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宗师吴昌硕曾专
门为康有为刻过一枚奇特
的印章，字面是：“维新百
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
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
六十万里。”这27个字，凝练
地概括了康有为的一生。由
此可见，“康有为故居”应有
多处，青岛故居乃是他最后
栖居之所。尽管他并没有定
居青岛，但从1923年起，每年
至少到此居住一段时期，直
至1927年在此病逝。

康有为故居，坐落于汇
泉湾畔福山支路5号。原为
德国总督初来青岛时的官
邸，康有为1923年买下并入
住。康决定在青岛置房，有
个铺垫：1917年冬，是康有为
第一次到青岛，其诗集中这
样写道：“丁巳冬至日游青
岛，并谒恭邸于会泉。”面对
青岛景色，发出了“青山绿
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的
赞叹，并赋诗一首：“海上忽
见神仙山，金碧观阑绚其
间。楼阁倚山临海滨，碧波
浩荡通天边。”不难看出，康
有为对青岛的第一印象颇
佳。1923年，康有为携子女同
筏、同凝、同环重游青岛，感
觉犹如“重入神仙画里来”，
遂想在这人间仙境置一栖
身之所。当时，青岛叫“胶澳
商埠”，督办熊炳琦因仰慕
康有为大名，先将德国总督
这所官邸租给其住，后又以
1000银元（相当于5万元人民
币）的价格半买半送。康有
为在《与方子节书》中说：

“吾今得屋，即德人初得青
岛时旧提督楼，今虽租之，
然青岛官地，无非租者，可
继续租去”。喜得新居，他专
门作《甲子六月领得德国提

督楼》诗一首：“截海为塘山
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庄
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
隐楼。”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

从鱼山路下车沿一条
石子铺就的蜿蜒小路北行，
不多远，便可看到掩映在绿
树之中黄砖红瓦的小楼。门
口的“天游园”简介告示，这
座德式小洋楼始建于1899
年，为三层砖木结构建筑，
建筑面积1128平方米。走进

院子，沿台阶拾级而上，即
入一楼康有为生平展室。正
厅内有一尊康有为坐姿塑
像，背景有一长匾，上书毛
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
的一段话：“自从1840年鸦片
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
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
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
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
表着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
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
人物。”这无疑是对康有为
这一人物的历史定位。据
说，这里当初曾挂过溥仪题
写的“天游堂”匾额，乃是康
家待客的地方。沿着狭窄的
木质楼梯上到二楼，是康有
为的起居室和书房，解说员
说，康有为与第三代恭亲王
溥伟私交甚笃，溥伟移居大
连时，遂将家具全部赠予康
有为。这幢小楼右侧几丈之
遥是一派葱茏的小鱼山，面
南百步处便是大海。坐在二
楼的阳台上，可以直观海
景，称得上是一处位置极佳
的海景别墅。或许正是基于
这样的感念，“屋虽卑小，而
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
步”，康有为感觉“风景极
佳，盛暑不热”，乃将此宅称
为“天游园”，自号“天游化
人”。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
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颂
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
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
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
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
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
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
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
如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
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

多有批判，这其中重要原因
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并没
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
成仁，而选择了逃亡。

1927年3月中旬，刚刚在
上海过完了七十大寿的康
有为，回到“天游园”别墅。3
月29日，去粤菜馆英记酒楼
参加同乡宴，喝了一杯橙汁
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
家，当夜呕吐不止。31日凌晨
5时许，“七窍出血而死”，葬
于他自己在青岛事先选好
的墓地——— 枣儿山。康有为
死时，妻妾子女大都不在身
旁，门人弟子也散落各地。
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后，
失声痛哭，于4月17日召集康
门弟子在宣武城南畿辅先
哲祠举行公祭。弟子们涕泪
双流，梁启超哽咽着宣读祭
文：“吾师视中国如命……
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
进……繄百日之设施，实宏
远而周详……后有作新中
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
第一章。”

关于康有为的死因，盖
因乃“七窍出血而死”，属于
非正常死亡迹象。于是，便
出现了种种猜测：一曰被国
民党人下毒害死；二曰被慈
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
三曰被日本人投毒害死；四
曰酒楼食品不洁所致……
究竟是何因所致，目前仍为
悬念，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反
映了康有为这一人物的复
杂性。

不明的死因和褒贬不
一的评说，为康有为的一生
画上了句号。然而，无论褒
也好，贬也好，都无可动摇
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
非凡人物的存在。

清河区，是抗日战争时
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行政
区之一。它南邻胶济线，北
依黄河，东至胶莱河；1944年
1月，中共北方局将清河区
与冀鲁边合并建立渤海区。
山东抗日史上著名的武装
起义——— 黑铁山起义，就发
生在这里。

黑铁山，现位于张店、
桓台、青州、临淄四县边界，
1937年10月，为响应“共产党
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
去”的号召，山东省委指派
姚仲明、廖容标等先后到达
长山县，与长山中学校长马
耀南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五军，廖、姚分任司
令与政委，马耀南任参谋长
兼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是
年12月27日，清河平原上抗
日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在黑
铁山打响。1939年7月22日，
山纵三支队在桓台县牛王
庄休整时突遭敌人伏击，马
耀南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1942年8月25日，为贯彻
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中
共清河区党委决定以清河
师范为基础，创办一所专门
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
并以马耀南烈士名字命
名———“耀南中学”。耀南中
学基本以军事化管理，学生
主要是来自军队与地方干
部以及边区的有志青年，他
们除了学习文化课，习武训
练外，还轮流站岗放哨，参
与行动，并且自己动手搭建
校舍，开荒种地，养猪种菜，
组织“大生产”运动，真正做
到“劳、武、学三结合”。战争

年代，类似耀南中学这样的
“抗大”，基本遍布山东各个
根据地，比如鲁中公学、胶
东公学、鲁南中学等，它们
虽然名称各异但形式相同，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些学
校源源不断地为军队与地
方政府培养输送了大批的
抗日干部和优秀人才。

1944年1月，耀南中学为
交流经验，传播学习情况，
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增强大
家的创作热情，还创办了一
份名为《耀中校刊》的学生
读物。教务主任王苇塘（建
国后曾任济南一中校长）担
任主编，教师学生共同编
辑。但随着全国局势转变，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渤
海军区开始对周围敌占区
日伪军发动了强大攻势。耀
南中学全体师生积极报名
奔赴前线，学校暂时停办，

《耀中校刊》在出版了三期
后也于当年停刊。

这册《耀中校刊》为第
三期，民国三十三年六月

（1944年6月）出版，32开，粉连
纸石印，折装，竖排右翻。全
书65页，计31篇文章，内容多
以学生习作为主。开篇是校
长刘冠甲与教务主任王苇
塘的一篇《关于耀中课程的
商榷》，文中教导同学在新
形势要放下“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接
近群众，学习群众。并以此
思路，对耀南中学新学期的
教育课程进行调整安排。随
后是贺达撰写的《耀中学生
救国会的组织与活动》，积
极倡导组织全体师生们开

展活动，时刻不忘“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在小说《刘大
娘》中，作者何幸之以真实
的经历记述了他在邹长县
工作时，因患瘟疫病倒，被
刘大娘收留并躲避鬼子盘
查的故事。另外，在该期中
还刊载了各年级学生撰写
的多篇创作。如中学二级韩
立春写的《大家都学会了做
豆腐》，师范五级许震写的

《开荒速写》，李鹏的诗歌
《悼哥哥》，中学二级张文江
漫画《生活剪影》等。

2002年秋末，在济南古
旧书店一次书展上，笔者见
到两册《耀中校刊》，且都是
第三期。不过当时已被一书
友眼疾手快抓在手里了。因
为觉得是复本，笔者意欲请
其转让一册，谁知话刚出口
便被婉言拒绝了，无奈只好
作罢。时过三年，笔者赴京
办事，得闲去了趟潘家园古
玩市场，在二楼一家书店
里，再次巧遇《耀中校刊》。
取出观之，虽然背面济南古
旧书店的售出价目被划掉，
但可以肯定，这册《耀南校
刊》就是当年其中之一！而
此时“红色文献”的市场价
格涨幅已绝非三年前的样
子，更不是一个工薪阶层所
能想象与承受的。作为专题
收藏，又系山东抗战时期的
教育类刊物，虽然几番谈价
未果，笔者还是义无反顾咬
牙买下。后来，朋友闻听曾半
开玩笑说：“咬牙买下来的，
一定是好书”！肯定中包含着
鼓励。或许，淘书之艰辛与藏
书之乐趣皆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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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王府池子西岸，有一座青砖小瓦的
二层楼房，它就是老济南鲁菜馆东鲁饭庄旧
址。饭庄成立于1932年，门牌为芙蓉街134号，
当时前后两进四合院，搭有凉棚；东西还有
侧院，后门一直到了王府池子；可同时摆放
100多桌酒席，其规模在旧城内独占鳌头。

名店有名厨，名厨制名菜，该店也是如
此。厨师刘永庆自15岁在济随名厨冯德林学
烹饪，出徒后在百花村、东鲁饭庄等处担任
厨师达三十余年，特别擅长烹制讲究火候的
名菜，炒腰花就是他的拿手菜之一。厨师张
继兴幼时在济南燕宾楼学徒，后在宏文达、
东鲁饭庄任厨师，善于烹调山东名菜，对菜
的炒汁煮汤及色味方面有独到之处。

东鲁饭庄位置优越，地处老城中心，且
东邻省政府，西靠民政厅，社会上的头面人
物多喜来此请客和聚餐。1932年6月中旬，由
于校长杨振声实行“学分淘汰制”，国立青岛
大学发生第三次全校性的学生罢课运动。杨
振声已提出辞职，代理该校校务的青大理学
院院长黄际遇，为解决此事来到济南，在当
月30日两至东鲁饭庄。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
道：“余既来，只得平心与何（思源）、张（鸿
烈）、赵（畸）三君商量收拾之策，约翌日晨，往
省府面各当道。午，幼山招饮东鲁饭庄。余先
赴建设厅访张筱台、曹理卿。饭后幼山、仙槎
陪至胶济铁路饭店细谈校局，稍稍有办法。
三时许至教育厅为王子愚、何仙槎、蔡子韶
书屏对数事。晚，理卿招饮东鲁饭庄。归途车
中与幼山约明早同赴省府朝会。同至幼山寓
视其夫人。”

何思源（仙槎）、张鸿烈（幼山）分别是山
东省教育厅厅长和建设厅厅长，赵畸（太侔）
当时是青岛大学教务长。张筱台（悦训）是省
建设厅秘书主任，曹理卿是该厅第二科科
长。省建设厅与青大学潮有何关联？原来，黄
际遇曾任河南中州大学校长兼教育厅长，与
亦曾任此职的张鸿烈及中州大学的张筱台、
曹理卿都是熟人。1930年9月，原任河南省政
府主席的韩复榘转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任
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的张鸿烈以及张筱台、曹
理卿等人随同来济。之所以由张鸿烈做东，
实是因其女在青大读书之故也。6月23日，青
大学潮发展至罢考，黄际遇“逆料其行有隳
罕之举矣。驰书幼山、理卿，属（嘱）自召其二
女归济。”此事的最终结果是青岛大学改为
山东大学，原校长杨振声（今甫）辞职，赵太侔
继任校长一职。

1936年暑假，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其
昌（子馨）自武汉先到北平，旋游山东，到青岛
进行题为《民族复兴的自信力》的演讲。在济
南，他获交于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
献唐。王献唐请客于东鲁饭庄，二人把酒助
兴，晤谈甚欢。抗战军兴，吴其昌抱病随武汉
大学内迁四川乐山。王献唐亦护送山东图书
馆珍贵古籍文物，僦居四川乐山。二人重逢
异乡，分外亲热。他们与时在武汉大学任教
的高亨教授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诗
论文，结下深厚友谊。后王献唐、高亨一起离
开嘉州（乐山），临别时吴其昌作诗四首，其中
一首写到他与王献唐济南相识之事：“湖上
相逢记昔游，历城亭子饮清秋。兵戈今日西
南见，恰似杜林客益州。”并补记说：“余于二
十五年秋薄游济南，始获定交于献唐先生。
觞余于东鲁酒家，甚欢。今因国难故重邂逅
于川南之嘉州，至可感也。”

抗战爆发后，东鲁饭庄关门歇业，却又
于1939年在四川成都华兴街开业，名叫“济南
东鲁饭庄”。当时在四川省教育厅科学教育
馆工作的著名作家叶圣陶，曾到这里赴请。
1941年12月2日，叶圣陶又因商务印书馆总经
理王云五由渝到蓉，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
杰（有守）晚上设宴，“六时，至东鲁饭庄。少
顷，主客咸集，皆教育厅与教育馆中人，外客
仅王云五、张屏翰、蒙文通、钱宾四而已。王精
神极佳，谈笑风生，饮量亦豪。”张屏翰乃商务
印书馆成都分馆经理，钱宾四（钱穆）与蒙文
通同为史学家，都是齐鲁大学兼华西协和大
学教授。看来，东鲁饭庄虽居川菜之大本营，
却仍为头面人物光顾之所，连身为四川人的
教育厅长郭子杰，请出生在上海的广东籍出
版家王云五的客，都选择这家山东菜馆，可
见其信誉不凡也。

东鲁饭庄的几次饭局

【阅案所得】

□魏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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