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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过日子也和人的肌体一
样，需要新陈代谢，新鲜东西须不
断买进，废旧物品得及时处理，社
会分工总会适应人们的需求，历来
就有出售商品的，也有收购废品
的。所谓换洋火就是收购废品的。
说来，在咱们济南，从旧时叫换洋
火到现在叫收购废品，不仅是叫法
上的不同，在收购形式和价值观念
上，也有明显的差别。

换洋火是解放前的叫法，这主
要是一种以物换物的买卖，本、利
都很微薄。那时，换洋火的大都是
城市贫民或周边农村出来混穷的，
长得多半面黄肌瘦，穿得大都破破
烂烂，挑着两个长把的柳条筐，走
街串巷，高声吆喝着。外面喊一声

“换洋火”，就见有人拿着诸如破铺
盖、烂棉花、废纸、旧衣服、旧鞋等
物出来换洋火。洋火就是火柴，因
火柴是从西洋传入而得名。早些
年，缺电又没打火机，洋火的用途
可大了，点灯照明、烧水做饭、吸烟
烧烤、生火取暖等，哪一样都得用
洋火。那时，人们过的是穷日子，挣
钱少，废品也少，零星的破烂儿，本
来就是扔货，能在家门口换几盒洋
火，人们觉得既合算也方便，所以，
用破烂儿换洋火的人倒也不少。只
是，靠换洋火为生，实在赚不了几
个钱。小的时候，常见有些换洋火
的人，走到高门大户，或路遇和善
之人，他们还常常极不好意思地乞
讨点喝的吃的以维持生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
洋火越来越便宜，大件儿的废品越
来越多，收购者改用地排车或手推
车走街串巷，虽然还是喊换洋火，
但除了洋火外，还可以以旧换新，
即按废品的价值换一些那时的生
活常用品，诸如水缸、铁锅、陶瓷套
盆、套碗、套盘、搪瓷盆、搪瓷缸、漱
口杯、茶壶、茶碗、茶盘、炊帚、笤
帚、簸箕等，还有一些用棉布或木
头、泥巴、彩纸做的小孩儿玩具。这
些东西，一概不能用钱买，只能用
东西换。至今，我对那些搪瓷套盆
仍印象深刻、喜爱有加。那一摞摞
烧制精致的盆儿，大多是四件套或
五件套，它们一样的形状、一样的
厚薄、一样的花色，按大小套在一
起，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看着就喜
欢。我家换盆时，就愿意换一整套，
反正大盆小盆过日子都用得上，用
的时候，也格外爱惜它们，生怕把
这个艺术品一般的家什给拆散了。

换洋火的一来，他那五花八
门、五颜六色的日用品，定会招揽
不少顾客和看客。顾客们拿着衣
物，讨价还价、挑挑拣拣地换自己
需要和喜爱的物品，周围的邻居们
也常常围在那里凑热闹。有的七嘴
八舌地帮着出主意，有的亲自动手
帮着挑选东西，还有的嘻嘻哈哈地
站在那里看热闹。那些精巧而又栩
栩如生的玩具，如泥娃娃、布老虎、
兔子王、风车、缠花、万花筒等，很
是受小孩儿们青睐。孩子们有的瞪
着大眼有滋有味儿地站在那里看，
有的好奇地用手动动这摸摸那，有
的哭闹着缠着大人赶紧回家找破
烂儿来换自己心仪的玩具。在那商
品匮乏商店稀少的年代，街巷里来
一个换洋火的，就能成一道热热闹
闹的贸易风景线。

再后来，取消了洋火的叫法，
并且火柴逐渐贬值而废品相对升
值，就不叫换洋火而改叫收破烂儿
了。虽还有以物换物的，不过开始
逐渐过渡到以物换钱了。如今的收
购废品，已纯粹是买卖形式。现在
卖的废品，也不都是些破烂儿，有
些衣物、电器和家具不破也不烂，
人们只是为了更新换代或腾出空
间才卖掉。至于钱数，卖主似乎也
不过于计较，收购者获得的利润也
就相对高点儿，买卖双方倒的确是
互利、互惠、两厢情愿。

现在，收购废品的，有流动的，
也有定点的，大多用三轮车或摩托
三轮运送废品，有些业已形成规模
或产业了。

季羡林回母校一中任教的日子

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作
家，被誉为学界泰斗的季羡林
先生，系1930年省立济南一中
首届毕业生，后考取清华大学
西洋文学系深造。1934年夏，时
任济南一中的宋还吾校长亲下
聘书邀其返济回校授课。泉城
的锦山秀水曾令他魂牵梦绕，
未加思索年轻的季羡林便慷慨
应聘。同年7月，季先生随身携
带一铺一盖、衣物两单一棉回
母校报到。

校方安排季先生任高中三
年级国文教学。在本校读书期
间，深受班主任董秋芳老师潜
移默化的影响，又加个人思维
灵敏的悟性，季先生在头脑中
早已形成对作文授课成熟的

“思路”。他细致、条理地归纳
为：选材要“新”，忌俗气、雷同；
感情要“真”，勿蜻蜓点水、敷衍
了事；布局要“紧”，不拐弯抹
角、拖泥带水；语言要“顺”，如
行云流水、勿辞藻堆砌。他还再
三要求学生写文撰章要前呼后
应、左右辅助。作文要像谱曲一
般，应有一个主旋律，忌东拉西
扯，言之无物。季先生的作文课

“四句法”言简意赅，易记易用，
被教研室在全校推广使用。

当时省内一家大报，慕名
邀请季羡林主编星期日文学副
刊专栏。他不计个人报酬厚薄，
从发现、培养、扶持文学新人角
度考虑，欣然应允，每期择优选
编同事和学生的佳作范文陆续
发表。副刊版对酷爱文学之友
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纷纷踊
跃写稿，锻炼笔力。这年一中国

文升学成绩居全省之首，全校
95%的学生被名牌大学录取，省
立济南一中称此年为学校的

“黄金年”。
季先生生长在临清县官庄

村一户农耕家族，土里刨食，世
代贫寒。在济南黄河河务段就
职的本族九叔，看其天资聪颖，
品性忠厚，便资助其赴济入学，
直至高中毕业。季先生信奉尊
老爱幼的传统孝道家风，始终

铭记九叔育人成才的恩德。这
次返校任教期间，每逢星期天，
便携带九叔爱吃的“到口酥”、
爱喝的茉莉茶及时令瓜果，登
门拜望，还四处托人告友，买来
进口药品“潘尼西林”，为老人
诊治寒腿陈疾。

九叔是位慈祥善良的热心
人，为让侄儿早日成家立业，几
经周折便把济南一位挚友之女
彭氏许配于他，季羡林在读高
二时，便同她结为百年好合。彭
氏虽未进过学堂，但性情温雅
识礼，从没有高言辣语；季先生
心地和善，没有学者架子。婚后
两人相敬如宾、恩爱体贴。逢年
过节，夫妇两人便返回临清探
望二老双亲。直到1962年度荒
时期，季先生把彭氏带入京城
一起生活。“教授不嫌凡家女”，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校园
里、社会上传为美谈佳话。

在济南一中任教期间，季
先生时常远望着花园中的亭台
楼榭、假山喷泉，内心却在做着
出国留学的梦。经过深思熟虑，
他痛下决心，和济南依依惜别，
踏上了远赴德国的旅程。

□王绍忠

【名人印记】

上溯到1904年前，也就是
济南开埠之前，济南旧城内的
城南关和城西关的商业已颇兴
盛，坐商遍布大街小巷，特别
是城西关一带已经发展为商业
的繁荣区。

清朝初年，老济南的经营
者多为济南附近及省内各地的
自产自销的农户，经营方式大
都是以沿街叫卖或门头房经营
为主。比如，1876年至1896年，
章丘旧军孟家在院前大街和院
东大街先后开设春和祥茶庄和
泉祥茶庄后不久，便在城西关
设分柜(西柜)。1903年，济南有
名气的茶商就增至十三四家，
裕成栈、致成栈、泰来栈、恒聚
栈和复兴栈，就是开埠后茶叶
行里最有名气的西关“五大
栈”。

济南开埠以后，农副土特
产品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展，
出现了行栈和代客经营的专业
推销商。1911年以后，农副土特
产品市场逐渐发展成为若干个
单一的专业市场。粮栈、粮行
原集中在泺口一带，1912年开
始，渐次向经一路、官扎营一
带转移，大宗成交均在胶济铁
路济南站货场。

随着商业的日趋繁荣和市
场的迅速扩大，大量流动商贩
从自产自销或小本经营逐步发
展为坐商，并自成若干行业。
城区内外不少街巷以其所经营
的手工业产品和小商品命名，
如：制锦市、剪子巷、篦子巷、
花店街、估衣市街、筐市街等
等。趵突泉前街的碎货批发市
场 (俗名“发货市”)，每天清晨

小贩云集，交易极为活跃，经
营国药、杂货、绸布、鞋帽、钱
庄的行业尤为繁盛，在开埠前
就称之为西关“五大行”。比
如，绸布行有隆祥老号、瑞林
祥、瑞蚨祥、庆祥、鸿祥永五大
家；医药行有全盛栈、永兴栈、
广德栈、德和栈、泰兴栈五大
药栈。

商埠区的大力发展，影响
并带动了附近村镇商业的发
展，泺口、黄台桥、段店等地逐
渐成为商业集镇。城南关山水
沟一带集市贸易十分繁荣，每
月逢旧历二、七为集日，每年还
在此举办一次药材交易大会。
泺口镇因黄河、小清河舟楫运
输之便，尤为繁荣，粮食、土产、
食盐等多由此卸船转运，煤油、
煤炭、杂货、棉纱、布匹、面粉等

多由此装船分销各处。
特别是万紫巷商场 (经二

纬四路 )、翠卖场 (中山公园以
西)、新市场(经二纬一路)、西市
场(经二纬十路)、劝业场(趵突
泉公园西南 )以及大观园商场
(经四纬二路 )的先后建立，为
济南商业市场的早期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蔬菜批发和零售
也渐渐形成了市场，比如万紫
巷 (经二纬四路附近 )、水楼子
(经七纬二路附近)、刷律巷(泉
城路附近)和皖新街(馆驿街附
近 )等都是蔬菜的集散地。随
后，又有吉祥、琪盛、大来、礼
发等几家蔬菜货栈相继开业，
在纬十一路、南大槐树、北大
槐树、段店等几处自然形成市
场。与此同时，牛羊肉屠宰和
买卖的自由市场多分布在纬十
一路、南大槐树、北大槐树、万
紫巷、刷律巷、西门、西关、东
关和北坦等地。

解放后，随着市区范围的
迅速扩展，商业市场发展到经
十路、纬十二路、五里牌坊、文
化路、堤口路、济泺路等处。上
世纪五十年代私营烟商多集中
在人民商场、纬十一路、纬十
二路、东关、馆驿街、大观园、
新市场等处经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
“文革”时期，济南的自由市场
和个体经营一度停止，只保留
国营商业一条渠道。1978年以
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
针的落实，济南商业开始全面
扩展，市区先后修建了13条网
点商业街。泉城路、经二路、纬
四路、天成路、人民商场、大观
园商场、顺河街、舜井街、朝山
街、西市场等处是当时济南最
主要的繁华商业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亨
得利（资料片）

解放前旧城商业繁华地

【流光碎影】

□台应新

上溯到1904年前，也就是济南开埠之前，济南旧城内的城南关和城西关的商业
已颇兴盛，坐商遍布大街小巷，特别是城西关一带已经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区。随着
商业的日趋繁荣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大量流动商贩从自产自销或小本经营者逐步
发展为坐商，并自成若干行业。

在省立一中读书期
间，深受班主任董秋芳
老师影响，又加个人思
维灵敏的悟性，季先生
在头脑中早已形成对作
文授课成熟的“思路”：
选材要“新”，忌俗气、雷
同；感情要“真”，勿蜻蜓
点水、敷衍了事；布局要

“紧”，不拐弯抹角、拖泥
带水；语言要“顺”，如行
云流水、勿辞藻堆砌。

换洋火
□黄杏林

【民间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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