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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悠长的历史
中，既有过儒雅的文人，
也出现过骁勇的武将。金
朝侵宋时，济南地面上出
了个叫关胜的英雄人物，
而在古典小说《水浒传》
中，也有一位名叫关胜的
人物。小说中的关胜是以
历史人物为原型，一个忠
肝义胆的骁将，是如何被
演绎成为反贼的呢？今天
我们就来谈谈关胜那热闹
的身后事。

南宋建炎二年(1128)
正月，刘豫被任命为济南
知府。同年冬天，金军攻
打济南，济南守将关胜屡
次出城拒战。金人以利劝
诱济南知府刘豫叛降，刘
豫伺机杀掉关胜，献城投
降。两年后，刘豫登基，
成为金朝扶植的傀儡政权
伪齐的皇帝。英雄与狗熊
总是相对应的，狗熊成就
了英雄的英烈。对于关
胜，《宋史·刘豫传》中
只有寥寥数语：“(刘豫)
杀其将关胜。”《金史·
刘豫传》中则只有一句
话：“有关胜者，济南骁
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
杀关胜出降。”《宋史》
《金史》中的记载都很简
单，简单到我们不知道关
胜的籍贯，不知道关胜的
身世，更不知道关胜英勇
就义的细节。也恰恰因为
史料记载简单，反而给了
后人充分发挥的机会。

明人王春象在《齐
音》中曾对关胜的死加以
演绎：关胜“善用大刀，
屡陷虏阵”，后被刘豫
“诳胜出战，遂缚胜于西
郊，送虏营，百计说之不
降，骂贼见杀，且自啖其
睛”，进一步具体化了关
胜高大的英雄形象。王春
象为何要说关胜善用大刀
呢？宋代的大刀并非青龙
偃月刀那样带杆的长刀，
而是大砍刀，有别于隋唐
以来直身长刀、陌刀，是
两宋新出现的冷兵器，两
宋武人多以此为号。据史
传记载，两宋时期以“大
刀”为绰号的便有大刀魏
胜、徐大刀、苏大刀、王
大刀等等。所以不管关胜
用不用刀，都给他安插了
一个大刀的名号。

关胜的正面形象，在

清代史学家梁玉绳的口中
被歪曲了。梁在读《宋
史》时，将“豫惩前忿，
遂蓄反谋，杀其将关胜，
率百姓降金”句漏读了一
个“杀”字，进而下结论：

“豫将关胜，与俱降金”，
“烈士”关胜稀里糊涂成了
叛徒。梁玉绳的儿子梁学
昌不相信关胜降敌，查阅
《金史》《齐音》等书，
证实了关胜并未降敌，却
得出了另一个错误的结
论：《宋史》有误。

看完历史中的热闹，
咱们再来谈谈关胜的文学
形象。关胜最早的文学形
象出现在宋末元初的话本
小说《大宋宣和遗事》
里，这本书是水浒故事的
雏形，在这本书里，关胜
只是一名并不出色的随
从。这之后，高密人龚圣

与所作《宋江三十六赞并
序》中，关胜成为了四当
家，地位迅速攀升。元杂
剧《争报恩三虎下山》
里，关胜是梁山排名第十
一位的头领。而到了《水
浒传》中，关胜则位居梁
山泊第五把交椅、马军五
虎将第一、关公的嫡派子
孙，“生的规模与祖上云
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
刀，人称为大刀关胜”。
关胜在文学作品中非常
忙 ， 陈 忱 的 《 水 浒 后
传》、青莲室主人的《后
水浒传》、俞万春的《荡
寇志》、程善之的《残水
浒》、巴孤的《贼三国》
等文学作品中，关胜都以
不同形象出现过。金圣叹
曾评价关胜这个角色：关
胜是上上人物，写来全是
云长变相，可谓儒雅之

甚、豁达之甚、忠诚之
甚、英灵之甚……英雄儒
雅，俨似其祖。在戏剧
中，以关胜为主角的剧目
也非常多，传统京剧曲目
主要有《战磁州》《收关
胜》《芦林坡》《关胜探
营》《红桃山》等等。

关胜不止存在于史书
中，他在济南仍有旧迹可
循。据光绪年的《山东通
志》记载：“关胜墓在县
南渴马崖。”关胜墓在济
南南郊的渴马崖，而渴马
崖下的水潭，据说正是趵
突泉的水源所在。关胜墓
附近还有一眼马跑泉，据
说是关胜与兀术大战至渴
马崖，求水不得，马踏地
后涌泉而出，因此得名。
无独有偶，趵突泉公园内
也有一处马跑泉，据传是
金兵攻打济南城时，刘豫
命关胜出城迎战，关胜率
兵出城门后，刘豫随即命
人关闭城门，并在城上向
关胜放箭，战马见主人战
死，怒啸刨地，泉水涌
出，就是后来的马跑泉。
两处马跑泉，故事虽然有
所冲突，但都表达了济南
人对英雄的敬仰与怀念。

渴马崖的马跑泉因关
胜墓附会而来，趵突泉附
近的马跑泉则因位于关胜
庙附近而得名。关胜庙，
也被称为关王庙，兴建于
何时并没有准确记载，至
少在明代就已经存在了。
关胜庙在原来的马跑泉街
三岔路口拐弯处，正对着
大板桥街，狭长的院子北
头有两间小房，供奉着关
胜牌位。明末庙基塌毁，
人们重修时把“关胜”误
作“关圣”，关胜庙于是
变成了关帝庙。清人朱照
路过关胜庙时，就曾写过
《关公祠诗并序》，以示
纠正。1956年趵突泉公园
扩建时，清理出早已塌毁
的关胜庙，人们当时也以
为是关帝庙，幸得及时看
到碑刻并查阅志书，才避
免了重蹈覆辙。

关胜生得简单、死得
迅速，身后事却热闹非
凡，“千秋万岁名，寂寞身
后事”并不适用于他。这热
闹的身后事，表达的正是
人们对忠义的褒奖与赞
扬，是千年来的主旋律。

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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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处理，我一
般都是去位于济南经三纬五路、有“景多
不杂，人众不扰”之称的中山公园。这个习
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养成了。

记得那时候中山公园的名字是人民
公园。1986年11月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
之际恢复了中山公园的原名。因为中山公
园紧挨着市图书馆，而我作为市图书馆阅
览室看书学习的常客，常常是走出图书馆
就不假思索地步入公园。那时的中山公园
面积很小，好像是过去大户人家的后花
园。后来公园不断统一规划扩建，并且按
照四季有花，步移景异的观赏效果营造公
园独有的特色氛围。植花种树，建亭凿池，
假山、曲径等，体现出一种“虽系人造之
景，实具自然之势”的特点，小中见大，植
物造景的园林艺术特点突出，巧夺天工。
不失为看书学习之后小憩娱乐休闲的好
去处。

一道具有江南园林布局特色的走廊
将公园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分是年代
已久、闻名遐迩的济南旧书市场，西侧是
园林特点显著的休闲娱乐之地。时间如白
驹过隙，每次走进中山公园，都有一种亲
切感悄然涌在心间。相比三十多年前，公
园的变化太大了，变化之大即使是我这个
常客都觉得新鲜，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
好奇感。最突出的印象，现在的中山公园
更像一处融江南北国园林特点于一身的
园林公园，似乎处处都有绿地，参天大
树。方亭、圆亭、六角亭点缀园中，石
径小路曲曲折折，绿地被过膝高的冬青
团团簇绕，组成了或椭圆或葫芦状或三
角形等形状不一的图案，钻天白杨遮出
的浓荫与那一棵棵柏树搭成的凉棚交相
辉映，使得公园显得格外宁静安逸，极具

“松柏青翠而满园，花卉争艳以溢香”的韵
味。西部名曰“云洞岭”的假山上建有“登
啸亭”，岭北有题为“峰回路转”的石刻，颇
有洞天福地的氛围。沿着鹅卵石精巧铺就
的路径拾级而上，观赏疏密有致的周边
景色，给人一种满目生辉，心旷神怡的
感觉。绿地旁，大树下，错落有致地排
放着石桌、石凳，许多休闲的人在此或打
麻将或打扑克、下棋。更有那锻炼身体的
人在空旷处或跳舞、打太极拳，或全神
贯注地来回健步走。几对恋人坐在绿地
旁的石凳上亲密无间地窃窃私语，而那
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在树下不知玩着什么
游戏，那样子是那么认真投入，让人不
忍心去打扰。不时有几只斑鸠、喜鹊之
类的鸟优雅地在空地上闲庭漫步，似乎对
这一切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每次来到这里，我都是先逛逛公园东
部的旧书市场，有时就是随便转转，看到
有自己喜欢的书就购买。随后来到隔壁的
公园内，找个石凳坐下，或者翻阅刚刚购
买的书，或者静静地看着那下棋的人们，
看着在不远处的空地上优哉游哉漫步的
鸟儿，心情格外清爽。难以想象在这纷嚣
的闹市中竟藏有这么一处静谧惬意的场
所。在这里，无论是打麻将下棋的，还是锻
炼身体，玩耍的人们，都不大声喧哗，静静
的，悄悄的，生怕闹出点动静惊扰了这份
都市中少有的安静。看到这安逸的一切，
心里是那么平静，那么温和，可以拂去疲
惫乏倦，拂去生活带来的尘埃，如同让自
己的全身尽情地沐浴。觉得不好好地观
赏、享受一下，非常对不住这处闹市中难
得的宁静怡然的场所，对不住在这儿尽情
休闲娱乐的人们。在好好观赏、享受的过
程中，自己的身心是那么轻松惬意充实。

济南有这么一个好去处，真是上天的
恩赐啊。每个周末来到这样一个环境优美
幽静怡人的好去处，可以无拘无束地放松
自己，好好地歇息一下修身养性，以便精
力充沛地面对生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中山公园，闹市中的一处清幽，风景
这边独好。

【行走济南】

《水浒传》中手持青龙

偃月刀的关胜。

趵突泉公园内的马跑泉。

民国时期的

卖“钱”行当

【影像老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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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在中国
历史上通行了两千多年
的铸币形态——— 方孔圆
钱 ( 即 俗 称 的 “ 孔 方
兄”)仍在流通使用，作
为银元的辅币，清末出
现的机制铜元与方孔圆
钱在民国初年长期混用。约在20世纪20年代，方孔圆钱才逐渐退出流通，成为历史。当时，收集退出流通的旧
铜钱并通过洋行输往国外(主要是日本)，是济南的一个特色行当。图为日文明信片上出现的济南收集旧铜钱的
场景。画面中，成串的方孔圆钱堆得老高，地上散落的单枚钱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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