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向平 美编：马晓迪华不注

济南老街即济南的老城区，被护
城河包围起来。由于城市的发展，保留
下来的老房子并不多，仅存的“老济南”
是泉城路以北、西花墙子街和芙蓉街
以东、大明湖路以南、岱宗街和西更道
街以西的片区。这其中有芙蓉街、宽厚
里、曲水亭街等独具特色的游玩胜地，
也有历史上的经贸要道和文人故居。

曲水亭街北起大明湖南门、南接西
更道街，从珍珠泉和王府池子流过来的
泉水汇成河，曲曲折折名曰曲水。曲水亭
街保留着传统的风格：一边是青砖碎瓦
的老屋，一边是绿藻飘摇的清泉，临泉人
家在这里淘米濯衣。河水清澈见底，河中
泉水潺潺。在曲水亭街，“家家泉水，户户
垂柳”才有了完美的注解。而附近不远的
贡院，又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据济南文化
研究专家徐北文教授回忆，一直到解放
以前，亭南河两岸依然书肆林立，有四五
十家书店从事古书和旧书交易。

曲水亭街8号是路大荒先生的故
居。路大荒先生一生致力于蒲松龄文
集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显著。抗
战时期，先生为了不使蒲氏手稿被日
本人占为己有，带它逃离了家乡，最终
在济南的曲水亭街定居。他为院落提
名“曲水书巢”，并在此经数十载辛勤
劳作完成了举世皆惊的《蒲松龄全
集》，将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

如今的曲水亭街，虽不复旧日样
貌，但曾经清幽静谧，墨香飘散的院落，
改造后也布满了质朴嚣噪的生活气息。

不知何时起，芙蓉街成了老城最
热闹的地儿。不管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逛完泉城路，看完大明湖，累了饿了都
直奔这来。脆饼、油旋、小笼包、泰芒、
鱿鱼、臭豆腐，各种各样的小店施展浑
身解数吆喝着，人们漫步在午后狭窄
的巷子里，享受这市井的热闹和轻松。

真正论起来，芙蓉街的历史与当今
差异巨大却鲜有人知。老街北首，是创
建于宋熙宁年间的府学文庙。从那时
起，就有了老街的雏形。作为珍珠泉的
一部分，芙蓉泉、南芙蓉泉、水芸泉、濯
缨泉、腾蛟泉、起风泉等诸多泉子争相
喷涌，人们顺水势在芙蓉泉边修渠，汇
众多泉水北流，入府学文庙泮池，使泮
池成为源头活水。入泮，意味着科第入
台阁，读书到青云。此水因之被称为梯

云溪。后来为了出行方便，人们以石条
覆盖溪水，成了一条街道，并以“芙蓉”
名之。日久，梯云溪消失，芙蓉街却随着
明时德王府和清代山东巡抚院署的设
立与变迁，规模渐广，聚集了文教用品、
古玩字画、小吃服装等店铺作坊，遂成
商家与士子流连之地。

老街另一可观者，为文庙南邻关帝
庙。庙内有康熙五十九年《重立考棚碑
记》石碑，碑文为贡院考试规则。原来，
明洪武年间济南替代青州成为省会，贡
院同时建立，至清代考棚号舍已超过万
间。考规立于此，让芙蓉街在追求信义、
祈求财富的同时，多了一个威慑监督、
公平考试的功能。现尚存秀才们拴马匹
的马市街，张榜公布成绩的榜棚街，与
文庙、关庙共同形成一座士子求进图。

如今的芙蓉街成为济南著名的历
史文化街区，繁华难掩其历史，在喧闹
中独享悠闲。人们各有所好，有追寻历
史遗迹的，有探寻老济南风情的，有寻

觅舌尖上的美食的，而更多人喜爱来此
闲逛，享受浮生半日闲的都市慢生活。

作为古城区西侧唯一的一片古建
筑群，高都司巷有着500多年的历史。
据介绍，高都司巷曾经是一个典型的
商贾官宦生活住宅区，汇聚了清末民
初的一些大民族资本家和金融业、化
工业、毛巾业的代表人物。济南清代的
钱业公会会馆、福德会馆就曾经坐落
在该巷。同时，当年的三和恒、庆泰昌、
协聚泰、大德通、大德恒等银号每天也
都派人来此交流信息、进行交易，堪称
道光年间金融业发展的缩影。

1906年“德礼和洋行”在高都司巷设
“礼和洋行济南分行”。清光绪年间，公励
公学堂在高都司巷开办。辛亥革命后，该
校改为公立，1914年，与私立山左公学、济
南官立中学堂合并，名为山东省立第一
中学。就是现在济南一中的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高都司巷双号
10-26号的黄家大院，即吉泰估衣铺的旧
址，曾是济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商号之
一，经营范围曾到达北京及青岛等城
市。该院以里分为主道，两侧为院落，院
套院，街连院，共包括6个大院落，近300
间房子，不同于北方典型的四合院，是
一处近代风格的里弄，在当时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而26号曾经居住着裕华文
具店老板，他一度将分店开到上海和新
加坡，公私合营时政府给该店的估价竟
达4亿元。

高都司巷的拆除，曾引起巨大争
论。这位繁华与历史的见证者的销声
匿迹，着实令人心痛惋惜。

明府城史话

济南人没有电视之前看什么？看电影呗。
没有电影之前呢？那就看戏，还看搭场子耍的
把戏，说书的、变戏法的、耍猴的、练武卖艺的，
还有一桩和电影差不多的行当，叫洋片。

在街头不妨碍行人的地方立一个一人半
高的箱子，箱子上头是一个玻璃匣子，匣子里
镶着一幅画，大体是洋片表现什么内容，那画
就代表了箱子里洋片的内容，用现代话说就是
一帧电影广告。

洋片不是用放映机放的，是用手拉的，拉
洋片的人站在箱子一侧，吆喝带着唱：“没上过
北京城的，往这里边看，高高的前门楼子，后边
是太和殿。殿里出来一对人，原来是娘娘和太
监……”

人们的兴趣被逗上来了，没见过娘娘呀，
那太监更稀罕，反正咱济南没有。看看！花一毛
钱。

那箱子下面有三个孔，一次可供三个人观
看。交了钱就坐上去，拉洋片的却不开演，为
啥？座位还没坐满呢，他要等个满座。

洋片好拉，唱一回得声嘶力竭地喊半天，
洋片没有音响效果，全凭他在那里唱，唱给一
个人听和唱给三个人听“进项”不一样，济南的
小买卖人不会说“经济效益”，他的理念是“合
算”。拉洋片的合算不合算，就看座位上坐了几
个人。坐上一位客人就开演是不合算的，他就
唱着招徕看客。你听：“那边厢来了一位客官，
孤身只影怎算桃园？缺就缺关张二贤，好风景
英雄满眼，错过了一生嗟叹！”这都哪跟哪呀，
招呼汉朝的刘关张来看大清朝的娘娘太监？听
不出来吗，这是恭维您哪！济南人讲义气，一听
刘关张上座，就甭管谁是哥谁是弟了，立马，有
两位坐上去了。拉洋片的这才正式开唱。

旁边有一位就没看懂。你说不满座你唱着
不合算，刚才刘关张的唱了一通，不比唱片子
短，你就合算了？
说这个话，说明你在济南呆得时间短，全

不懂济南的风情。
济南人好凑热闹，比如在街上贴一张告

示，一个星期没人看。突然有一天，一个人站在
告示前，呼啦来了一群人都围着看告示，连不
识字的都围过来，还问：那上面写的什么？第一
个看告示的人说，没看见嘛，墙逢里蚂蚁在搬
家，这面墙早晚得让蚂蚁掏空。呼啦，人们又都
散了，蚂蚁搬家有什么看头？拉洋片闯荡江湖，
靠了一张能唱的嘴，还靠了一双观察世事的
眼，什么看不明白？刚才坐了一个人，说明看西
洋景的来了，老辈的济南人管书法作品叫

“字”，管绘画叫“画”，管照片叫“相片”，管照片
上拍摄的外域风景叫“西洋景”。西洋景可比告
示吸引人，有了第一个还愁那一群人吗，所以
他唱得合算。

这一天，一位父亲带着一个小孩子上街，
见了拉洋片的，小孩子没见过这玩意儿，闹着
非要看西洋景。父亲有事，安慰孩子说，回来再
看。那个孩子非要看了才跟随父亲去办事。父
亲无奈，交出一毛钱，孩子坐了上去。可是拉洋
片的不拉，他要等另外两个人。那父亲就急了，
催着快拉，他还有事呢。催逼急了，就说，不拉，
你把钱退给我，不看了！拉洋片的不愿意失去
这到手的一毛钱，说了声：好，我来侍候这位小
客官。就唱起来：“望吧里面瞧来，望吧里面看，
不觉来到了前门楼子前……”还没唱出第三
句，脖子就让孩子他爹给扭住了，厉声断喝：你
怎么骂人？拉洋片的抗争说，我哪里骂人了？孩
子爹说，什么王八王八的，你以为我听不出来！
给我滚，别让我再碰见，碰见了先砸了你这西
洋盒子！

都说跑江湖的人受有钱人欺负，其实这位
父亲也不是有钱人。市井中人自有市井的坏习
气，寄生在传统文化中浸染着世风，被世人所
不齿。
随着经济的公有制进程，拉洋片的随着街

头一切说唱演艺形式消失了。直到倡导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新一辈拉洋片的出现在年节的
庙会上，在趵突泉灯会上我见到一位，兀自唱
着：望吧里边看，望吧里边瞧，两只老鼠在摔
跤。只见大老鼠拽住小老鼠的腿，小老鼠抱住
大老鼠的腰。突然那边来了一只猫，伸伸腿，弓
弓腰，从老鼠旁边过去了。

白：人家的猫都捉老鼠，这只猫为什么不
捉呢？

唱：这是一只瞎猫！
开头还是那句找打的“望吧”，当代人大概

听不出这种用谐音骂人的法子，没有人去介
意。看的人也很少。观众对声光电彩的电视节
目都挑剔得紧，谁还在乎洋片？说它是遗产，它
的使命决定它只是一种过时的文化方式。

陶仲杰陶九爷，原系北京人氏，后
居留济南多年，为秋虫大家。

王世襄先生在《秋虫六忆》里曾
提及：

宣武门外西单草场内山西街陶家，昆
仲三人，人称陶七爷、陶八爷、陶九爷，都
以养蛐蛐闻名。尤以七爷陶仲良，相虫、养
虫有独到之处。当年蛐蛐局有两句口头
语：“前秋不斗山、爽、义。后秋不斗叨、力”。

“山”为李桐华，“爽”为赵爽秋，“义”为胡子
贞，“力”为名伶吴彩霞，“叨”即陶仲良。即
这几家的蛐蛐特别厉害，以不斗为是。而
后秋称雄，更体现了养的功夫。

我的堂兄世中，是陶八爷之婿，故
有姻戚之谊。不过我们的交往，完全由
于同有秋虫之癖。

陶家是大养家。山西街离蛐蛐店
很近，常有人送虫来。九爷家住济南，
每年都往北京送山蛐蛐。他们最多养
到十几桌，将近三百头。当我登门求教
时，仲良年事已高，不愿多养，但蛐蛐
房还是占用了三间北屋。

时届晚秋，“叨”字拿出来的蛐蛐
宝光照人，仍如壮年。肚子不空不拖，
恰到好处。爪锋不缺，掌心不翻，按时
过铃，精神旺盛。下到盆中，不必交战，
气势上已压倒了对方，这是精心调理
之功。他的手法，主要利用太阳能，帘
子遮挡，曝日取暖，帘子分粗、中、细三
等，借以控制温度，而夜晚及阴晦之日
则用汤壶。前《忆养》讲到的“搭晒”，就
是他传授的方法。不过其不可及处在
对个别蛐蛐采用不同的调理方法，并
非完全一致。常规中又有变化，此又非
我所能知矣。至于对爪锋及足掌的保
护，他认为和罐底有极大关系。底太粗
会挂断爪锋，太细又因打滑而致翻掌。
因此后秋所用罐，均经严格挑选，一律
用原来旧底而粗细又适度的万里张。
陶家当年藏罐之多也是罕有其匹的。

陶家是京城著名的营造商，孔府的
掌门人孔令贻娶了陶式鋆的三女儿为
续弦夫人，也就是陶九爷的三姐。孔令
贻系孔子的第76代嫡孙，袭衍圣公。大
清覆亡后，民国政府仍封衍圣公。1919
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反对儒
教的呼声很高，但国民政府仍奉孔家正
朔，每年有拨款。是年秋，孔令贻赴京为
岳父送殡，突发背疽，于初冬在北京太
仆寺街衍圣公府病逝，年仅47岁。

孔令贻娶过几房夫人，皆无子。陶
家三姐嫁过去的时候也已经三十多岁
了，未能生养，但所带丫鬟却怀了孔令
贻的孩子，被收为侧室小妾。

孔家是世袭的爵位，孔令贻在给
大总统徐世昌的“遗呈”中说：“倘可生
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或如
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
之人，以重宗祀。”

而此时，王氏怀孕才5个月，此前两
胎生的皆是女孩，此番生男生女难以预
料。如果是女孩，陶家三姐在孔府的地
位就岌岌可危了。陶家三姐是个有心计
的人，为了防止孔令贻离世有可能产生
的乱局，她让刚刚19岁的九弟陶仲杰带
了绍兴师爷急赴曲阜，先去把住财权，
随后讣告才到，以免局面失控。

随后发生了无数的事，不能一一
详述，陶仲杰也真是出了力，相当于代
理了几个月的孔府管家。

还好，数月之后孩子出生，遗腹
子是个男孩，国民政府主持着继承
了孔家大统，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去
了台湾的孔德成。

孔家是大家族，涉及利益的方方面
面很多，不可能让外姓主持家务，三姐
先是借着衍圣公大殡账目不清，驱逐了
自家带来的师爷，此人没脸回京城，不
知什么机缘之下，投了抱犊岗的土匪，
就是后来做下“临城大劫案”的那一支。

陶仲杰奉三姐之命也只能离开孔府，但
却就此留在了山东。孔府毕竟地位非
凡，无论北洋系的张宗昌还是国民政府
后来主政山东的韩复榘，乃至日伪时
期，都对孔府礼遇有加，祭孔之事从未
中断。陶九爷说起来是衍圣公孔德成的
舅舅，山东地方官员可能多少都要卖个
面子。陶家毕竟是营造商，陶九爷可能
就此开辟了陶家在山东的业务，参与了
济南很多的建筑项目。济南红卍字会总
会项目就是他参与建设的，位于上新
街，绵延大半条街，气势宏大。此项目自
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施工，直至日本人
投降才完工，工期延宕十数年。此建筑
今日尚在，就是山东剧院后身的那座建
筑，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曾经做
过山东省博物馆，建筑规制逾于王府，
一砖一石皆十分讲究。据说这个项目，
营造商赔了不少钱进去，但是可以看到
工程一丝不苟。

可能和这个工程有关，陶九爷在
济南生活了很多年，也和济南虫友多
有交往。柏良先生在《秋战韬略》“前贤
论将”中记录了陶九爷民国时期的一
条名虫“重紫一线”，系刘冠三先生斗
虫之余常谈论的名将：

重紫一线 8厘3 陶仲杰(人称
九爷)获于长清八里庙。

此虫头形高凸，色如紫葡萄，斗丝
隐形，金眉线横显，紫绒项浓布砂毛，
紫金翅，紫腿腊肉，亮红牙弯尖。因捕
捉时损一右尾，亦称紫单叉。斗时文
口，铺身亮齿，合牙口霸，敌虫无不惊
跳。后陶先生携虫进京，胜数员京城名
将，封“龙威大将军”。

王世襄先生曾向我打听过陶九爷
后来的情况，我也曾询之多人，但皆不
知老先生晚年境况。陶仲杰当出生于
1900年，“文革”时期他恰为六十余岁，
以他的出身，估计晚景不会太好。

【齐鲁斗蟋旧事㈣】
□白峰 陶九爷

春光作伴
老城游

□孙葆元

拉洋片

【泉城忆旧】

□王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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