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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我的故乡在山东郯城县，是山东的南大
门，出了门就是江苏，算是南方了。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近二十年来，故
乡无数次被我写进文章里，但我无法知道，
自己究竟是否真的了解故乡。网上有句流行
语，叫“愿你归来时，仍是少年”，在我第一次
有了强烈想要回到故乡的愿望后，却已经不
折不扣进入了中年。这个暑假，我终于有机会
与故乡亲近了几日。

在一个接近傍晚的时刻，我来到了倾盖
亭，这是一个新建不久的亭子，传说孔子游历
列国经于此，路遇诸子百家中的程子，两人倾
盖交谈。程子是春秋时期邢台市内丘人，至于
他如何会到了山东郯城，与孔子为何会巧遇，
不得而知。但倾盖交谈的画面却是可以想象
的，所谓倾盖，即两个人的轿舆相互倾斜，轿顶
衔接在一起挡住骄阳。孔子与程子“语终日”，
也就是说，谈到了差不多日落时分，他们谈论
的内容是什么，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好像那
个时候的人们也重形式轻内容，两位圣人能够
惺惺相惜，就足够构成一段佳话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错以为与孔子交谈的人
是郯子。要知道郯子是郯国的国君，按照现在
的接待规格标准要求，郯子与孔子倾盖相谈，
更符合人们的期待。据记载，郯子治郯时讲道
德、施仁义，郯地文化繁荣。鲁昭公十七年，郯
子前往鲁国朝拜，昭公设宴款待，席间有人问
起远古帝王少昊氏以鸟为官员命名之事，郯子
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十分详尽的解答，当时孔子
在鲁国当一个小官，年龄二十七岁，尚未名满
天下，随后专门赴郯请教郯子，于是便有了韩
愈《师说》中所记的“孔子师郯子”。

我家乡人熟知这个典故，但似乎并不为
此骄傲，郯子固然有英名，但最伟大的人仍
然是孔子，不能因为孔子曾求教于郯子，便
觉得郯子比孔子了不起。山东人的自谦，也
不允许掺杂自傲的成分。所以，很少有人拿
这个典故说事。

若论郯城最具历史感的地方，比“孔子师
郯子”更重要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著名的齐
魏马陵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就在这里。马陵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341年，这场战争是一场同门师
弟之间的残杀，同拜于鬼谷子门下的庞涓，曾
因嫉妒师兄孙膑的才华，设计刮去了孙膑的膝
盖骨，害得师兄只能依靠担架行走，但在马陵
之战中，孙膑大仇得报，利用马陵山的险峻地
形，引诱庞涓部队深入，一举歼灭，据说这场战
役共有十万士兵参与，堪称史诗之战。
重走马陵之战古战场，正值入伏第一天，

马陵山谷暑气蒸腾，植物气息四溢，因为周边
环境保护得好，仿佛置身于两千多年前的古战
场，树是古时的树，风是古时的风，蝉鸣是古时
的蝉鸣，草丛见飞起的蝴蝶，像是刚从战士的
铠甲上离开，十万人的呐喊砸在石头上又销声
匿迹，二十多岁的士兵死在他们最好的年纪。

比马陵之战更惨烈的历史事件，是著名
的郯城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发生于康熙年
间，1668年7月25日晚，震级高达8 .5级，是中国
大陆东部板块内部发生的最强烈的一次地
震，破坏性约为唐山大地震的11倍。我上小学
的时候听语文老师讲过这次地震，他说地震
之前郯城的首席行政长官前往京城汇报工
作，回郯路上知晓了地震信息，等到他赶回
郯城时，整个县城竟然无一人生存。这个故
事在我童年时留下深深的阴影，长久以来，
每每想到那位县长大人，就会浮现他四肢着
地、痛哭流涕的场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地
震是诅咒，是毁灭，是世界末日，它所留下的
阴影，需要千百年的时间慢慢驱逐。
因为有马陵之战和那场大地震，故乡的文

化形象，一直是一座苦难之城。想到故乡，脑海
里交织浮现的是它的深厚文化底蕴、悲壮的战
争史诗以及大自然赋予的深刻伤痕。许多人形
容家乡，爱用“神奇的土地”这个略显俗套的说
法，但我的故乡的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
土地纵然曾满目疮痍，却能够神奇地抚平创
伤，再次以肥沃的土地和唯美的自然与人文景
观，滋养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在故乡，最神奇莫过于那棵老神树。老神
树是家乡30万亩银杏林、2万多株古树中的祖
先，它的树龄超过300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

（没有之一）。我在盛夏拜谒它，它枝叶繁茂，生
命活力如壮年。老神树方圆几十米，没有任何
树木植物，它孤独又雄伟，如一头不容别人接
近的雄狮。它的根系据说盘踞地下数十亩地，
有的直接通往不远处的河底汲水。它比别的银
杏早一个月泛绿，迟一个月落叶，而且一旦落
叶的时候，肯定会在四个小时内全部落净。每
年落叶时刻，金黄的银杏叶翩翩飞舞，游人如
织，其情其景，无比震撼。在用手抚摸它粗糙但
却充满肌理感的皮肤时，有那么一个瞬间，真
的仿佛感觉到了它的呼吸与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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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去大窑沟买菜
也爱在厚德福请客

来青岛后，梁实秋把家安在离
学校咫尺之遥的鱼山路七号，与妻
儿生活在这里，直到1934年离开。居
家过日子离不开油盐酱醋菜，贤惠
的妻子程季淑照顾年幼的孩子，梁
实秋不免偶尔也承担起买菜的任
务，时间长了，本来对饮食颇有研
究的梁实秋也有了自己的观察与
总结。

青岛的海鲜齐备，蚶、蛤、虾、
蟹、牡蛎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
梁实秋有一次“在大雅沟（即大窑
沟）的菜市场以六元得鲥鱼一尾，
长二尺半有奇，小口细鳞，似才出
水不久，归而斩成几段，阖家饱食
数餐，其味之腴美，从未曾有。”据
专家考证，梁实秋吃的其实是形体
似鲥鱼的鳓鱼，即“白鳞鱼”。

梁实秋认为青岛的“菜蔬隽品
亦多”。“青岛的蒲菜好像特别粗
壮，以做羹汤最为爽口”；“潍县的
大葱，粗壮如甘蔗，细嫩多汁”；“白
菜各地都有，种类不一，以山东白
菜为佳”，“青岛一带的白菜远销上
海，短粗肥壮质地细嫩”。梁实秋认
定的青岛白菜，应该是胶州白菜，
称之“胶白”，闻名远近。

顺兴楼和厚福德是青岛当时
有名的饭店。梁实秋和朋友们最喜
欢光顾，常常是“三日一小饮，五日
一大宴”。顺兴楼饭庄设在青岛北
京路上，是当时的“四大名楼”之
首，属于鲁菜中的烟台派。

梁实秋厚爱厚德福是有历史
渊源的。原来他父亲梁咸熙与厚德
福的掌柜陈莲堂有深交，他自小跟
父亲进出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的
厚德福饭庄，并在那里迷上了烹饪
之道。梁实秋来青岛后向陈莲堂说
起青岛市面不错，于是陈莲堂才派
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
西臣到青岛开的分号，店址在河南
路上，据说梁实秋还是股东之一。
厚德福拿手菜包括清炒或黄焖鳝
鱼、瓦块鱼、琵琶燕菜、铁锅蛋、核
桃腰、红烧猴头。梁实秋在青岛居
住时，对于厚德福在青岛的分号有
偏爱也在情理中，曾多次与朋友在
这里聚饮，胡适来青岛时，就在这
里设宴请他。

高朋满座
常请闻一多吃饺子

梁实秋说：“青岛四年之中，我
们的家庭是很快乐的。”他的妻子
为他主持家务，招待客人，大学多
客籍教师，带家属的不多，他家中
座上客常满，不但教师，有些学生
也在他家同餐。常来的教师有傅肖
鸿、赵少侯、唐郁南，学生常来的有
丁金相、张淑齐、蔡文显、韩朋等
等。“张罗茶饭，招待客人是季淑的
事。”

有时，梁实秋还会请人吃饺

子。臧克家晚年在《致梁实秋先生》
一文中说，在青岛的时候，有一次
他到闻一多的办公室去，闻先生不
在，桌子上有一张梁实秋写的纸
条：“一多，下课后到我家吃水饺。”
臧克家说：“看了这张纸条，我很感
动，我十分羡慕！心想，这是最美、
最快意的人生佳境了。”

梁实秋和闻一多是老朋友了。
二人自清华相识，结下的友谊，经过
美国柯泉生活的磨砺，又在青岛演
绎出策杖而行的佳话，成为至死不
渝的朋友。1931年秋闻一多送家眷回
乡后，自己住进学校的第八校舍（今
一多楼），与黄际遇同住。黄际遇时
任理学院院长，是潮州人，讲究饮
食，尤喜潮州菜，所以这一处单身宿
舍是梁实秋经常去的地方。梁实秋
回忆：“潮、汕一带的人没有不讲究
喝茶的，我们享用的起码是‘大红
袍’、‘水仙’之类。任初先生也很考究
吃，从潮州带来厨役一名专理他的
膳食。有一天他邀我和一多在他室
内便餐，一道一道的海味都鲜美异
常，其中有一碗白水氽虾，十来只明
虾去头去壳留尾，滚水中一烫，经适
当的火候出锅上桌，肉是白的尾是
红的蘸酱油食之，脆嫩无比。”

民国时期的教授，对于饮食多
讲究，不管是否带有家眷，厨师是必
需的。闻一多、黄际遇和梁实秋都有
自己的厨师。梁实秋聘请的厨师姓
张，他在晚年所著的散文《忆青岛》
中，专门为他“立传”：“我家里请了
一位厨司老张，他是一位异人。他的
手艺不错，蒸馒头，烧牛尾，都很擅
长。每晚膳事完毕，沐浴更衣外出，
夜深始返。我看他面色苍白消瘦，疑
其吸毒涉赌。我每日给他菜钱二元，
有时候他只飨我以白菜豆腐之类，
勉强可以果腹而已。我问他何以至
此，他惨笑不答。过几天忽然大鱼大
肉罗列满桌，俨若筵席，我又问其所
以，他仍微笑不语。我懂了，一定是
昨晚赌场大赢。”

吃得惯西餐
更爱吃烤肉

青岛属全国最早有西餐馆的城
市之一。中山路上有一家德国人
佛劳塞尔开的西餐馆，除了咖啡
和西点，佛劳塞尔还提供纯正的
德国啤酒和牛排，梁实秋时常光
顾。对于这家餐馆的牛排，梁实秋
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忆青岛》
一文写道：“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
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
是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
排，煎得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
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
嫩的荷包蛋，外加几份炸番薯。这
样的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
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
饮酒切肉之豪兴。”

梁实秋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
《吃相》，在对古今中外作了一番对
比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餐桌的礼
仪要重视，不要太重视。”他以在青
岛见到的一幕为例：“我在青岛寓所
的后山坡上看见一群石匠在凿山造
房，晌午歇工，有人送饭，打开笼屉
热气腾腾，里面是半尺来长的酦面
蒸饺，工人蜂拥而上，每人拍拍手掌
便抓起饺子来咬。又有人挑来一桶
开水，上面漂着一个瓢，一个个红光
满面围着桶舀水吃。这时候又有挑
着大葱的小贩赶来兜售那像甘蔗一
般粗细的大葱，登时又人手一截，像
是饭后进水果一般。”这个场景让梁
实秋久久不能忘，他认为吃相是相
对的，对于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心
里坦荡荡的，饿来吃饭，取其充腹”
的人，不必管什么吃相。

梁实秋除了和朋友外出聚饮
外，更多的是在家里吃。梁实秋爱
吃羊肉，每到秋风起时，他们全家
总是要吃上几次铛爆羊肉，院子里
用一红泥炉升起熊熊的炭火，有时
也用柴，噼噼啪啪地响，铛上肉香
四溢，极为别致。

梁实秋在青岛住了几年，“想
起北平烤羊肉馋涎欲滴”。就在这
时，青岛的厚德福饭庄从北京运来
了一大批冻羊肉片，梁实秋灵机一
动，托人在北平定制了一具烤肉支
子。“支子有一定的规格尺度，不是
外行人可以随便制造的。”支子运
来之后，梁实秋大宴宾客，每次大
宴宾客时，就“命儿辈到寓所后山
拾松塔盈筐，敷在炭上，松香浓郁。
梁实秋离开青岛时，把支子送给了
同事、法语教授赵少侯了。

本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搬家车队，标志着青岛校区整建制搬迁进入安置阶
段。从1958年山东大学挥别青岛至今，历经近一个甲子的等待，山大与青岛再续前缘。

山大青岛校区从奠基到整建制迁入，用了5年。从1930年到1934年任教国立山东大学，对青岛感情
极深的梁实秋也恰恰在青岛度过了5年时光。梁实秋把青岛比喻为“君子国”。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发
生学潮，杨振声、闻一多离开学校后，梁实秋依然选择留下，直到1934年在其父和胡适的多次催促之
下，才赴北大任教。通过本文作者展示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具体详尽的青岛美食地图，我们将了解梁实
秋及他的好友闻一多、黄际遇等知名教授在山大教学以外的日常所居、所吃、所想，体味山大教授的美
食五味，领略文人之间的友情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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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任职国立山大：

梁实秋的青岛美食地图

▲梁实秋与程季淑 原位于北京路的“顺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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