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济南看泉，除了能看到秀美的泉水
外，还能看到斑斓的锦鲤，这让许多外地游
客颇感意外。知道济南泉水好，奔着泉水来，
不承想泉水中的锦鲤也如此美妙，实属额外
的收获。

泉水里养鱼，是济南自古就有的习俗。
在过去，“家家泉水”的老济南，不管是

大户人家，还是柴门小院，都会在自家的水
缸里、泉池里——— 家中有泉池，该是多么富
有的人家，要么养上七八条寸长的金鱼，要
么养上三五条尺长的鲤鱼，不计较它的大
小，不在乎它的多少，图的是富贵有余的寓
意和祥兆。

济南泉水里养的鱼，最出名的是醴泉中
养的那条大鲤鱼。传说那条鱼，鱼身三尺多
长，鱼腰碗口粗，有一百多岁。鱼鳃上挂着一
个铁环，是养鱼人做的标记。醴泉原本是江
家池子街斜对面，一条由无数个涌泉汇流而
成的小河中的几处泉眼。后来，人们把这条

“泉水河”棚盖，在泉眼较为密集的河段，深
挖泉眼、垒石建池，为其起名“醴泉”。醴泉居
酱园建店时，把“醴泉”圈进了院内，在上方
搭了个罩棚，并以“醴泉”为店名，用泉中的
大鱼做商标，印在了产品包装上。当年醴泉
居酱园人来人往，熙攘的人群中除了买酱菜
的顾客，就是前来赏鱼的市民。醴泉中的鲤
鱼，为酱园做了广告，带来了火旺的人气和
财气。

除了醴泉养的大鲤鱼外，就是省府大院
珍珠泉里的鱼有名了。省府大院是山东省最
高官署所在地，又是督办大员的官邸，那京
城官员、钦差大臣来巡访山东，都会光顾或
者住在这里。珍珠泉深藏在省府大院内，来
自京城的官员，公务闲暇时，就由地方官陪
着，看珍珠泉“跳珠溅雪碧玲珑”的盛景，看
泉中那追逐穿梭、首尾相接的游鱼。若是大
员们兴致好，诗兴浓，还会命人铺纸研墨，题
诗留字。当年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济南，
山东地方大员韩复榘和二夫人纪甘青在省
府珍珠泉大院，热忱款待，并陪着蒋介石夫
妇赏泉观鱼。后来，毛泽东视察山东济南时，
也曾由地方官员陪着，凭栏珍珠泉，看鱼戏
泉水。可惜这两位人物，没有乾隆爷那每到
一处必题诗留字的习惯，不然的话，珍珠泉
畔会留下几处旅游景观，济南文史上又会多
出几段佳话。

我生晚矣，待我赏醴泉时，泉中的那条
鲤鱼早已不知去向，而去珍珠泉观鱼时，泉
中的鱼亦非当年之鱼了。

不曾看到醴泉中的百年鲤鱼，也没看过
当年珍珠泉的鱼，可我幼时看过趵突泉的红
鲤鱼。

记得那时趵突泉泉水丰沛，三股水喷得
很高，满满当当的泉水，溢满泉池，沿着泉渠
轻缓流淌。就在这清澈瓦蓝的泉池泉渠中，
红艳艳的鲤鱼，三五成群，鳞鳍相接，穿梭而
行。火红耀目的鲤鱼，游动在清洁澄深的泉
水里，似一束束彩带轻飞曼舞，又像一道道
彩虹灵光闪动，赏心悦目，情趣横生。

记不得从何时起，趵突泉里已不再是单
一的红鲤鱼了，换之而成的是锦鲤。并且，不
只是趵突泉里有，五龙潭、黑虎泉、珍珠泉里
也有，就连那泉水聚成的百花洲、大明湖，也
是锦鲤成群。而那锦鲤品种之多，数量之巨，
多得看不过来，数不清。泉中的乌鲤、墨衣
锦，墨黑浓重，像山水画上点染的浓浓墨彩，
像行走在清夜里的黑衣侠客；那红白锦、四
段红、丹顶三色，红如樱桃、胭脂，白如瑞雪、
羊脂；腹面红、赤三色、绯写锦，如妖娆娇艳、
靓装粲丽的美妇；而那黄金鲤、金银鳞，更是
金闪闪，银亮亮，披金戴银，雍容华贵——— 各
色各样的锦鲤，既有大自然的天成，又有人
工的巧妙培育，让人感叹世界万物的神奇。

有人说锦鲤是水中流动的宝石，这个比
喻妙趣、恰当。你看那清澈透亮的泉水里，红
艳、金黄、乌黑、雪白的锦鲤，与那闪光耀眼
的宝石有何异？泉水与锦鲤，是光与亮、色与
彩的完美组合，是大自然色彩、光影的美妙
搭配。

如果说济南的泉水是一方洁白、清亮的
锦缎，那姹紫嫣红的锦鲤就是绣在上面的锦
画。相信那些看过此等景致的人，都会为之
赞叹和喜悦。这一点，不用去问，从游人惊喜
的眼神，孩童的依依不舍，可以看出来，寻得
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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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和锦鲤

【城记】

>> 两个“祥”字一台戏

此时的瑞蚨祥，也在极力
维护自己在济南“一城独大”
的地位。

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
济南的绸布业突然兴旺发达
起来，一些布店，诸如隆义和、

隆源永、永隆公等纷纷开业。
不过，虽说店铺开得多，但是
它们的资本都不算雄厚，也都
无力从产地购货，只能从本市
的批发庄进货。

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
位，瑞蚨祥极力排挤这些中小
布店。瑞蚨祥用各种手段，比
如压低成本，紧缩利润，将大
部分布店挤垮。到20世纪30年
代，瑞蚨祥在济南的对手，只
剩下隆祥一家了。

二者真正的交手，是在隆
祥布店西号设立之后。当时隆

祥这家店设在了经二纬五路
南，而瑞蚨祥的总店则在经二
纬四，两店只有一条马路之
隔，门面相对。为了将瑞蚨祥
比下去，隆祥布店西号建得十
分讲究，采用前店后院的模
式。坐南面北，北沿经二路为
营业厅，南为一个两层的三合
楼，院内有两部楼梯。院的西
面底层设门洞与西邻的街巷
相通，是货物的入口。营业厅
两层，临街局部为三层，正中
为通高的共享中厅，环以柱
廊。日光自顶部射入，光线充
足。周围皆为营业区域，铺以
进口花缸砖。东脸(北立面)为
五开间，中间的三开间向南凹
进去约3米，通长的仿欧式薄壁
柱，直抵檐下，尤其是连接东
西两端的木制挂落，雕工精

细，京味十足。东、西各一开间，
造型简洁，以栏杆式的女儿墙
作为檐口，形成了临街门脸简
与繁、实与虚的对比。隆祥布
店西记保存完整，是济南市经
二路上仅次于瑞蚨祥的商业
建筑，也是济南京帮建筑的另
一代表。

1930年，双方战斗打响了。
这年秋天，隆祥和瑞蚨祥都从
日本进口了不少的外路货，叫
做“七美”牌哔叽。这种布物美
价廉，为中下层人士所喜爱。
为了争夺客源，隆祥和瑞蚨祥
大打价格战，从每尺2角2分，一
直降到了1角6分8厘，这价格已
经完全是亏本经营。为了打击
对方，双方甚至还派出人员去
对方店里套购，竞争十分激
烈。

>> 隆祥布店的衰败

到了1936年，也就是隆祥
和瑞蚨祥竞争的第六个年头，
两家经理觉得再也不能这么
斗下去了，这对双方都没有什
么好处，于是两家握手言和，
并建立起了攻守同盟，统一定
价，一致对外，这种合作关系
一直持续到解放后。

也就在这个时候，隆祥布
店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与瑞
蚨祥之间争斗的六年，耗费了
隆祥太多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以致元气大伤，再难恢复。

1937年，日军占领济南，规
定隆祥布店只准出售货物，不
准买进货物，虚盈实亏，损失
惨重，日伪和一部分汉奸走狗
敲诈勒索，让隆祥布店的经营

举步维艰。
抗战全面爆发后，店员的

生活受到影响，偷盗之风横
行，货物经常不翼而飞。而店
主则觉得处在非常时期，对店
员们的行为异常宽容，一般的
小偷小摸均隐忍不发，助长了
一些老店员的偷盗之风，大家
群起效尤，店铺资产损失很
大。

经营状况的下降，也使得
一部分店员的公德心、职业道
德开始丧失。1935年，隆祥布店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曾经在
店中设立了金柜，以黄金500两
自制各种首饰出售，由董姓、
韩姓两名店员经营。1945年日
本投降之前，董姓店员病故，

韩姓店员趁机大挖隆祥布店
的墙脚，私自将店铺金柜中
百两黄金的原料偷出另作他
用，给隆祥造成了巨大的损
失。

说来有趣，公私合营之
后，两家“祥”字号互换了人间。
院西大街的瑞蚨祥，并入了西
门里大街的隆祥，而经二路上
的隆祥西记则是并入到了瑞
蚨祥。后来，西门里大街的隆
祥被拆除，永远消失在济南的
历史中。隆祥西记则作为委托
商行，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济
南市土产杂品公司的营业部，
现在成了一家宾馆。

斗了一辈子，隆祥的招牌
还是被死对头保存了下来。

>> 隆祥布店的发家史

提起济南“祥”字号的商
店，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就
是被称为沃尔玛老师的瑞蚨
祥。瑞蚨祥的经营业绩很厉
害，除济南总店之外，还在北
京、天津、烟台等大中城市开
设了分店，店中经营的产品也
成了京城上层人士眼中的流
行品。但这并不说明瑞蚨祥就
是无敌的，在济南，它就有一
个劲敌，这家商铺是同样出自
章丘孟家的隆祥布店。

隆祥布店虽然也是出自
章丘旧军孟家，但是与孟洛川
一族并没有多大关系。按照孟
家族谱，隆祥的创始人叫做孟
兴泰，清朝乾隆年间人氏。他
有两个儿子，长子孟毓溪，他
这一支的堂号是进修堂；次子
孟毓湄，他这支的堂号叫慎余
堂。孟兴泰死后，隆祥布店就

是由两个堂号共同经营。
自乾隆年间开店，至道光

元年(1821年)，隆祥的生意一
直做得不温不火。但是到了鸦
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打
开国门，洋布大量倾销国内市
场，隆祥经营的土布受到巨大
冲击。利润的下滑，经营理念
的分歧，让进修堂与慎余堂之
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一度告
到了衙门，最终慎余堂退出管
理层，隆祥由进修堂独自支
撑。可是进修堂独自管理，也
没有让隆祥的经营业绩有所
好转，无奈之下，进修堂的资
方将隆祥布店的一切店务都
交给谦祥益总经理代管。

谦祥益是进修堂投资的
另一个店铺，是当时著名的

“八大祥”之一。建于清朝道光
年间，以经营丝绸布匹为主，

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青
岛等大城市都有分号，仅在汉
口就有三家商号，房屋五百多
间，门面之华丽、生意之兴隆、
资金之雄厚，比济南的瑞蚨祥
还要阔三分。

隆祥布店交给谦祥益这
样的“土豪”托管之后，顿时精
神了起来。管理方重新审视了
布店的经营业绩，发现在大本
营济南，由于店面古老、设备
陈旧，旺季的销量每日才300
元，淡季只有100元，远远落后
于同城的瑞蚨祥。于是谦祥益
开始向隆祥布店大量注入资
金，上了一大批绸缎、顾绣、呢
绒、棉衣、皮货、新衣，并于1917
年在高都司巷盘下了隆祥布
店东号，发誓要打破瑞蚨祥一
统济南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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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济南最富
盛名的老字号，瑞蚨
祥的辉煌可谓人尽
皆知。其实，相较于
瑞蚨祥的历史，我更
加对它的股东，也就
是章丘旧军孟家感
兴趣。熟悉济南商埠
历史的朋友告诉我，
旧军孟家靠“祥”字
号打遍了半个中国，
其中在济南最有名
的便是瑞蚨祥和隆
祥，相对于瑞蚨祥，
同样位于商埠区经
二路的隆祥布店的
历史，较为陌生，今
天我就为大家介绍
一下这个瑞蚨祥在
济南最大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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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隆祥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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