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商 公 告
受委托，山东银发拍卖

有限公司对山东龙口农村
合作银行所拥有的以下标
的进行公开招商：

1 . 龙口市福利橡塑雨
布厂债权一宗，涉及保证人
山东科亿达集团有限公司、
龙口特瑞斯通用制膜有限
公司、北马簸栾村委、山东
科特乐股份有限公司。

2 . 龙口特瑞斯通用制
膜有限公司债权一宗，涉及
保证人山东科亿达集团有
限公司、北马簸栾村委、山
东科特乐股份有限公司。
3. 龙口科亿达热电有限

公司债权一宗，涉及保证人
龙口亿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龙口特瑞斯通用制膜有
限公司、北马簸栾村委、山东
科特乐股份有限公司。

4 . 山东科特乐股份有
限公司债权一宗,涉及保证
人龙口特瑞斯通用制膜有
限公司、山东科亿达集团有
限公司。
5. 龙口亿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债权一宗,涉及保证
人山东科亿达集团有限公
司、龙口特瑞斯通用制膜有
限公司、北马簸栾村委、山东
科特乐股份有限公司。

6 . 山东科亿达集团有
限公司债权一宗,涉及保证
人龙口科亿达热电有限公
司、龙口特瑞斯通用制膜有
限公司、北马簸栾村委、山
东科特乐股份有限公司。
有意购买者请咨询。咨

询电话：
15105356306 13864536132
山东银发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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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文/片 本报记者王传胜 陈洋洋

秋读光岳楼

在一个秋日的午后，记者与好
友相约来到光岳楼下。刚刚经过了
三个月修缮的光岳楼，犹如一位焕
发青春的老人，光彩照人。然而，依
旧斑驳的青砖墩台，难以掩饰其六
百多年的风雨沧桑。

从南边侧门而入，沿狭长的
台阶拾级而上，来到主楼一楼。
导游介绍，光岳楼外观为四重檐
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由墩台
和主楼两部分组成。墩台为砖石
砌成的正四棱台，高 9 米，四层
主楼筑于墩台上，高 2 4 米。“光
岳楼的通高和底边长都是 3 3
米，也就是古代的九丈九尺，在
中国古代九是阳数之极，寓意它
的高度不可超越。”在经久不变
而又充满骄傲的导游词中，不难
读出光岳楼的雄伟庄严。
“有了光岳楼，聊城才让人感

觉踏实、厚重。”大学毕业后，从外
地只身来到聊城一年多的好友是
第一次登上光岳楼，不经意的一句
话，说出了光岳楼中正平和的气
质。
“危楼百尺瞰沧溟，泰岱东来

作翠屏。”蒲松龄的师傅施闰章曾
这样盛赞光岳楼。在主楼一楼外，
竖立着文人墨客的碑刻，因年代久
远，或清秀、或刚劲的刻字已有些
模糊，但慢慢品读，依然能读懂他
们当时登楼的豪迈之情。

轻轻来到二楼，在一间板壁围
成的长方形室内，有一座乾隆帝的

雕像。当年乾隆帝南巡九过聊城，
这里曾经作为他的行宫。继续往
上，则来到了黑漆漆的三楼，这里
是主楼的结构层，却看不到一根铁
钉，完全是利用横木穿插、梁枋扣
合，将自下而上的12根金柱和20
根檐柱从上端构成一个整体。

走上四楼，豁然开朗。透过西
窗俯瞰，方方正正的古城尽收眼
底，被秀美的东昌湖环抱，真乃“一
湖翡翠千重秀，碧波潋滟荡古城”。
极目处，则是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
大厦，那里就是聊城新城区了。

光岳楼的前世今生

光岳楼管理处主任魏聊介绍，
据史料记载，聊城在明清两代为东
昌府治。明朝初年，东昌卫守御指
挥佥事陈镛为与元朝残余部队作
战，将东昌土城改建为砖城，并在
洪武七年（ 1374 年）利用修城余木
修建了这座高达百尺的更鼓楼。所
以初名“余木楼”，后因地而名“东
昌楼”。
“当年建造此楼的目的是

‘ 严 更 漏 、料 敌 望 远 、报 时 报
警’。”魏聊说，随着明王朝统治
的巩固，此楼的军事功用很快被
遗忘，但光岳楼却以她的雄伟高
大而名扬天下。

明弘治九年（ 1 4 9 6 年），吏
部考功员外郎李赞在他的《题光
岳楼诗序》中这样说：“余过东
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城中一
楼，高壮极目，天锡携余登之，直
至绝阁，仰视俯临，毛发欲竖，因
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
亦当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寞落

无名称，不亦屈乎?因与天锡评。
命之曰：‘光岳楼’，取其近鲁有
光于岱岳也”。光岳楼因此得名，
并沿用至今。

围绕光岳楼走上一圈，会发
现四面皆有数目不等的匾额。魏
聊介绍，光岳楼作为鲁西名胜，
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路过聊
城都要登楼抒怀。清朝康熙皇帝
曾四次登楼并题匾“神光钟暎”，
意为东岳之神光与光岳楼之神
光交相辉映。乾隆皇帝更是九过
东昌、六次登楼，题匾赋诗，并将
光岳楼列为南巡三十六行宫之
一。楼内匾、联、题、刻琳琅满目，
块块题咏刻石精工镶嵌，清状元
傅以渐、邓钟岳手迹，郭沫若、丰
子恺、启功、溥杰等名人题写的
匾额、楹联至为珍贵。

光岳楼是宋元建筑向明清
建筑过渡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
建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 9 8 8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历经 6 0 0 多年的岁月剥蚀，
光岳楼已经过了大大小小 18 次
修缮，迄今风采依旧。在光岳楼
一楼北墙檐下，有一个小型的鲁
班祠。传说修建光岳楼时，鲁班
爷曾几次现身传授机宜。为纪念
其人，特在一楼北墙檐下修建了
一座鲁班祠，里面画上了鲁班画
像。如今，鲁班画像虽然没有了，
但那个小祠堂尚在。

第18次重修
京杭运河蜿蜒穿城而过，见

证了聊城古城的兴衰。如今借运
河申遗之机，聊城打出“江北水

城·运河古都”的旅游牌，已于
2 0 0 9 年启动古城保护与改造工
程。古城东南、西南、西北三座角
楼和南城门已经落成，楼东大街

上也重建了古建筑群。
光岳楼也借古城改造之机

再 次 修 缮 。“ 经 过 1 9 8 4 年 至
1985年长达16个月的修缮后，这
次是20多年来再次大修，也是历
史上第18次修缮。”魏聊说，尽管
主体结构依然坚固，但历经风雨
侵蚀，楼外部的油漆剥落，瓦面
有些破损，这次修缮主要是重新
上油漆、检修瓦面等。此外，对光
岳楼的避雷设备也进行了重新
加固。

据史料记载，6 0 0 多年来，
几经战火和地震，光岳楼的主体
结构却一直未动过，但每隔五十
年左右，人们都要对光岳楼进行
一次外部整体完善性的修缮。
“顶层下是一个莲花造型，莲花
象征着水，水能克火，因此这座
全木结构主楼从未失火。”导游
的一番讲解，让前来参观的游客
若有所悟。

8 月 19 日，修缮后的光岳楼
重现活力。老人们聚在光岳楼脚
下，有一搭没一搭的拉家常；年
轻人驾车急匆匆驶过，不忘抬头
仰望一下崭新的光岳楼；年幼的
孩子，欢快地围着光岳楼玩捉迷
藏。

在秋高气爽的日子，登楼怀
古，极目远眺，似乎能拨开历史
的烟云，回望繁华一时的运河时
代。古运河流水依旧，而古城楼
西大街，仿古建筑正在建设，重
建西城门和城墙，复建考院、府
衙等也已列入计划，遥想未来，
以光岳楼为中心的古城，将以崭
新的容颜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辽阔的鲁西北平原，著名的江北水城聊城，矗立着一座 636 岁的古楼，这就是与岳阳楼、黄
鹤楼并称中国三大名楼的光岳楼。

大众讲坛预告———

走近孔子

在越来越热的“国学热”中，
大家都重视学习传统文化。传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
的总积淀、总代表。中华传统文
化和西方不同，如中国话、中国
字、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绘
画、戏曲、中医药等等。这种文化
怎样形成的呢？是我国传统的
儒、道、墨、法等家思想以及日后
传来的一些思想决定的。而这些

思想中，儒家思想又是主干和基
础，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因此可以说孔子及其思想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10月23日，由山东省图书馆
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
坛，将邀请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
化学院骆承烈教授，带领听众《走
进孔子》，讲述孔子及其思想。

骆承烈，男，1935年生，山东

省济宁市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
文化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智慧工
程学会高级顾问、孔子文化全球
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副团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孔子研究
院特邀研究员、中华母亲节促进
会首席顾问等职。1997年获世界
基尼斯纪录“收集孔子像最多的
人”。2000年在香港召开的“孔子
思想与中华统一大业”国际学术

研究会上作学术总结发言。在日
本世界展望学会会员大会上因
对人类和平、幸福作出贡献，被
授予奖章。

时间：2010年10月23日（周
六）上午 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
(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聊城光岳楼：

六百年沧桑见证古城变迁

“泰岱东来作翠屏”匾额

光岳楼乾隆御笔

乾隆行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