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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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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阅了许多资料，老济南从
什么时候有的“理发店”这个称呼，
还真是无从考究。只是从部分史料
中知道，老济南1904年开埠之前，济
南没有“理发店”这个称呼，那时候
管“理发师傅”叫“剃头匠”。

听老人们讲，那时的剃头匠没
有固定地点，整天挑着剃头担子走
街串巷。剃头匠的担子，一头是长方
形的凳子，下面有两个抽屉，放着剪
子、刀、刷子等工具，另一头是一个
热热的炭火炉子，炉子旁边挂着铜
脸盆和毛巾，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
坐下剃头。估计“剃头挑子——— 一头
热”的俗语，就是这么来的。

那时他们也懂得做“广告”，聪
明的剃头匠就把两根长铁片挂在炉
子边上，让铁片碰撞炉子并发出有
节奏的响声，人们老远听见这种悦
耳的声音就知道是“剃头的来了”。

后来有了几家“坐地为商”的剃头
铺，门前挂一缕头发作为“剃头铺”

的标记，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剃头铺的存在，他们就把门前挂着
的头发改为布幌子，上面书写“灯下
剃头”。比如1912年，在县西巷就有
了济南史料中可查阅到的第一家
“剃头铺”———“振祥剃头铺”。

“振祥剃头铺”的主人叫王振
祥，铺子临街，屋里除了很简单的理
发工具外，主要“硬件”就是高低凳、
瓦盆和一个镜子。后来，“剃头铺”渐
渐地改称为“理发店”。到了1924年，
有人在大明湖的司家码头开设了
“江苏理发馆”，1928年前后，“奇美
理发店”就在大观园附近开张营业
了。据说现在济南市那些大大小小
的美发店、美容店、理发店门前悬挂
的三色花柱旋转灯，就是“奇美理发
店”开业之初，参照上海理发业的做

法，把极具诱惑力的三色花柱旋转
灯“引进”济南的，随后其它理发店
也纷纷效仿。久而久之，这种外形多
种多样、内部可以旋转的三色花柱
灯，就成为济南理发业的形象标志。

从记事儿起，我就在老商埠的
西市场里理发，我记得那个理发店
叫“西市场合作理发店”。

听我父母讲，这个理发店是
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也就是把周
边一些小的私有的理发店的“理发
师傅”，统统合编起来，成立的“合作
理发店”。西市场里类似的还有“合
作文具店”“合作委托店”“合作饭
店”等等。

合作理发店的师傅个个技术娴
熟，待人热情。我记得踏进理发店的
门，迎面就是几条长长的木制连椅
摆成一个U形，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
大桌子，顾客进门后自觉地坐在椅
子口的末端挨号排队，通过U形的木
椅转向前面，很少有插队“加塞儿”

的现象，中间的桌子上摆着洗刷干
净的茶碗，顾客想喝水就去墙边的
保温桶里自斟自饮，桌子上有报纸
和连环画书，可以用来消磨时间。我
去理发时，师傅不用问发型，直接给
理一个“学生头”。

据我父亲回忆，那时候给大人
们刮胡子，师傅们总是忘不了先把
刮胡刀在牛皮带子上来回蹭几下，
好像是刮胡子之前的必然程序，这
是告诉顾客：这刀儿磨好了，也等于
消毒了，保证给您刮得又快又干净。

洗头时讲究的是“抓透止痒”，不像
现在的“水过头皮湿”，尤其理发师
傅在打上肥皂洗第二遍的时候。双
手从前向后抓、揉，随着双手的旋转
让人心里非常舒服过瘾。理发完
毕，师傅还要拿个小镜子放在头的
后面，让你在前面的大镜子里看看
是否满意。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参加
工作了，单位每个月发放“洗理费”

(即洗澡票和理发票)。在我的印象
中，当时济南理发业中有四大“名
店”：中国、神仙、奇美、珍珠泉。有时
我就攒上两三个月的理发票到这几
个“名店”享受一下理发的快乐。

位于大观园北面的中国理发
厅，是1946年开业的山东省特级理
发店，一进门是一个供顾客排队等
候理发和购买理发票的小厅，进入
理发大厅后，多盏白炽灯与墙面上
镶嵌的镜子相互辉映，照得整个大
厅通明锃亮，里面大都是享有级别
的中年理发师，“活儿”干得既仔细
认真又干净利落。

那时的“奇美理发店”已经搬到
经三路纬二路的路东，进了“奇美”理
发店就更舒服了，一楼是男宾，二楼
是女部。据说当时的奇美理发店对披
巾很有讲究，夏用仿绸、冬用漂布。每
当一位顾客理发完毕，服务员就会立
即把椅子周围的长发碎渣清扫干净。

进入80年代，济南市的理发业
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部分理发店注重理发、烫发、染发等
技术的提高，开始向大型化、综合
化、高档化发展。同时，扬州、温州等
地的个体理发店，也驻足济南，一般
只有三四个人，街头巷尾租个门头
房，摆几把理发座椅，主要以烫发染
发为主，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理发
行业的多头并进和激烈竞争，一些
“船大难掉头”的大店名店逐渐走向
衰弱，开始转行或关闭，一些南方来
的美发美容店，带着先进的染烫技
术和豪华装修开始崭露头角，加上
价格低廉的个体理发店的摇摇欲
试，仿佛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里的理
发标志——— 任意旋转的三色花柱灯
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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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今年30岁，没有老婆，他想
娶老婆，可他没工作，拿什么娶老
婆？大洪一直想找个工作，想来想
去，开出租吧。大洪有驾驶证，就用
祖上留下来的房子，按揭贷款买了
车，干了起来。

这天大洪刚一出门，生意来
了，有人要打车去电视台。大洪高
兴，刚出门就有人坐车，大吉大
利，大洪开车直奔电视台。

正行驶着，突然前面有辆车把
一个老头撞倒了，那车朝后一倒，一
打方向跑了，雨中，鲜血染红了路
面。大洪看老人被撞得不轻，他的车
就在老人的身边停了下来，他对车
上的人说了句，“对不起，我要带老
人去医院。”

不等坐车人说什么，大洪已经
把老人抱上了车，坐车人只好走了。

大洪把老人带进医院，老人
要急救，医院要钱，大洪毫不犹豫
地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医
院，他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
屠，见死不救不是大洪的本色。

一会儿，交警来了，找大洪录口
供，大洪急了，说人不是自己撞的。

这怎么说清，交警先把他的驾照扣
掉，然后把他带到了交警队。

大洪成了肇事司机，老人是
个孤寡老人，无儿无女，老人所在
村的村委借机放下负担，把责任
一股脑地推给了大洪。

大洪没办法，好几次去电视
台找那个能给他做证明的人，可
找了半天，根本没见到这个人。大
洪还写出启事，到处贴，想找人给
他做证明，最终还是失败了。

好人不得好报，大洪的心死了，
他只好去求交警，先把车给他，他可
以每天赚钱给老人治病，不然，他连
自己都养不活了，怎么能给老人治病
呢？交警想也是，别的又没有好办法，
只好先把车交给大洪，还让大洪找人
给自己做担保。大洪只好找村委给自
己做担保，这样，大洪才能开车。

这段时间，交警已经组织好
了材料，村委代表老人，向法院提
起诉讼，经过审理，法院判定大洪
赔偿老人医药费等30多万元。大
洪不服，上诉，中院最终维持原
判。大洪没钱，法院只好把他的房
子变卖，以补医院医疗费的补丁。

大洪倾家荡产了，只有一部车
自己还开着，可法院已经做了抵押，

车成为别人的财产，大洪开车纯粹
成了赚钱工具，因为法院跟大洪有
协议，大洪租了人的车，赚了钱还要
给人交出租费，这也算照顾大洪了。

半年后的一天，老人去世了。

人去世了，这事并没有完，法院把
大洪逮捕了，虽说是交通肇事，可
被撞的人毕竟是死了。

法院判决那天，去了不少记者，
因为这事大洪一直不服判，在省城
轰动一时，省市区记者都曾报道过，
大都对大洪的可耻行为不满。

开庭后，人家都说了什么大洪
一点都没听，问他，他只有“唔，唔”

地答应着，他只想着一件事：坐牢。

宣判的时候，法官一声“请全体
起立”，大洪清醒了，觉得决定自己
命运的时刻到了。法官正要宣判，突
然从记者席上冲出一个人，大声说：
“请不要宣判，这个人是冤枉的，我
能证明。”大洪抬头一看，大叫了一
声，突然晕了过去。

为大洪喊冤的，正是老人被撞
那天坐大洪车的人，前一段时间他
去西藏出差了。当天坐上大洪的车
时，他正开着录像机找新闻呢，老
人被撞那一幕恰巧被他拍了下来。

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好人大洪为此
险些被冤枉。幸好这盘录像带还
在，终于还好人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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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的中华老字号——— 奇美理发店，见证了济南理发行业的发展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理发票。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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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塞风？当我写下这个
题目的时候，兀自笑了。

塞风是我敬仰的一个诗人。他
以“抗战诗”走上诗坛，以“黄河诗”
闻名于世。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诗
是力和美的化身，正像他的名字
一样。但我到济南工作时他已去
世，我无缘与他相识，更无缘聆
听他的教诲。

后来我爱上了藏书，并且着
力搜集自己挚爱的名家著作版
本，有合适的机会便请他们签
名。书橱里，塞风的著作也不少，
有时在寂静的深夜翻看、摩挲，
不禁有一种空空落落的怅惘。步
出书斋，仰望星空，仿佛塞风正
用他那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个
世界，注视着这个世界上的读书
人。月光如水，又迷离如梦。

一个人常常会做梦，也需要
有点梦。梦久成“真”，那是怎样
的一种人生奇遇呢？就在这个时
候，我“邂逅”了塞风。

那是今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上
午，我和妻子到中山公园淘旧书。
整个旧书市场上人头攒动，许多人
汗流满面，但乐此不疲。在一个旧
书摊上，我忽然看到了一本满面尘
垢的《塞风诗精选》。我虽然早已藏
有这本书，但看到它令人惋惜的面
目，还是忍不住拿了起来。好在是
塑封封面，稍一擦拭就光彩焕然
了。

翻开扉页，我不禁眼前一
亮。真的是眼前一亮！那上面赫
然写着“共玉诗友指正”，并签有
塞风的名字，盖有他的朱文印
章。我在惊喜之余，不能断定这
是不是塞风的真迹，连忙发微信
向一个与塞风熟悉的朋友求证，
他接着就发来了肯定的回复。同
时告诉我，“共玉”姓杨，是济南
的一个诗人、山水画家。稍后他
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质问”过
共玉为何将塞风的签名本卖掉，
共玉说当时塞风签赠给了他好
几本，他把其中几本送朋友了，
不想所送非人，被朋友卖掉了。

我却没有责怪共玉和他的朋
友的意思。我觉得书之流传，渠道
很多，我所购买的一些珍贵版本，
就多是从私人手中流出来的。他们
一段时间或较长时间的保存，恰好
为下一个藏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倘若不是共玉的朋友，我怕是无缘
收藏塞风的签名本了。一次难得的

“邂逅”，圆了我一个长长的痴梦，
多么幸运。

因书结缘，世界于是变得很
小。就在今冬的第一场雪后，我
见到了共玉先生，他的头发卷卷
的，眼睛里似乎永远含着笑意。
那一天，酒至微醺之际，他对我
说：“你那么喜欢书，喜欢塞风，
我抽空送你一幅塞风的书法吧，
我那里有好几幅。”我相信他的
话是真诚的，我也理解他为什么
会把塞风的签名本送给朋友了。

“邂逅”塞风，让诗人渐渐远
去的一缕诗魂，重又回到了我的
面前；也让我与一个可能永远陌
生的书友，开启了一段书缘。这
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人生幸事
何其多矣，只要你喜欢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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