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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正

水车，是运输饮水的专用车辆，他
处皆无，烟台独有。

它是老烟台人应对水资源缺憾
的措施，直到自来水出现之前，是市
民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公共市政服
务。

所谓水车，就是一个地排车上横

躺着一个加长的硕大木桶，里面盛着
600多斤洁净的水，由送水工人挨门逐
户地去送。每天凌晨，不用摇铃，约定
俗成，街门洞开。送水工拨开木桶一端
下部的木塞，清水汩汩流出，用小筲接
住(每桶约30斤)，然后提着进家。倒在
院子或者正屋备好的大缸里。那时，家
家户户都有一口能盛三担水的大缸，
用以储水。

送水，当然得花钱买，却绝对是笔
糊涂账，然而双方无从争执。只是送水
工人每天送了几桶水，然后就在门洞
中自取几张水牌，到月底甚至年底一
并算账。反正水票很便宜，没人去计较
多了少了。

烟台水井多，几乎每条街上都有

口水井。但是，井多甜水少，大多是漤
水井。那时井分甜水井和漤水井两种，
也许因为近海的缘故吧，大多是漤水，
又咸又涩，没法饮用；甜水井极少，只
在近郊菜园里有屈指可数的两三口，
得凌晨赶了去排队挨号，挑着走几里
路，吃水十分金贵。送水的行业应运而
生，水车成为他们的主要生产设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年烟台的
水厂。据《毓璜顶文化》披露，当年在
老火车站对面的世昌街上，有个私营
水厂，水厂大院内在房子里有两个大
水池(约10米长、6米宽)，地下进水管
连通的水源是烟台南山河沟的泉水，
这些水一部分通过下水管流进海港
码头西崖的一艘船上储存。烟台港停

靠的打鱼船，小风船都到这个水船买
水、上水，另一部分水专供水车买水
拉水。

显而易见，这是烟台的水脉，全
市的水源所在。这可是要命的垄断企
业呀！它若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也不
须举行个什么“价格听证会”，也不用
借媒体造什么舆论，只消把水牌来一
番暗箱操作，价格上升几个百分点，
就足以让市民叫苦连天了。然而，这
家私营企业却是行业自律，决不肯借
水打劫，烟台市民没有饮水思源，它
也无怨无悔。

水车承载着老烟台的“儒商传
统”，是烟台商业诚信为本、人文为本
道德的载体。

窝子与阁楼

刘文权

建国前，渔家生活烙印，
往往从民房的建筑特色体现
出来。那时，石墙、土壁、草屋
顶，锅台、火炕、小门窗，建筑
风格大同小异。令笔者不解
的是，大凡旧房老屋，在锅台
与火炕之间的土坯壁子之
间，都设有一个二尺见方的
方洞，上安玻璃，不能启动。
靠炕的台面能宽大一些，人
们叫它是“窝子”。

说起窝子，主人滔滔不
绝，看来是老辈的一大发明。
说，家人常年不离火炕，剪
子、刀子、针头线脑的，随手
放到窝子台上，特别是预防
伤了淘气的孩子。再说，岛中
火油(柴油)高贵，为了省油，
把油灯放到台面，别看一盏
枣骨大的小灯，可里外都亮
堂。有时，灯芯头大了，冒黑
烟，又不亮，还耗油，放在窝
子里可随手拨拉拨拉，就是
老娘们儿在炕上做营生也得
眼。

炕屋的窗多是纸糊的，
没有玻璃，院子的情景看不
到。偶尔，风门子开了，是风
刮的，是鸡鸭猫狗进来了，还
是有亲邻客人进家了，可从
窝子里一目了然，该打招呼
的，主动去呼应。然而，窝子
也是瞭望台、观察哨。旧时，
在家庭成员中，男主外，女主
内，而婆婆是家务的大总管，
当家理财的权力至高无上。
俗话说，船上老大 (船长 )第
一，家里婆婆第一。尤其在婆
媳之间，等级分明。婆婆怎么
说，媳妇不能犟嘴，婆婆的话
错了也是对的，照办，是孝顺
的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三顿饭
往往是媳妇的专利，而婆婆
则是坐在炕上指挥。媳妇在
外地(堂屋)忙活什么，都在婆

婆的掌控之中，指挥和监督
又成了婆婆的专利。对于好
的媳妇，凡事多请示，勤汇
报，嘴儿要甜，讨婆婆喜欢。
比喻做什么饭，熥什么“就
食”，锅上锅下的事，婆婆要
一概心中有数。就连火烧得
多少，几开了，婆婆可通过窝
子看看气冒得大不大来决定
时辰。烧多了，费草；烧少了，
缺火。对饭量，比如几人吃
饭，该下多少米，该擀几块
面，若有来客或逢节日，炕上
的要多参谋，地下的要多示
下，窝子是相互传递信息，交
流感情的眼睛。特别是蒸、
炒、炸、焖这些关键工序，婆
婆要在窝子里有的放矢，指
挥得有理有据。

有的人家媳妇不然，有
时在锅灶上偷吃，有时怕费
事，粗手大脚糊弄人。窝子，
是约束媳妇的一道“岗”，因
为窝子里常常会出现严厉的
目光。即使婆婆躺下了，睡
了，可窝子却“睁着眼”，需随
时提防。由此可见，在那个不
平等的社会里，窝子是婆媳
之间人际关系的见证。

风帆时代，渔家子女多，
住房窄，家口大的，睡觉是个
难题。有的，到亲戚邻居家借
宿；有的，大人孩子挤在一铺
炕上；有的，一家三代人睡在
一起，多有不便。被逼无奈，
不少渔户在炕屋的门与山墙
之间，安梁铺板，建成半间阁
楼，在炕上竖起一个矮梯子，
便于半桩孩子上下。这样既
可减轻大人孩子的拥挤，又
可把不用的行李、破旧衣物、
甚至一些不便显眼的物件发
到阁楼上，算是家中的“密
室”。

渔家的阁楼不仅宽敞，
利用了空间，可防潮、防鼠、
防盗，而且是家中的安全港。
有的户主在当年闹革命时，
阁楼还掩藏过地下党。1948

年，长山岛特区党员干部在
转移东北时，大钦岛东村一
家还在阁楼上掩护过北上的
区委书记，躲过了国民党第
八军在岛内侦察与搜捕。没
想到原来给孩子睡觉的地
方，成为革命干部的藏身之
所。

渔家的阁楼是时代的产
物，是海岛渔乡“楼”的雏形。
随着旧房的改造和城乡一体
化的建设，厢房、平房和楼房
的建造，阁楼在推土机的轰
鸣声中，淡出人们的视线，成
为家庭住宅的一段史话，被
陈封在史志的记载之中。

莱阳专区时的中医进修班

赵术经

1958年10月18日，国家批准改
莱阳专署为烟台专署，治所迁烟
台。莱阳专署完成历史使命。在莱
阳专署发生的故事成为历史的见
证。

龙口市东江街道毡王村赵佩
之的遗物中，有一帧1957年莱阳
专区黄县中医进修班结业纪念
照，述说那段历史。那个年代，群
众生产生活正在恢复期，缺医少
药，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为
了充分发挥中医作用，让当时具
有一定水平的中医通过培训学
习，提高医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服务，黄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遵
照省卫生厅和莱阳专署卫生科的
部署，于1956年10月15日开办此次
进修班，1957年1月结业。

这次进修班学员有黄县(现龙
口市)的马玉祥、王玉山、林乃杨、李
伟春、赵佩之、宫恩照、慕文达、周
子经、刘玉斌、迟水亭、张景源、徐
德卿；蓬莱县(现蓬莱市)的王自宽、
韩乐新、宋喜满、高华亭、李登福、
马德纯、孙坤山、张泽香、葛子政、

孙世德、朱元训；掖县(现莱州市)的
孙方甫、毕和生、史晋三、任登荣、
孙福山、孙汉相、宋秀才、任学清、
彭万年、潘希九、盛安太、张瑞云；
招远县(现招远市)的路明善、吕宝
玉、张乐星、傅永贤、范云亭、傅星
桥、温召南、杨华亭、赵斌佩、陈兆
三、李福样；及宋瓒卿、刘明德、穆
志丰共49名。当时黄县卫生科科长
林鹤亭任进修班主任。此次进修班
应该是莱阳专署卫生科分片在黄
县举办的。

这次进修学习内容为中医伤
寒、生理解剖等。这批学员经过培
训，提高了医术水平，像照片的主
人赵佩之(第2排左起第2位)和王
玉山、迟水亭都成为那个时代的
名医，在乡间民众中声望很高。赵
佩之和王玉山在1966年黄县第一
届中医学徒班中成为师傅。他们
继承发扬我国医药学精髓，加强
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缓解卫生工
作者不足的局面，为农村治病防
病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爹爹变爸爸的往事

张功基

回眸昔日乡村，我想起了当
年“爹爹变爸爸”的一些有趣往
事，尽管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但拂
去岁月的尘埃，却依然清晰如
初———

50年前，蓬莱一带，子女对父
亲的称谓有两种：一是爹爹，二是
爸爸。叫爹爹的人在每个村子里
占绝大多数，而喊爸爸的人在每
个村子里则超不过三五户人家。
我们那时觉得挺纳闷：同样是父
亲，为什么有的人叫爹爹，有的人
却喊爸爸呢？我们那时尽管才十
来岁，但却非常固执地认为：跟父
亲叫爹爹不仅亲切熨帖，而且天
经地义；跟父亲叫爸爸响亮归响
亮，但我们谁也张不开口，听到个

别小伙伴跟父亲喊爸爸，我们就
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后来，我们问老师、问父母，
终于明白了：爹爹是最普遍的传
统称呼，而爸爸则是最文明的称
呼，城市里的孩子都这么叫。再
后来，我们也明白了：每个村子
里为数不多跟父亲叫爸爸的孩
子，他们不是出生在城市里，就
是父亲在城市里工作，至少也是
在公社和县城里上班。最重要的
是，叫爸爸的那些孩子，他们吃
的穿的比我们这些跟父亲叫爹
爹的孩子都好，而且那些孩子的
爸爸不像我们这些孩子的爹爹
那样在村里泥里水里挣工分，而
是在城市里干干净净、体体面面
地上班，吃的是“公家粮”，挣的
是“国家钱”。

我们村里的胖墩儿小林，还
有对我们这些男孩子总是爱答不
理的小华，他俩就有这样的爸爸。
其实，我们从小林和小华那儿都
得到过一些好处：小林不但借给
我们他爸爸买的彩色铅笔画画，
还送给我们他爸爸寄来的饼干；
别看小华高傲得像个小公主，她
也曾给过我们每人一块带漂亮糖
纸的糖块儿呢。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我们对
爸爸这一称呼的态度逐渐发生了
变化，由反感到适应，再到羡慕，

就差没改口跟自己的爹爹也叫爸
爸了。说到改口，当时我们小伙伴
中还真的有几个人尝试过，其中
最有意思的是村东老柳树下的栓
柱，那天傍晚我们随他去家里玩，
他一进门就朝坐在小凳子上的爹
大声喊爸爸，他爹愣了一下，接着
吧嗒着烟袋说道：“小兔崽子，你
刚才叫我爸爸是不？快拉倒吧，咱
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你有叫爸
爸的命吗？我有当爸爸的命吗？你
这辈子还是老老实实地叫俺爹爹
吧！”听了这话，我们和栓柱站在
院子里只能哭笑不得。

然而，也就一两年的工夫，当
我们这茬人升入高小读书的时
候，不知是什么原因，仿佛就在一
夜之间，爸爸的称呼开始在乡间
蔓延流行开来。爹爹这个不知存
在了多少年的父亲称谓，便自然
而言地从牙牙学语的小孩子口中
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爹爹这个
称谓的最后终结时间，是在上世
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之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而接替爹
爹这个称谓的爸爸一词，在乡间
推而广之不过半个世纪的时光。
换而言之，即如今蓬莱一带农家
50岁以上的人称父亲为爹爹，而
50岁以下的人则一律称父亲为爸
爸，这种情形，在胶东乃至整个山
东也大致相同。

芝罘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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