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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岭是千佛山南边的一个山
岭。景观的命名要的就是七分形象，三
分想象。为何叫金鸡岭？八里洼当地人
有两种说法：一说，若站在佛慧山或千
佛山顶观看这座山体，很像一只头朝
南、尾朝北卧着的金鸡；二说这座山梁
上有高低不等五个山头，很像鸡冠。

整治后的金鸡岭公园修建了两横
六纵上下山游览道路和几处园林景
观，现已成为千佛山公园又一处娱乐、
健身、休闲的城市山林野趣风景区了。

我们从金鸡岭西南门沿着山路攀
登，两旁都是茂密的柏树和灌木丛，遮
天避日，久居闹市的我们顿时有种进
了森林的感觉——— 看的是无名草木，
听的是鸟儿吵闹，喜的是青山隐隐，爱
的是松柏涛涛……

正走得有些气喘吁吁时，到了一
处山崖边。此处岩石突出，景致幽雅，
让人豁然开朗。上面有一块巨石上刻
有“仰观俯察”四个大字。我们停下来

“仰观”，陡峭的山崖给人以高耸威严
的感觉；“俯察”，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葱
葱松柏，山下是弯成月牙形的环路和
山东财经大学红顶白墙的教学楼。此
时仿佛身在空中悬，人在画中游。

前行不久来到舜龙崖，这是金鸡
岭的亮点，是书法和石刻爱好者大显
身手的地方，有许多石刻绘画、题字，
韵味十足，很见功夫，给金鸡岭自然美
景平添了人文风采和文化韵味！令人
瞩目的是石崖上有两个巨大石刻：一
龙一鸡，栩栩如生，煞是好看。尤其那
只鸡，气宇轩昂，活灵活现，这是对金
鸡岭的最好诠释啊！

顺着山路来到“展秋亭”，站在此
处展望金鸡岭，她那秀丽面容一览无
余：层层叠叠的松柏给金鸡岭披上了
绿色的盛装，远处是忧郁沉稳的墨绿、
近处是柔美明快的淡绿，再加上几点
调皮连翘黄花的点缀，蓝天白云的映
衬，构成了色彩宜人、清新悦目的天然
画卷。我由衷佩服“展秋亭”选址的绝
佳和命名的画龙点睛！

由此登上“望佛台”，千佛山的“赏
菊阁”一目了然。由望佛台顺着山梁向
南走去，看着草木争先冒芽，闻着野草
的清香，晒着温暖的艳阳，沐沐和熙的
风，全身心感到无比舒坦和惬意，真是
闲游金鸡岭，心旷人轻松啊！此时吟诵
清人朱照《重阳节同人挚酒历山登高》
诗：“闲招三两友，把酒醉南山。静喜高
松下，香偎野菊间……”真是美妙的享
受啊！

沿山梁走到最南端，原来这是山
寨旧址，现建了金鸡报晓长廊，供游人
休息观景。这里是金鸡岭最高点，向四
周望去，济南南郊如画的美景尽收眼
底：北眺千佛山及市区的高楼大厦；东
仰佛慧山和阳光舜城；西望七里山、英
雄山；南临历阳湖及银丰山庄、伟东新
都。这次游览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金鸡岭属纯自然风景，就像纯朴的山
村少女，现在修筑了道路并建了几处
景点，就如同在少女的头上系了头绳、
插了几朵小花那样，使她显得更妩媚
动人，更具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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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米粉是一种地方特色小
吃，它和现在随处可见的大米米
粉或米线不同，所用原料是北方
的小米。人们都认为，大米米粉属
南方食品。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
它已出现在山东百姓的餐桌上。
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齐民要术》
之《饼法》载：“《食次》曰：‘粲：一名

“乱积”。用秫稻米，绢罗之。蜜和
水，水蜜中半，以和米屑。厚薄令竹
杓中下——— 先试，更与水蜜。作竹
杓，容一升许，其下节，概作孔。竹
杓中下沥五升铛里，膏脂煮之。熟，
三分之一铛，中也。”“秫稻米”即糯
米，“粲”或“乱积”，即是大米做成
的米粉。让人纳闷的是这里没有
说到小米米粉，而山东恰恰盛产
小米。《齐民要术》云：“谷，稷也，名
粟。”粟就是小米。明代崇祯《历城
县志》曰：“谷，历(城)人以谷成为大
有，其名有百余种。”章丘龙山小米
最为有名，籽大粒圆，色泽金黄，性
黏味香，营养丰富，种植历史有一
千五六百年，品种以“东路阴天旱”
为主，清代成为全国四大贡米之
一。

济南米粉源于何时，似不可
考。已列济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的“孝里米粉”，传说滥觞于
东汉。而长清孝里镇的王氏小米
米粉已传九代，实际经营逾200年，
大约可溯至清朝乾隆年间。济南
米粉最早见记载于清代光绪八年
(1888)孙点所著《历下志游》：“用小
米粉作细条，夏以芝麻酱作汤，加
醋蒜伴食；冬用清汤，加胡椒芫荽
者，谓之米粉。此市间所通行者。”

米粉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
简单说来，就是先将小米用温水
浸泡几十个小时，然后加水磨成

稀糊，再将稀糊装入布袋，挤干水
分，做成圆团，接着用漏床压成细
条，煮熟备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西巷
南首拐角处有一家米粉铺，我路
过时总要看一下调制米粉的过
程。那个满脸皱纹的饭铺老板，将
米粉挑入一个直把竹笊篱内，伸
进滚水锅中将米粉烫熟，然后倒
在碗里。若将紫菜、虾皮、青蒜末等
撒在上面，浇入高汤，即成高汤米
粉。若将芝麻酱用凉开水调稀，放
入适当的精盐和醋，浇在米粉上，
再撒上咸香椿芽末、咸胡萝卜末、
黄瓜丝，即成麻汁米粉。在高汤米
粉内放上酱肘子肉片，即是肘子
米粉。最廉价的当数普通米粉，只
放高汤和盐，其他啥也没有。旧时，
济南有米粉加工作坊，产品专供
米粉铺。解放后，济南饮食公司曾
在东流水街设有一家米粉加工
厂。

过去，济南米粉铺较多，在馆
驿街、魏家庄一带就有七八家，其
中较有名的有馆驿街的裕合居、
仁义号、顺兴斋，魏家庄的如意斋、
小亚园，城里院西大街的双诚斋、
后宰门街和普利街的赵家米粉铺
等，最为著名的是大观园商场内
的张贯勇米粉铺。经营米粉的店
家均是明堂亮灶，门口挂有“高汤
米粉”的幌子，门里支着炉灶，上面
一口大锅，滚开着肘子汤。这些店
铺大都兼营自家制作的油旋、烧
饼和小菜等，经济实惠，别有风味。
也有一些走街串巷的摊贩，挑着
米粉担子，遇有主顾，便放下担子，
现场制作以飨客。解放后，经营米
粉的店家逐渐减少，到上世纪六
十年代末已不见踪影。改革开放
以来，陆续有几家米粉铺重新开
业。记得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路
过馆驿街，在街中段路南见到一
家新开张的赵家米粉铺，进去要
了一碗肘子米粉，小米的清香伴
着肘子的肉香，汤也极有滋味。一
问方知，经营者乃街上原仁义号
米粉铺的后人。

喝米粉固然过瘾，但是不充
饥，总要吃点干的才好。烧饼当然
可以，但最美的还是搭配油旋。我
在县西巷南首的小铺吃饭，就是
边喝米粉边吃油旋，米粉松散爽
口，油旋酥脆鲜香，简直是绝配。济
南的油旋制作名家苏将林说：“油
旋应趁热吃，刚出炉的油旋最好
吃，早些时候，老济南人吃油旋时
喜欢喝碗米粉或高汤馄饨”。油旋
是一种葱油小饼，色泽焦黄，中间
有凹，层层叠叠，片片如旋，细数竟
有几十层。

油旋本是江苏的一种面食。
清代朱彝尊《食宪鸿秘》记载了“晋
府千层油旋烙饼”的制作方法：“白

面一斤，白糖二两水化开，入真香
油四两，和面作剂。打开，再入油成
剂，再扞。如此七次，火上烙之，甚
美。”并且指出：“此即虎丘蓑衣饼
也。”清代袁枚《随园食单》列有苏
州虎丘蓑衣饼的做法：“干面用冷
水调，不可多，揉扞薄后卷拢，再扞
薄了，用猪油、白糖铺匀，再卷拢，
扞成薄饼，用猪油煎黄。如要咸的，
用葱椒盐亦可。”清代薛宝辰《素食
说略》谓：“以生面扞薄抹油，折叠
环转为之，曰油旋。《随园》所谓蓑
衣饼也。”

清末，齐河县徐氏三兄弟在
南京学会制作油旋的手艺，返回
济南后在县西巷南首租赁门头，
开了一家油旋店。徐氏兄弟用章
丘大葱、猪板油、面粉和盐，专做咸
香味的油旋，一时生意兴隆，被称
为“徐家油旋”。其制作方法是：和
软面作剂，扞开抹入葱油泥及细
盐，搓拉至薄，层层卷起按扁，先烙
后烤，烤熟之后从中间顶出，似螺
旋相盘。济南餐饮店家纷起仿效，
有十多家都卖起了油旋，最地道
的要数辘轳把子街的文升园。文
化名人陶钝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
济南省立一中读书，他在文章中
不止一次写到文升园饭铺的油
旋：“这饭馆有两样好食品：油旋和
坛子肉。他们的油旋又香又酥，到
口就碎了。店主人夸口说：‘先生，
您可以试试，五个油旋放在桌子
上摞起来，一拳猛击，如果有一个
不碎，压扁了，您不用付钱，白吃。’
可是我们用筷子敲一个碎一个，
不用拳击，就信服了。”“油旋刚出
炉，可以一拳打得粉碎”。油旋在济
南落户，崛起为闻名全国的小吃，
在它的原产地反倒没了声息。

文升园之后是上世纪四十年
代开业的聚丰德饭店，制作油旋
的厨师是苏将林。他的师傅是文
升园打油旋的好手耿长银。文升
园歇业后，耿长银在北洋大戏院
附近经营过油旋。1956年，济南召
开全市名吃大会，耿长银制作的
油旋一炮打响。会后，他被调入聚
丰德饭店。几个月后，18岁的苏将
林也来到了聚丰德。四十年炉火
熏烤，苏将林制作油旋的技艺已
臻纯青。1990年，苏将林代表山东
赴杭州参加全国名小吃展示会，
其现场制作的油旋、扁担烧饼和
小油酥芝麻饼获好评如潮。

在“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之“传统技艺”一项
中，济南的油旋榜上有名。

现在，济南的商埠和老城内
的芙蓉街等地，尚有几家米粉铺，
生意似乎不算太火。米粉铺和油
旋店都是各干各的，我想，他们为
什么不能结合一下呢？或许，这样
会有火起来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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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性爱水，济南这座城，在
其上千年的建城史中，总与水有
着万缕千丝的联系。

明清以来，七十二名泉彻底
张扬了这座城池的声誉。她很早
便有“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
(元·于钦《汇波楼记略》)的傲称。
还有耳熟能详的“四面荷花三面
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清·刘鹗)，花、柳、山、
湖、泉构成了这座城最初的几种
色调。泉水是只来自于此的精灵，
虽然古时候夏日自由穿梭涌动于
砖缝中、一年四季回甘于唇齿间
的景象似难再相见，转而代之的
是一个个旅游景点，如织游客为
之倾倒。看吧，直至今时今日它们
仍在努力为这座城市添花增彩，
赢得“泉城”的美誉，世界之大，水
城或许有许多，然泉城之名“万千
里外，一粒而已”。

或许历代统治者皆知道这一
独特瑰丽的奇观；或许只因为
无数次黄河的改道；又或许因
为世代生长于此勤实的百姓、
可耕种的万亩良田。使其心中

皆生无数情思细网。牵挂于此，
莅临于此，铺就篇篇诗文、佳话
与传奇。

公元1684年，正值壮年，三十
而立的康熙帝首次来到这里。“正
欲体察民情，周知吏治。一应沿途
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储备，毫不取
之民间”。又云：“朕此番巡历，原
以抚恤编氓，问俗观风，于闾阎休
戚，务期洞晓。凡经过地方，百姓
须各安生业，照常宁处，毋得迁移
远避，反滋扰累。”康熙帝在南巡
途中，经河间、献县、阜城、德州、
平原、禹城，至济南府，观趵突泉，
咨询地方利病、民风土俗，临泉览
视久之，题“激湍”二字。

五年以后，他又一次南巡历
经济南，观趵突、珍珠二泉，亲题

“作霖”二字。还兴致勃勃地赋诗
一首。

一泓清浅漾珠圆，
细浪潆洄小荇牵。
偶与诸臣闲倚槛，
堪同渔藻入诗篇。
皇帝作诗，势必引来各大词

人的争相模仿，正如清代王昶笔

下所述：依栏瞩之，泉从沙际出，
忽聚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
日映之，大者为珠，小者为玑，皆
自底以达于面。瑟瑟然，累累然。

其实我总觉得后者更清丽舒
朗，似那六个“忽”字，仿佛将康熙
笔下沉静雅丽的水墨画变成了一
帧帧动态影片。正如是有人察其
细微，像17世纪一张张栩栩如生
的欧洲宫廷画，也必有人观其全
貌像“一泓清浅漾珠圆，细浪潆洄
小荇牵。”宛如一位印象派大师，
只勾意象，便已使其醉倒万千游
人。

细细翻，在众多康熙的模仿
者中怎能少了乾隆呢？他一生致
力于与玄烨比肩，所以同样于南
巡途中即兴一首打油诗：

济南名泉多，
岳阴水新潴。
其中敦巨擘，
趵突与珍珠。
济南的痕迹，仿佛都在光影

里，在水的曲折里，在阳光下的漂
浮左右的气泡里，总之是无数温
情所在的九天艳阳的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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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济南油旋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卢利华在制作油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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