友情，沉沦事
故的我们不妨换一种心情，舍
弃金钱与利益的束缚，用真诚
去体会，用真情去浇灌，我们就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挚友，
得以携手一睹风暴之后那满天
星斗，为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
下一抹亮丽的星光。

朋友，跨过人海，我终会寻
到你。

(于海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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