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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椿

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老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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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茗茶、香茗之类
的招牌，虽然茶和茗指的都是茶，但在早先
的时候，对于它们的表述是不一样的，这一
点现在的很多人未必清楚。

在广东地区，吃早饭被叫做吃早茶，没
去研究早茶的来历，据我个人草率的判断，
这与早期形成的长江以南有吃茶菜或者叫
做茶食的习俗有关，至今还有把喝茶称之
为吃茶的，大概亦源于此。吃、喝两件事，本
为填肚果腹之用，吃饱喝足，该干吗干吗
去。而到老广那里就成了吃喝不分家，边吃
边喝了。更可称绝的是吃喝这等简单幸福，
流 传 千 余 年 下 来 ，硬 是 高 雅 得 成 了 文
化——— 茶文化和食文化。广东人一顿早餐
就把两大文化，连吃带喝的装进肚里，南粤
大地至今领中华风气之先，证明人家不是
白吃白喝。

也去过几次广东香港，生于南蛮之地
的粤菜一点不输位居八大菜系之首的鲁
菜，汤是汤水是水，轻淡鲜时，下肚诱升，落
地无痕。但是，早茶这饭是难以吃得下去，
大早晨起来就鸡爪猪肠虾仁的填一肚子，
实在油腻。人家说了，那是你不会吃，顾名
思义，吃早茶首先是吃，而后是喝。吃个肚
儿圆，然后喝几杯红茶，把油腻拉下去，如
此，既享受到了吃喝的快乐，又不至于被吃
喝所累赘。人家还说了，你没发现吗，广东
人吃早茶的时间很长，有的甚至是和午饭
连在了一起。这么长的时间干吗，谈事。

结论就出来了，广式早茶其实吃是真
的，喝是引子，谈事是早茶的本。吃早茶的
地方应是一个商务会所，或者是最早的茶
室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随着广东日趋发达
的商业活动而产生的。可以断定，初期吃早
茶的都是商业人士，后期才夹杂进一些闲
散人员，以至到今天成为了娱乐场所。

虽然山东人没有形成吃早茶的习惯，
但是，齐鲁大地也早有关于茶菜的记载。相
传，今人莫言的高密老乡晏婴，很喜欢吃

“茶菜”。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他个
子不高，却心眼特多，能言善辩，尤其擅长
打比方，托物言志。“晏子使楚”的故事流传
至今，妇孺皆知，被后人尊敬地称为晏子。
是可与孔子、孟子、墨子比肩的大师级人
物，与当今被捧的灼手的莫子(莫言)老乡也
有一拼。像孔子的学生编著《论语》一样，晏
子的粉丝也编著了一本《晏子春秋》。书中
记载：“晏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
五卯茗菜而已”。《中华茶典》一书解释为：

“就是说当年担任齐国国卿时，吃的是糙米
饭，菜肴除了三五种炒菜外，再就是茗菜
了”。我的理解与此有些差异，是不是这么
说更贴近原意，晏子吃饭比较简单，主食为
糙米饭，另配三五个小菜，外加一个茶树叶
煮的粥。由此联想，粗茶淡饭是不是由此演
变不得而知，但至少让人想到作为一国相
官，晏子是相当节俭的，基本符合现今官员
的用餐标准。

一个新的问题是，春秋时期，我国的茶叶生
产仅仅局限在西南地区，地处大北地的齐国哪
来的茶树叶。我不希望被人指为“古已有之”派，
也不必以此为据，追溯山东茶叶的历史到春秋。
将此题打住，留给爱好者去做。我的话题回到开
始，唐朝之前“茶”这个字还没有，用的是比“茶”
难写难认的“荼”。“茶”取代“荼”没有更多的其
他意义，就是因为“茶”更易写易读。有一本叫做

《尔雅》的词典，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对词义作
出解释的辞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呼早采
者为荼，晚取者为茗”。这是一句没有引起人们
重视的话，导致了今天的“茶”与“茗”混淆。何谓

“早采”“晚取”，春早秋晚，春为茶秋为茗是也。
话已说毕，今后我们是不是该“茶”

“茗”沿例，各回其位。广东人继续吃他们的
早茶，山东人还是满头大汗的享受着热汤
热面的幸福，这样的文化植根深远。

几年前到东北旅游，在吉
林延吉遇到一位山东老乡。交
谈中我问他是山东哪里人，他
答道：齐东县。我瞪大了眼睛：
齐东县？山东哪有齐东县？他
微笑着回答：你回去查查资
料，看看有没有。

后来我到图书馆借了
几本书，仔细翻了翻，发现
在山东行政区划历史上，不
仅确实有齐东县，还曾有过
蒲台、滋阳、藏马等数十个
已经撤销的县级行政单位。
下面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
的历史，走进那些消失在历
史深处的老县名。

咱们山东省的行政区
划，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水
浒一百零八将，山东一百零
八县。其实，建国之初，百废
待兴，行政区划调整频繁，
几乎每年都有变动。1 9 4 9

年，山东最多时曾有140个
县，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的大跃进时期，经过大量
撤销合并，最少时曾经只有
71个县。上世纪六十年代以
后，县级行政区划逐渐稳定
下来，一直保持在一百零几
个县的格局。上世纪八十年
代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县改
为市辖区、县级市，逐步形
成了今天60个县、31个县级
市、49个市辖区，共140个县
级行政单位的格局。

消失的老县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因行政区划调整需要，
存在时间较短的县份，如建国
初期的五龙县、牙前县等；第
二种是县名更改，老县名消
失，如滨县、益都、掖县等；还有
一种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
百年或千年古县被撤销，如上
面那位老同志提到的齐东县、
蒲台县、长山县等。

先说第一种情况。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开

展革命工作的需要而设立，
又因不能满足和平时期经
济建设需要而撤销，历史短
暂、存在时间不长的县份。
如成立于1944年、原属鲁南
行政区的赵镈县，成立于
1945年、原属胶东行政区的
五龙县(驻地在今莱阳市团
旺)、牙前县(驻地在今栖霞
市桃村 )，原属胶州专区的
藏马县(驻地在今胶南市泊
里)，分别于1950年和1956年
被撤销。像建国初期短暂存
在、后被撤销的昆嵛、平北、
莒北、益临、益寿、潍安、栖
东 、平 东 、即 东 、胶 河 、白
彦 、南 旺 、掖 南 、蓼 兰 、观
朝、凫山、复程、徂阳等县，
均属这种情况。

再说第二种情况。是由
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撤
县改市，导致老县名消失，
但其行政区划未变。如1960

年撤销峄县，设立县级枣庄
市；1983年撤销潍县，设立
寒亭区；1986年撤销黄县，
设立龙口市，撤销益都县，
设立青州市；1987年胶县撤
销，设立胶州市，滨县撤销，
设立滨州市滨城区；1988年
掖县撤销，设立莱州市，滕
县撤销，设立滕州市；1992

年，邹县撤销，设立邹城市，
均属于这种情况。

1956年，山东行政区划
大调整，二十几个县被集中
撤销，其中不乏一些历史悠
久的千年古县。如滨州的蒲
台县和长山县，聊城的寿张
县、博平县、清平县，临沂的
兰陵县、德州的德平县等。

蒲台县始设于隋开皇十
六年(公元596年)，于1956年3月
撤销，具有近千年的历史。相
传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寻长
生不老药，一去不归，秦始皇
东巡至海，在今滨城区滨北镇

以北十余里处的单寺乡西石
村附近筑台东望，此台世称

“秦台”。因台周边遍布蒲草又
称“蒲台”，蒲台县因此而得名。
抗战时期，蒲台县属渤海根据
地。1945年6月，我渤海军区发
动滨蒲战役，解放了蒲台。1950

年，蒲台县治迁至黄河南的高
庙李村教堂。1956年，蒲台县建
制撤销，其黄河以北属地划并
于滨县，黄河以南属地划并于
博兴县。

隋开皇十八年 (公元
5 9 8年 )，改武强县为长山
县，县治移入今山东邹平县
长山镇。北宋著名文学家范
仲淹自幼在长山长大。领导
黑铁山起义的抗日英雄马
耀南就出生在长山县。1943

年为纪念马耀南烈士，曾将
长山县改名为耀南县，1950

年，耀南县复名长山县，属
淄博专区。1956年3月，并入
邹平县，自此，长山县消失。

初设于汉朝，治所几经
变迁的千年古县寿张县，也
于1964年11月被撤销，金堤
以南地区划归河南省范县，
金堤以北地区划归山东阳
谷县。设置于汉高祖六年
(公元201年 )的千年古县博
平县，至1956年3月撤销，其
行政区划并入茌平县。设置
于公元5 9 6年 (隋开皇十六
年 )的清平县，是著名学者
季羡林的故乡，1956年建制
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临清
县和高唐县。设置于隋开皇
六年 (586年 )的堂邑县是著
名平民慈善家武训的故乡，
1956年3月被撤销，其辖地
分别划入聊城和冠县。

还有初设于春秋时期的
兰陵县，曾因兰陵美酒、《金瓶
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和荀子
两任县令而闻名天下，千年
以来，几度兴衰存废，最终于

1953年被撤销，其辖区分别划
归苍山和峄县。五代时期由
平昌县改名而来的德平县，
1956年被撤销，其行政区域分
别划归德县、商河县、乐陵县、
临邑县。

那位老同志所说的齐东
县也属于历史悠久的古县。其
历史可追溯到金天会年间(公
元1123年-1137年)于大清河南
岸设立的齐东镇(即今山东邹
平县台子镇旧城渡口处)。元宪
宗二年(1252年)，以齐东镇为基
础设立齐东县。元、明、清均
在此设立县城。因黄河泛
滥，县城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迁往南面的九户，从此，
存在了600多年、拥有魁星楼
和牌坊等精美建筑的齐东
古城永远长眠于黄河滩涂。
建国以后，齐东县属惠民专
区，县城迁至麻姑堂。1956年
3月，高青县并入齐东县，驻
地迁往今高青县田镇，1958年
恢复高青县，撤销齐东县，
其辖区分别划归邹平县和
博兴县。至此，建县700多年、
诞生过元朝状元张梦鲸、明
代进士王文烨、抗日名将赵
尚志等历史名人的齐东县
成为历史记忆，但在青岛、
上海乃至台北等多以地名
作为路名的城市至今仍保留
齐东路。

令人欣慰的是，各地还
保留了一些与老县名同名
的乡镇，如苍山的兰陵镇、
平邑的白彦镇、汶上的南旺
镇、邹平的长山镇、阳谷的
寿张镇、茌平的博平镇、聊
城的堂邑镇、临邑的德平
镇、莘县的朝城镇等，另外，
走在青岛、台北等城市的街
道上，看到德平路、恩县路、
齐东路等路牌，让人依稀感
受到这些已不复存在的老
县昔日的辉煌。

在乡下，即便再逼仄的
人家，房前屋后，都要栽一棵
香椿树。每年的清明前后，头
茬椿芽即可采食。只要吃过，
就会再也难以忘怀。新娶媳
妇，香椿芽，头刀韭菜，嫩黄
瓜，民间谓之“四鲜”。椿芽的
地位，仅次于处子，于此可见
其珍贵。

椿芽，有红、青两色，红
者谓香椿，青者谓菜椿，尤以
红椿为佳，香。椿芽，长到大
半拃的时候，采下来最好，
嫰、腴、脆、香、鲜。再大，就

“老”了，非复椿芽，而是椿叶
了，味道差，且梗秆已成，吃
起来，像吃柴草。

香椿最普遍的吃法有二。
一是，炒食。椿芽采来，洗净，
碎切，和以鸡蛋搅匀，入盐炒
食，是为著名的“香椿炒鸡
蛋”。旧年间，鸡蛋为农家的硬
通货，是要参与流通的，不有
客来，常年价难得吃上一两
回。香椿炒鸡蛋，奢侈啊。

二是，腌食。等香椿长到
近两拃(出货)了吧，采下来，洗
净，晾干，去水气，以盐粉轻
搓，然后，码到一个小瓷坛或
者小瓷缸里，随时取食。过去，
没有冰箱，为了常年保存，只
好施以重盐，码一层香椿撒一
层粗盐粒，撒一层粗盐粒码一
层香椿，有时香椿吃完了，盐
粒也还不能溶释罄尽。这样子
的香椿，可以想像得出，比盐
还咸！加之，柴草一般的椿叶，
每每吃起来，有种喂牲口的感

觉。以此，印象中的香椿，并不
好吃。不过，这样炮制香椿，天
长日久坛底会形成一种卤水，
吃手擀面条时取来浇入，其香
无比。

父亲是善于在吃上动脑
筋的人，常有出人意料之举。
有一年回家，走的时候，父亲
说，腌了一点香椿，你带点吃。
瓷坛揭开来，从里面取出来的
香椿，竟然码得整整齐齐，梗
是梗，芽是芽，本原样态。原
来，父亲在腌制时，有意省略
了揉搓这一道工序，是鲜香椿
上面直接码入粗盐颗粒，自然
物化而成。父亲说，用清水洗
一两遍，碎切炒鸡蛋，味道好。
回来一试，果然。

同朋友闲聊，他说鸡蛋
炒香椿，好吃，但感觉有些

“闷”。是的，这是香椿碎切
后，加入过多的(养殖)鸡蛋，
香椿失却了鲜脆所致。父亲
发明的香椿鸡蛋，很好地解
决了这一难题：整棵椿芽洗
净，滤去水分，裹以蛋糊(家
养的尤佳)，加盐少许，用平
底铛煎食。红色椿芽遇热变
绿，蛋黄椿翠，入口脆嫩鲜
香，尤其逗引食欲。这种吃
法，好像至今鲜见。

内人也是善于揣摩吃
的。每年都要买些香椿来吃，
她保存香椿的发明，亦屡试
不爽。香椿买来，照例是洗
净，晾干，去水气，然后以
盐粉轻揉，以香椿软化为
度，装入塑料袋内，稍捂数

小时，使其发味。然后取食，
香气馥郁，甘脆爽口，用以佐
餐，为无上妙品。留足一两餐
吃的，余者，以食品保鲜袋分
装，入冰箱冷藏，可常年保
存。食时取出，自然冰释，一
如新制。

冰冻的香椿，自冰箱取
出，带冰碎切为末，加红干辣
椒、花椒、葱花碎剁，调以鸡蛋
(勿加盐)，然后炒食，有蝉虫风
味。人皆知食椿芽，不知椿叶

亦可食也。俟夏，椿叶葳蕤，捋
取叶片，洗净，入盐揉搓，稍
发，放冰箱中，他日取出，依上
法炒食，耐咬嚼，香气醇，微有
涩苦，别具滋味。初不以为然，
食后乃啧啧称奇。上述两种，
亦内人的发明。在此，公诸同
好，殊堪一试。

吃，是也可称艺术的。
要之，唯不蹈故常，别辟蹊
径者，常能出奇新而制胜
也。

【问茶齐鲁之十二】

早茶与晚茗
□许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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