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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我们居住的
司里街的四合院大门外两侧各安放着一块大
青石，它内侧与大门的台阶相接，外侧离地高
约二尺有余，长约五尺，宽一尺半左右；它方
正规矩，周边的棱角圆润，上表面已被岁月打
磨得十分光滑，而立面细密的剁纹仍清晰可
见。听大人们说，两块石头各有其名，东侧为
上马石，西侧叫下马石，但因人们对“下马”二
字有所忌讳，所以平时统称上马石。上马石两
侧的石墙上还镶嵌有与之配套的“马洞”，马
洞是在整块石料上凿出的、带有石梁的凹洞，
专做拴马之用；也有人称之为“拴马扣”，我奶
奶说它像个牛鼻子，我觉得挺形象。过去，门
前有上马石的人家都是有背景的大户，非官
即商。据说，我们这所院落的原主人便是一
位祖传几代的大盐商。

上马石自古有之,据宋代《营造法式·石
作制度·马台》记载:“造马台之制:高二尺二
寸，长三尺八寸，广二尺二寸。其面方，外余
一尺六寸，下面作两踏。身内或通素，或迭涩
造;随宜雕镌华文。”由此可知，上马石的正名
应为“马台”。而这几处上马石却没有按“规
定”制作为“两踏”，也没有“雕镌华文”，与《营
造法式·石作制度·马台》相比，这样的上马
石应属简易版，这可能与宅院主人的身份是
商人而非官员有关，低调且讲究实用。

上马石，顾名思义是为骑马的人上马方
便而设的。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上面
想象着往日的情景：主人送客到门外，客人
站在台阶前与主人拱手作别；马弁将马牵到
上马石边，客人踩着上马石跨上坐骑，一抖
缰绳，威风而去。这时，我似乎听到了高头大
马“咴儿咴儿”的叫声和马蹄踏在青石路上
清脆而有节奏的“嘚嘚”声，直到这好听的声
音渐渐消失在司里街的尽头。

虽然与我们相邻的几座高台大门前都
有上马石，但我家的那块上马石却与众不
同。因为在它光滑的石面上有一个手指头粗
细、一寸多深的圆圆的浅洞，平时里面总存
着一汪水，我把它看作是上马石的眼睛。经
父亲分析，这只神奇的“眼睛”成因如下：在
上马石的不远处就是那棵遮天蔽日的大槐
树，它有一截枯空的平行枝干正处在上马石
的上方，里面积存的雨雪水经常不断地滴落
在石面上，从而造就了滴水穿石的奇观。原
来这是大自然以固执的韧劲儿为这座宅院
提供的、年代久远的有力佐证。

那时候，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经常聚集
在上马石边玩耍，男孩子在上面弹蛋儿、扇
洋画，靠着它砸毛驴。女孩子则玩拾“子儿”、
反老牛槽等。因此，上马石成了必争之地，谁

先抢占到谁玩儿。男孩子玩的游戏很较劲，
最后常常演变成“全武行”，打架的不管输家
赢家，最后都得滚一身土、蹭一身泥；无论是
挂着泪还是带着笑回家，迎来的往往是爸爸
的鞋底或妈妈的鸡毛掸子。女孩子们玩游戏
要平和得多，她们大多数时间是在上马石的
平面上拾沙袋，也叫拾“子儿”，这个游戏难度
很高：少则四五个、多则十几个核桃大小的花
布缝的沙袋捧在手里，游戏开始第一步，把手
里的沙袋均匀地撒在台面上，每个不能相接
触，然后拾起其中的一个向上高高抛起，这时
要利用沙袋下落的间隙迅速拾起另一个，并
把它移到一边，然后接住下落的沙袋；不断重
复这个组合动作，直至把所有沙袋移动一
遍，然后再移回去，你就赢了一局。如果在移
动过程中触碰到其他沙袋，你就输了。另外，
游戏时还要唱着配合手势的歌谣，因此要
手、眼、口并用，旋律、节奏、动作相互协调，没
有长期的实践训练很难圆满完成。

有时，小伙伴们都回家了，我还舍不得离
去，干脆就躺在上马石上看小人书，看累了，

便仰望天空下大槐树伸出的那些枝枝杈杈，
做着每个少年都曾做过的英雄梦。我幻想着
自己已成为书中威武的将军，身披盔甲、跃马
舞刀，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当然，我用不着上
马石，只有文官才需踩着石头上马。

有时候，奶奶听到小贩的吆喝声，便让
我先跑到街上喊住他们，小贩们把篮子放在
上马石上，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奶奶一步三
摇地走出门外，开始上马石边的讨价还价，
这时的上马石便成了一处“交易平台”。我常
常不满奶奶的苛刻挑剔，希望交易尽快谈
成，因为上马石上放着的吃食早已让我馋涎
欲滴：有时是核桃、大枣、蜜桃、甜杏，有时是
热气腾腾、盖着荷叶的肉包子，酥脆的油炸
馓子或是香喷喷的烧鸡。

有一年，为了防汛加固黄河大坝，司里街
的青石板路面作为石料被撬了起来，但不知
为什么后来没拉走多少，于是街道干部便发
动群众将剩余的石板砸成石子儿，把街道铺
成了柏油路。当时有人要把上马石也砸了，父
亲说，这么大的石材很难得，留下吧。但上马
石还是被推倒移在路边。后来，剩下的石头都
被拉走，据说准备垒砌护城河的河堰，我那长
眼睛的上马石也在其中。柏油路面既平整又
易清扫，人走车行远比石板路舒服顺畅，司里
街也因此成了周边街道改造的样板。

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上马石被砌
在护城河河沿的底层，清清的河水日夜轻抚
着它，几条小鱼儿聚集在那个眼睛似的圆洞
前傻头傻脑地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就像小
时候的我们。几只小虾藏在它身下的缝隙
中，探头探脑地摆动着长长的须。然而，失去
了小伙伴的上马石一点儿也不快活，它的

“眼睛”周围长满了寂寞的青苔。
长眼睛的上马石，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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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
济南二中任教并担任25级7班
班主任时，多次带领学生参加
学工、学农和学军野营拉练等
社会实践活动。那年代在“知识
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的最高指示教导下，师生满怀
革命豪情奔赴工厂等广阔天
地接受再教育。我也带领学生
参与了在济南毛巾厂学工一
个月的实践活动。

那时的济南毛巾厂在后
营坊街有一个生产车间，它在
一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里，从
外面看很不起眼，也难以想出
里面是巨大的生产车间。我带
着50多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学生
来此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和劳动锻炼。

进入大门后，通过一个狭
窄的胡同进入生产车间，屋顶
全覆盖的车间需要常年开电
灯照明，硕大的空间里一排排
纺织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声，每台高大的织布机上面都
吊着几十个缠有彩色棉线的
棒形线梭，上上下下欢快而有
节奏地跳动着。每位身着白色
兜裙的织布女工都要管理几
台织布机，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她们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彩
色线棒有节奏的跳动，并熟练
地穿梭在机台前。我们来了后，
每位工人师傅都要收一两名
女生当“徒弟”。作为班主任老
师，我委托班里的团干部李世
云同学负责二十几名女同学
学工期间的各项组织工作，又
安排副班长王海泉负责管理
男生的考勤、纪律和分工事宜，
在他的安排下身强力壮的男
生进入到维修组跟班劳动。

生产车间正在织毛巾被
和枕巾。工人师傅叮嘱我们，为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毛巾被和
枕巾将漂洋过海出口外国，它
们会作为外援物资，支援“第三
世界”，产品质量要层层把关。
在工人师傅的启发教育下，十
五六岁的中学生从开始的好
奇和神秘，渐渐能独立操作；五
颜六色的线轴在经纬交织下
缓缓地组成秀美的毛巾被。织
枕巾时更为神奇，先从白色的
线条开始，缓缓地呈现出栩栩
如生的花卉，手巧和心细的女
生常常受到师傅的夸奖。织机
要昼夜运转，工人师傅的生产
班组也随之分为白班、夜班轮
岗。我关心学生的人身安全，总
担心十几岁的孩子夜班时体
力不支，打盹犯困，所以一周我
就上五天夜班两天白班，那时
的家庭生活条件差，我和学生
一样，上夜班前从家里带点饭
菜，送到厂里食堂蒸热，夜里一
两点钟轮流吃饭充饥。在这样
的艰苦条件下，我们顺利完成
一个月的学工劳动。

一个月的学工时间结束
时，学生们带着工人师傅的谆
谆嘱托和殷切希望返回校园。
不少学生相约利用周日重返
车间看望带班的师傅。后来得
知，这个班的李世云同学在做
了三年知青回城后，当了国棉
厂的纺纱女工，在生产第一线
入了党。更为巧合的是；退休之
后的一次文友聚会上，我有幸
结识了济南毛巾厂的设计工
程师徐行健先生(徐北文先生
的长子)，得知他还经手设计过
一批出口非洲的毛巾被等产
品。

从边城湘西走出来的现代作家沈从
文，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他的文字也像
湘西的风景一样纯情、唯美，而他的纯情和
唯美，也表现在了用情至深的情书上。

沈从文的书信除了表达对张兆和的爱
意之外，每到一处，还为她描述了当地的风
景和人文，所以，沈从文的书信不但有着唯
美文学价值，还有史料研究价值。这其中就
包括济南。

沈从文一共来过两次济南，第一次是
在1931年，徐志摩乘坐飞机在济南罹难，沈
从文从青岛来济南为徐志摩送别，在济南
只待了一天便连夜返回青岛。初次济南之
行，来去匆匆，除了失去好友的悲伤，没有
留下任何印象。1956年沈从文第二次来到济
南，这次是以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到山东博
物馆参观调研，相比起第一次的脚步匆匆，
这一次就显得从容了。在济南的五天，沈从
文不但游览了三大名胜，还走进老城古街，
深入了解济南的风俗民情。这些内容都在
他给张兆和写的家书中提到，在济南五天
的时间，竟给夫人写下了九封信，一天平均
两封信，事无巨细地向夫人介绍了自己在
济南的经历、见闻及所思所想。

济南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让沈从文充溢
着书写的激情，那么热切地向张兆和推介
着他眼中的济南呢？就让我们跟着沈从文
的家书，沿着家书里提到的地方，重温一下
他笔下的济南！

沈从文刚到济南，就给他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沈从文在家书中写道：“济南给从
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
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
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这就
是彼时沈从文眼中的济南。沈从文不止一
次说到济南的静，“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
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在另一封家书里，

沈从文写道：“济南入夜真静，这时节一切
都似乎已睡眠了。”并表示这样的环境有助
于能思索的人去思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
济南的清静和慢悠悠生活的热爱和喜欢。

沈从文调研的山东省博物馆当时设在
广智院，他和同事刚来到济南，在拜访过文
管处的张先生之后，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
地去了人民公园游玩。随后的几天里，在博
物馆参观之余，便是到处看看。沈从文在看
过趵突泉后，对韩复榘当年的改造并不满
意，韩复榘为了增大趵突泉水量，看上去更
具欣赏性，就人为地改造了喷涌方式，结果
正如沈从文所说：“冒得虽高了些，不免如
自来水管破后情形。”可以想见，那时的趵
突泉喷涌得并不美观。而且“最不调和的是
游览处被压制到极小范围内，全园子有五
百人，即成煮饺子饱和状态，有二百人已显
得十分热闹。”那时的趵突泉公园实在是
小。沈从文着重提到了趵突泉边的一座牌
坊，正面是“洞天福地”，背面是“蓬山不
远”，如今这座牌坊还立在原处，默默地守
护陪伴着趵突泉。

从趵突泉出来，沈从文在趵突泉公园附
近的小馆子吃了中饭——— 二十枚饺子外加
一碗馄饨，就走到了好几条干净的石板路铺
的大小街，感受到了济南的繁华和从容。接
着“又走过一些属于石板路最小的街，两旁
有房子矮矮的，和方盒子差不多，这才是真
正的老街，麻线店针线铺等等全在这里。”按
沈从文家书中的描述，这条热闹繁华的旧街
应是芙蓉街无疑，因为行不多远就是贡院
前街——— 以前科举考试的考场。

穿过人间烟火的芙蓉街，就到了大明
湖。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提起过的黑妞白
妞说书情节，想着“去大明湖找黑妞白妞说
书处拜访一番”。遗憾的是，当时“大明湖只
修庙，不说书”。沈从文去大明湖也不是闲

逛，而是去图书馆拜访宋馆长。图书馆即现
在的奎虚书藏位置，在大明湖渡船边。沈从
文虽是工作，也不忘欣赏一下明湖美景，

“码头边残荷倚斜，风姿楚楚，泊了三十多
只有棚架的小游船，色调灰扑扑的。”描述
的正是初冬景象，给人以很强的画面感。从
大明湖回来时，又在老地方吃了饺子和馄
饨，然后回到住处。

因为头天拜访宋馆长，沈从文没有时
间逛大明湖，所以第二天又专程去了一趟，
为的是看看历下亭和北极阁。在历下亭看
到了何绍基写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的对联和名人石刻像，沈从文还不忘戏谑一
番乾隆爷，到处都有他的题诗。除了这些人
文景观，自然景象也很好，沈从文这样描述
历下亭周围的风景：“亭孤立在湖中，四望荷
蒲接连，亭间树木也很好，星期天闻有几千
人来玩。”沈从文在历下亭走了一转后，又上
船去了北极阁。他以历史文物研究者的专业
眼光看到，大殿中供奉的真武大帝和周围神
将塑像，并不是元代塑像，其实只是明塑，清
上色。而后殿“圣母殿”两旁站立的太监和宫
女塑像，全是明代装束和面相，因此大胆猜
测这里原应是明代什么后妃的祠堂。

沈从文在济南期间，正逢千佛山庙会，
但由于工作的关系，直到临走的最后一天，
才去了千佛山赶庙会。沈从文在家书中写
道，千佛山山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地摊，
有马戏团进行表演，有变戏法的，有卖酒卖
篮子箩筐等日用品的，还有卖成串的柿子
和香气扑鼻的烧鸡……而现在，一年一度
的九九重阳千佛山庙会正在上演，如果你
去庙会现场看一看，竟和沈从文六十年前
所看到的情景并无二致，仿佛跟随着沈从
文逛庙会……

逛过千佛山庙会后，沈从文坐上晚上的
火车离开了济南，去往下一站——— 南京！

【行走泉城】
□李建设 沈从文的济南之行

长眼睛的
上马石

□张机

济南毛巾厂

学工记

【厂子记忆】

□张世亮


	B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