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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文文物物要要去去济济南南““讲讲故故事事””
全省推最具人气100件“齐鲁瑰宝”，记得给咱聊城文物投个票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杨燕 )

“齐鲁瑰宝”推选暨山东省
第六届讲解员大赛开始了，12
月8日前，各博物馆、纪念馆及
文物单位都要将选送的瑰宝
文物报送市文物局汇总，并制
作文物影像资料。最终，将由
观众投票推选、专家评选，推
出最具人气的100件“齐鲁瑰
宝”，届时，记得给咱聊城文物
投个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文物讲好中国故事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弘扬齐鲁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让 文 物 活 起
来”，发挥讲解员在讲好中国
故事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举办
让文物讲好山东故事———“齐

鲁瑰宝”推选暨山东省第六届
讲 解 员 大 赛 ( 金 牌 讲 解 员 大
赛)。活动举办时间从2014年
11月至2015年2月，以电视展
示和网络投票为主要形式，推
选“齐鲁瑰宝”和优秀讲解员。

“齐鲁瑰宝”的推选文物
参选范围包括全省博物馆、纪
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收藏的珍贵文物，
特别是一级文物，以单位名义
推荐参选。推荐网站包括齐鲁
网、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
和山东广播电视台新浪微博，
推选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
20日，到时不要忘记给咱聊城
文物投上一票哦！

“齐鲁瑰宝”的评选采取
网络推选与专家评选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在齐鲁网专题展

示参选文物，包括文物介绍、
基 本 信 息 、高 清 晰 图 片或视
频。同时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电
视生活频道、广播生活频道、
山 东 广 播 电视报 、齐 鲁网推
介。由观众投票推选、专家评
选，推出最具人气的100件“齐
鲁瑰宝”。

据了解，组委会将根据各
市参赛讲解员的数量、参赛单
位数量及获奖情况，评选出优
秀组织单位(含地市和博物馆
等文博单位)。

参与“齐鲁瑰宝”推选的
单位需要在12月8日之前，将
参选文物信息表报送市文物
局汇总。因“齐鲁瑰宝”活动涉
及文物拍摄，聊城市文物局会
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和操作规
范，确保文物安全。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 (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杨燕 ) 记

者从市文物局获悉，“齐鲁瑰宝”
推选暨山东省第六届讲解员大赛
(金牌讲解员大赛)上，全省各级、
各类、各所有制博物馆、纪念馆，
对外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及各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专业讲解员
及志愿者，社会爱好者均可报名
参赛，11月28日前报到市文物局。

讲解员大赛参赛选手应填
写山东省第六届讲解员大赛报
名表，并附个人生活照片电子版
3张，11月28日前报市文物局，由
市文物局初选后再统一网络报
名。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30日。

比赛总计分三轮进行。第一
轮比赛将于12月2日至5日在山
东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获得
第二轮参赛资格的选手将进入
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角逐，比
赛实况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
生活频道播放。选手比赛有关内
容同时在省内各大媒体报道。第
三轮比赛选手以抽签的方式抽
取已经揭晓的100件“齐鲁瑰宝”
中的一件作为讲解对象，由选手
所在单位组织的后援团，帮助撰
写讲解词、训练讲解、打造形象。
以专家现场点评打分与观众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全省
十佳讲解员。

省第六届讲解员大赛即将开赛

相关新闻

古城区曾经的“十县胡同”里藏着讲不完的老故事

文文人人名名士士辈辈出出 美美食食至至今今飘飘香香

山东省日前评选出首批历史文化街区，老街区、
老街巷受到保护并将形成规划。聊城有众多古街巷
资源和故事。在东昌古城的西北隅，古棚街和关帝庙
街之间，就曾有一条东西胡同，长约170米，宽6米多，
叫做“十县胡同”。

可更多的关于这条老街的故事在古城区老居民
的口中，那些文坛名家、那些武林高手，还有那流传
至今的美食，古城居民说来，犹如诉说自家往事。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西城门楼与关帝庙的老照片。(资料片)

聊城名吃空心琉璃丸子。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清代，东昌府辖九县一
州，俗称十县，包括聊城、堂邑、
博平、茌平、清平、莘县、冠县、
馆陶、恩县以及高唐州。”古城
区老居民、东昌府区政协文史
专员高文广说，原来清代，东昌
府辖九县一州，俗称十县，各州
县的驻东昌府办事机构均设在
这条胡同里，州县官吏来府公
干都住此处，街名因此而生。在
他的口中，十县胡同上的文坛、
名家故事宛若重生。

清末至民国时期，有一位
老秀才在十县胡同居住多年。
他叫李守素，是一位在当时城
乡都很有名望的老塾师。他博

学多识，能言善辩，擅写讼状。
民国初年，李太黑抗捐事件中，
聊城知县曾慕名拜求他前去劝
说李太黑。他喜欢研究地方历
史、搜集地方掌故，写过《东昌
旧话》等手稿，还著过一部笔记
小说，谈鬼说狐，影射黑暗政
权，谴责贪官污吏，名叫《聊斋
续志》(十二卷手稿)。民国年间
曾两次续修《聊城县志》，他都
应邀参加。第一次是1934年，第
二次是1940年，可惜两部志稿
都没能刊发，现在已经遗失。

这条胡同里的另一位文
人是范敬修先生。1931年，范
敬修与国画家呼盉斋、篆刻家

崔蕴璞，在聊城县民众教育馆
内举办“三友画展”，开聊城私
家画展之先河。后来又跟崔蕴
璞、崔鼓源等人创办“铁石印
社”，成为很有声誉的民间篆
刻家。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
戎，后在国民党军某部担任电
台台长，解放战争时随部起
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东门口
摄影部任会计，后在东口油漆
门市部从事刻字、制作招牌匾
额等工作。他书法、篆刻功力
深厚，还擅长石雕木雕。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单位的招
牌都出自他手，如“聊城宾馆”
即是其代表作。

文坛名士>> 有文坛名家，有民间篆刻大师

清末民初，十县胡同西首
有座小型关帝庙，附近居民曾
在庙里设过“在礼公所”。这种
公所是民间自发性组织，以戒
烟、戒酒为主要信条。这个公
所名叫“静思堂”，加入这个公
所就称“在礼”。当年在“在礼
公所”在礼的人挺多。附近原
居民丁祖宽家尚存两个写着

“静思堂”字样的凳子，推测就
是当年的遗物。

今年74岁的古城区老居民
陈保荣对“在礼公所”有些记
忆，更介绍了十县胡同的尚武
传统。“民国年间，屠保君、陈广

恩、王玉河、陈培昌、姜春才等
10余人，平素闲暇之时，喜欢聚
在一起切磋武艺。其中，屠保君
擅长大洪拳，武技精湛，是当年
城乡闻名的武师。”陈保荣说，
当年每到元宵佳节，这些人便
手举内装十几根大蜡烛的龙
灯，跳跃挥动，舞上街头，赢得
片片喝彩。“十县胡同的龙灯”
作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民间娱乐
节目之一，深深地留在了城关
老年人的记忆中。

十县胡同的偏东部路南，
有一条弯曲狭窄的小巷南通
古 楼 西 大 街 ，原 名“ 郭 家 胡

同”。后来，小巷南半部归属古
楼西街，北半部归属十县胡
同，它的旧称便湮没无闻了。
小巷里住着一位著名武术师，
名叫丁祖文。丁祖文精通查
拳、太极拳，对气功养生颇有
研究。他多次担任省级运动会
的武术裁判、副裁判长，多次
担任地区级运动会的裁判长。

长江后浪推前浪，丁明业
自幼随父亲丁祖文习武，经过
40余年磨砺，取得了惊人的成
就：多次获得全国太极推手冠
军、世界冠军，多次在国家和
国际武术大赛中担任裁判。

武林高手>> 民国以来武术名家英雄辈出

跟丁祖文武士一条小巷
里，还有聊城著名烹调师高士
玉。60年代初，高士玉自西口南
街迁此定居。他烹制的“煎丸
子”、“糖醋鱼”、“油爆肚”等菜
品独具特色。“空心琉璃丸子”
因其精绝的制作而被作为聊城
地区的唯一代表菜肴选入中国
烹饪协会统编的《中国名菜谱》
中。1972年，经与前辈名厨虞魁
元等人研讨，他执笔写就了《聊
城菜谱》和《烹饪讲义》，这是聊
城历史上首次对地方风味和传
统厨艺的理论性总结。

高文广介绍，高士玉1972

年和1975年分别担任聊城县
商业局和供销社主办的厨师
学习班教师，主讲理论课。改
革开放之初，为适应饮食业的
发展形势，他先后多次到济
南、曲阜、泰安等地交流学习，
并到烟台进修数月，回聊后积
极革新传统菜。针对聊城菜量
大、色深、口重、味浓的特点，
他吸收胶东菜清、鲜、脆、嫩的
长处，又结合曲阜菜款式多
样、外形华丽的优势，从菜肴
到宴席逐项进行探索性的改
革，从而使地方风味菜肴有了
新的发展。

十县胡同在聊城当地饮
食界的地位举足轻重，除了名
厨还有众多名吃。民国年间，
街上有一位“王甜沫”，真名叫
王玉河。他每天早晨担挑子到
古楼附近卖甜沫。他的甜沫，
以优质小米，稍加黄豆，拌上
胡椒粒，磨成汁液，煮开后撒
进豆腐丁、粉条、黑芝麻、嫩菜
叶。味道醇厚而特异，令人食
欲大增，百吃不厌。当年有民
谚流传：“古楼西，有三好，王
二的甜沫喝不够，丁宝兴馄饨
别处少，张二麻子厚饼城里关
外比不了！”

名吃名厨>> 烹饪大师推进地方菜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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