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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署街位于泉城路以
北，按察司街以东，因明洪
武元年(1368年)街上兴建
盐运使司署衙而得名。署
衙旧址即原济南一中校
址。清末此街东首城墙处
开了新东门，这条街道逐
渐热闹了起来。

运署街上的盐运使

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
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求
量大，消费弹性极小。在历
史上，我国实行食盐专卖
制度，这个制度从春秋战
国齐国开始一直到 2 0 1 4
年，几乎伴随中国历史整
个发展过程。

盐运使，朝廷设立的
主管食盐产销的官员。始
置于元代，设于产盐各省
区，专设于两淮、两浙、福
建等产盐各省。明清相沿，
其全称为“都转盐运使司
盐运使”，其下设有运同、
运副、运判、提举等官，在
明清两代，产盐省份都设
有这种官职。盐运使署除
了管理盐务，还往往兼都
察院的盐课御史衔，有的
还兼为宫廷采办贵重物
品，侦察社会情况，是当时
能够大量搜刮民脂民膏的
一个机构。

那盐运使署是怎样运
作盐务的呢？

食盐专卖，一直是封
建国家主要收入之一，但
实际的销售业务，是按府、
州、县分区包给盐商经营。
当时，盐 的 计 量 单 位是

“引”，明朝时，一引盐是六
百斤，清朝时一引盐是二
百二十五斤，某个盐商承
包某地区的售盐若干引，
按引向盐运使署缴纳税
课，乾隆时每引征收银二
钱四分五毫，到宣统时又
有所增加。

从这个流程我们可以
看出，盐商在市场上的垄
断权是盐运使赐予的，他
们也因此赚得盆满钵盈。
所以，因盐发家的富商们，
往往对盐运使极尽讨好之
能事，以保住自己的荣华
富贵。盐运使往往受贿不
断，因而这个职位被当时
人看做“肥差”，一般都是
皇帝的亲信担任。如《红楼
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

寅，曾被康熙帝任命为巡
视两淮盐政，从中曹家一
举弥补了屡次“接驾”所造
成的亏空。

在运署街上盐运使署
的斜对路南，是旧时山东
盐商公会“东纲公所”，它
由济南大盐商主持，实际
上是山东盐业的垄断组
织，也是盐商们结交各级
官员的据点。

在山东历任盐运使
中，最著名的当数李兴
祖，他在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在今大明湖历
下亭的地方，购买乡绅艾
氏地产筹资重建了我们现
在看到的历下亭，使这里
成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地
方。在秋日，湖水荡漾，
荷莲溢香，凉风徐徐，令
人心爽，被称为“历下秋
风”，是古时济南的八景
之一。著名文学家蒲松龄
《古历亭赋》介绍了历下

亭一带的秀美风光，对盐
运使李兴祖重建历下亭给
予了褒扬。

济南一中的百年沧桑

济南一中在其113年的
建校史上，由于政局变动和
战争炮火等原因，曾数次迁
移校址，从大明湖畔迁至杆
石桥外，再迁到城东运署
街。其中运署街老校园是所
待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
最具情致的一座。自1939年
起至2005年止于此待了整整
六十六年，不仅经历了无数
风雨沧桑，也积淀了厚重的
校园文化。

济南一中的历史可上
溯至1903年刘冠三等人集
资创办的山左公学。刘冠
三名恩赐，字冠三。山东省
高密市康家庄人。幼年在
县城富户家陪读。1902年
春，考入山东大学堂师范

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
会。1903年，他创办山左公
学，聘请同盟会会员、留日
学生徐镜心、齐树棠、左汝
霖等任教。山左公学最初
设在乾健门内，在当时，这
所公学是传播反帝反封建
思想的重镇之一。

1913年，山左公学改名
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就是
在这一年，一位来自诸城的
16岁少年考入这所颇具民
主气息的中学，并在课余时
间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几
年后，他的文章便出现在

《新青年》杂志上，这位青年
就是后来成为一代文学大
家的王统照。

1918年，在叔父的资
助下，17岁的贵州青年邓
恩 铭 也 考 入省立 一 中 。
1920年秋，在省立一中读
书的他和省立一师学生王
尽美等人成立了“共产主
义学会”。1921年7月，邓恩
铭和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
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

1 9 2 8年“济南惨案”
中，省立一中校舍惨遭毁
坏。1929年底，校长赵太侔
带领全校师生迁往杆石桥
新址。1929年，山东省教育
厅在济南组建了新的高级
中学———“山东省立高级
中学”，习称“省立高中”。
省立高中设立时有文理两
处校址。抗日战争爆发后，
省立初中和省立高中师生
奉命南迁。1938年夏，日伪
当局在济建立了以山东省
立初级中学和省立高中未
南迁的学生为主体的省立
济南中学。次年，将校址定
在运署街。

2005年，济南市政府作
出重要决定：将济南一中由
运署街整体搬迁至原山东
省轻工业学院校址。

除了以上提到的王统
照、邓恩铭外，百年来，从济
南一中走出的名人才子可
谓数不胜数。原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罗干，现代曲艺家
陶钝，国学大师季羡林、书
法大师欧阳中石，此外还有
陈力为、叶连俊、马祖光、袁
业立、崔尔杰、王恩多、彭实
戈等两院院士和美国科学
院院士、著名数学家王浩。

老济南的酱园
□程兆强

旧年月，生产力水平低，加上兵燹之祸、
旱涝之灾连连，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差，家穷
衣饭少，许多人家食物贫乏单调，一日三餐
两餐吃咸菜。特别是北方之地，青黄不接的
冬天里，咸菜成了餐桌上的“主打菜”，每日
必食，必不可缺。这时的“开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中的“酱”，已完全演变为咸菜
酱菜，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酱菜的大
量需求，刺激了酱菜业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济南的酱园作坊竞相开
张，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这些酱园中，著
名的有醴泉居、北厚记、宝源居、兴顺福、德
馨斋，其制作工艺、产品种类、生产规模，以
及风味口感，与北京城的六必居、天义顺、桂
馨斋、天源酱园，天津卫的玉川居、庆冒德酱
园，不相上下。就连那保定府赫赫有名的槐
茂酱园，也曾千里迢迢来济南府取经学艺。
至于开创青岛酱菜业新纪元的“裕长酱园”，
也是由原济南瑞蚨祥绸缎庄的经理、章丘人
沙裕福创办的。

醴泉居酱园是济南府酱菜业的行业老
大。它始建于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位
于江家池街路西，七十二泉中的醴泉就在其
铺房后面的池子里。这个池子里，曾养过一
尾三尺长、碗口粗的鲤鱼，鱼鳃上挂着一个
铁环，是当年养鱼人留下的标记，传说这尾
鱼在此生活了上百年。醴泉居酱菜产品，就
是以“醴泉”为名，用这条大鱼做的商标。
1956年，国家对工商业进行改造，实行公私
合营，醴泉居被北厚记吞并了。

北厚记酱园创立于清末，也是一家老字
号，位于估衣市街(现在共青团路东首)路北
江家池街南口，和兴顺福、宝源居等清末老
酱园的布局一样，前面是商铺，后院是厂房，
店员在前面卖货送货，工人在后面干活。当
年北厚记的经营场地很大，占了半条巷子，
并且在五龙潭、江家池、显明池附近还有几
处作坊。那时衡量酱园规模的大小，是用“缸
货”计算的，当时北厚记有两千多缸货，一缸
就达500斤，可见其盛况。北厚记和北天合、
醴泉居一样，依泉建铺，腌制咸菜、泡制酱菜
用的水，是甜美清冽的泉水，加上“选料精
细、制作有序”，其腌制的酱菜，别有一番风
味。尤其是磨茄、包瓜和水晶甘芦，被称为济
南酱园“三绝”。

比起醴泉居、北厚记这些老酱园，德馨
斋起步要晚一些，它创于1930年，开业时只
有10个工人，启动资金只有3000银元，厂房也
不大，但它的出资人是苗星垣，是“苗氏家
族”的产业。起初，德馨斋经营境况并不太
好，后来，苗星垣更换管理人，转变经营思
路，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声名鹊起，与北厚
记、兴顺福酱园齐名。当时，德馨斋的产品已
有12大类100多个品种。最初，苗星垣创办德
馨斋，只是为了让岳父有事可做，没想到，后
来德馨斋的名声超过了苗氏家族其他企业，
成了“中华老字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德馨斋从经五纬十
二路搬到济兖路14号。那时，我正在济南西
郊段店工作，记得当时的德馨斋，沿街是一
处门头房，办公地和生产车间就在后面的大
院里。院子南端排满了一口口腌菜的大缸，
上面罩着一只只大斗笠；生产酱油、食醋、甜
面酱的车间在院子的东南角，远远地就能闻
到一股股醋、酱、咸菜混合的味道。我最喜
欢吃德馨斋的酱磨茄和酱花生，早上吃着馒
头，喝着玉米粥，就着咸菜，感觉很舒服。我
跟德馨斋一个姓刘的师傅比较熟，他告诉
我，咸菜也叫“百工菜”。“百工菜”是旧时酱
菜行业对咸菜的称谓，称它“百工菜”，是取
百道工序之意，那看似简单的酱菜，腌制过
程中却需要繁多的工序。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米袋子”“菜篮子”
丰富了，再加上普遍注重养生，认识到过量
食咸的害处，对咸菜的需求减少了。当年群
芳竞放的济南酱菜业，而今只有德馨斋一枝
独秀了。但是老济南人仍沿袭着旧时的饮食
习惯，一早一晚，熬点稀粥，馏点馒头，或者
买些烧饼油条，就着咸菜下饭。

【忆海拾珠】

济南运署街旧景。

1948年秋天，运署街济南一中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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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开水，过去是一种
行当，叫开水铺或者水铺
子、水炉铺子。那时没有如
今这般便捷的热水器、电
热壶，一般的家庭也只有
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平
时都不点炉子。稍微讲究
的人家，在沏茶或需要喝
热水时，就到街角的开水
铺去打壶开水。卖开水的
一般都是混穷的，没什么
字号，盘个多灶口的炉子，
买口大水缸和几把座壶，
就能开张了。

图为民国时期的济南
开水铺。照片中，小脚老妇
的右侧是大水缸，左侧是
个可供五六把座壶同时烧
水的大长炉子，看来拍照
时不是用水高峰，因此老
妇悠闲地一边纳鞋底，一
边等生意。

□撰文/供图 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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