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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大大街街：：芝芝罘罘大大街街之之翘翘楚楚

安家正

烟台北大街，犹如上海
之南京路，济南之泉城路，是
一座城市的地标性大街。

北大街历史悠久，远在
1 7 5 0年，具有妈祖信仰的渔
民在街中心的地方建了三间
草房，以祭祀海神娘娘，成为
大庙的根。嘉庆年代开始大
规模地扩建，最后形成了商
业和文化中心，并逐步向东
西两翼发展。据史料记载，到
1 8 5 0年，大庙周围已有千户
商家，并形成了面市街、饭市
街、菜市街、鱼市街、果木市
街等集市街道，涌现出一大
批老烟台著名的商家店铺，
如 瑞 蚨祥、生 生 堂 等 。1 9 0 1

年，烟台商界八大家发起成

立商会(后来成为总会)，会址
就设在大庙。这里同时也是
金融核心，每天清晨，这里的
恒泰商号觉得你给银元兑换
铜子的比例，戥准银锭的成
色，掌控了老烟台的经济命
脉。

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文
化得到空前的重视，一个红
顶商人胡雪岩让徽商为人青
睐，一个《乔家大院》让晋商
被人追捧，于是有人疾呼鲁
商，其实，真要弘扬鲁商，是
绝对不能忽视烟台，尤其不
能 漠 视 北 大 街 的 商 业 传 统
的。

北大街商铺比肩，竞争激
烈，但却恪守儒商信条：诚信
为本，买卖公平，货真价实，
童叟无欺，信誉第一，顾客至
上。瑞蚨祥的经营之道更是为
人称道，遐迩闻名，堪为行业
的楷模，他们的作法是：笑迎
顾客，热情服务，百问不烦，
百拿不厌，购者帮助挑选，不
购者也以诚相待，只要是顾客
来到瑞蚨祥，都是主顾，买卖

不成仁义在。一回生两回熟，
早晚都是老主顾，无不彬彬有
礼地送到门外。老弱妇孺还要
包裹整齐，护送到家。

还有一种“照账”。据《烟
台要览》载：“至肆购物不需
现钞，只留地址姓名即可将
物携去，翌日自有人来按薄
索值，谓之照账。”其实，就是
今日之赊销。但彼时的账全
靠信誉在“照”，从未听说过

“买卖两个心眼儿”发生过争
议，商家让利成为习惯。

像瑞蚨祥这样的绸缎庄
还有一种售货员，尊称为“三
掌柜”的，俗称“跑街的”，来
了新衣料，他们必携之上门推
销，他们对客户的需求了然于
心，尤其对女主人的喜好了如
指掌，所以烟台的大街小巷里
多了些这种“临时的行商”，
频频到市民家中作客。

烟台的商业传统，理念
是和气生财，而不是恭喜发
财，人们似乎忌讳这个发字，
说对方发财，有暴发之嫌。

占占山山户户和和买买山山户户
毛贤君

2007年春，我有幸参加芝
罘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
的《烟台奇山所城》一书的编撰
工作，采访过所城里德高望重
的夏德铸老先生。夏老1930年
生，是个老烟台。现将他老烟台
掌故趣闻整理出来，求教于读
者朋友。

夏老小时候听老人讲，所
城里的坐地户分占山户、买山
户两种。所谓占山户即从小生
长在这块土地上，所谓买山户
就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当然，
史书上有“齐东野人”的记载，
比之中原一带，胶东算是开化

晚的荒蛮之地。占山户其实也
是从外地迁来的，只是时间上
比买山户来得早而已。

所城占山户有高、谭、于、
夏、翟姓，买山户则是张、刘等
姓。占山户人丁不旺，经济实力
不强，没出有影响的名人。

占山户中先说夏家。夏老
小时候就跟着父兄祭祖，依稀
记得神主牌位上写着：“夏氏门
中，先远三代，世祖夏相举，二
世祖夏铉。”夏老住的小院，共
有七间半平房，原先为夏家胡
同12号，1967年改为双兴胡同
10号，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所
城里夏家只剩他家这一户了。
如今，所城里许多居民的屋顶

上都换过瓦，唯独夏老家这座
小院屋顶上还是黑瓦，保留着
老建筑古朴苍老的原汁原味。
夏老曾自豪地说，他家现在居
住的这幢小院是烟台市区保存
完好，历史最悠久的民居之一。

夏老曾听母亲说，在他曾
祖母年轻时，夏家胡同里面北
头住着一位刘姓老太太。她说：

“这胡同里尽住着姓刘的，怎么
叫夏家胡同？我非给他改过来，
叫它刘家胡同。”刘老太太的媳
妇为人宽厚，说：“不对呀，妈，
人家夏家来得早，所以才叫夏
家胡同。”

还有一个传说，夏家听街
坊蓬莱籍的郭女士说了一句

民谚：“没有奇山所，先有夏
家楼”。连外地入住所城里的
人都知道这句谚语，可见这句
谚语在所城里流传之广，也可
见夏家来所城里这方宝地之
早。那么夏家楼遗址安在？一
处夏家胡同，迎面所城里大街
路南有幢坐南朝北的深宅大
院。地基很高，门前起了一层
台阶，进了院门又起了一层台
阶，是夏氏族人所建。虽没有
刘子琇故居高大气派，但在所
城里民居尚未形成规模，在一
排稀稀拉拉的小平房中可谓
鹤立鸡群，其他姓人仰望这座
深 宅 大 院 就 称 为“夏家 楼 ”
了。

芝罘挽歌

李镇

旧时，牟平县城(今新牟里
村一带)建有一座城隍庙，庙中
供奉有城隍神，城隍神是城市

的保护神，总管一县冥间行政
事务。人们尊崇祭祀城隍神，祈
求神灵福佑的习俗由来已久，
由此衍生演绎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趣闻佳话。“牟平城隍爷酒醉
姥姥家”就是百姓们津津乐道
的一句俚语。

相传，城隍神一般由当地
人们普遍认同的已过世的英雄
人物或者贤臣名宦担任。清代，
牟平城供奉的城隍神就是本县
明朝的“铁面御史”俞价。这位
俞价是牟平历史上鼎鼎大名的
乡贤。他清正廉洁、铁面无私、
不畏权贵、百姓拥戴，人称“俞
青天”，其事迹散见于《明史》和
方志中。民国宋宪章版《牟平县
志》对其是这样记载的：“俞价，
城南门里人，实胞侄。万历已丑
进士，初任行人，升御史，刚正
不阿，贵戚幸臣、咸相戒勿扰御

史法；首疏册立，悉合庙谋，时
有开采之役，价力争罢，旋以抗
疏弹劾中贵，祸几不测，遂罢
职。后复起为巩县令，晋南京户
曹郎，而馋构者益侧目，价遂拂
衣归。及里具时，每遇一州利
弊，辄侃侃与州刺史口争之，乡
人多受其荫，崇祭乡贤祠。”为
纪念这位铁骨铮铮的乡贤，人
们就崇奉俞价为本县的城隍
神。

却说俞价的姥姥家是城里
油坊村。按照胶东旧俗，每年的
正月初二是外甥拜姥姥的日
子。古州牟平民风淳朴，自古讲
礼仪、尊教化，百姓们在自己拜
亲的同时，不忘城隍爷拜姥姥
大事。每到正月初二这天清晨，
虔诚的人们总是旗帜招展、敲
锣打鼓到城隍庙恭请出俞价神
像。大家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抬

他到油坊村姥姥家拜年。其时，
全城百姓伫足观看，夹道欢送，
热闹非凡。当拜年的队伍临近
油坊村的时候，早有油坊村的
乡绅名流率众出村恭候多时，
两支队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喜气洋洋簇拥进庄。进门落座，
焚香颂咏等祭祀礼数自不必
说。待到傍晚时分，酒醉饭饱，
一行人抬着神像踏上归途。此
刻，正是夕阳西下，彩虹盈天，
美丽的金色霞光映照在城隍爷
的脸上。城隍爷红光满面，光彩
照人，咋看似沽酒绯红，更显八
面威风、庄严肃穆。众人见状诙
谐地说：“城隍老爷到姥姥家喝
醉了。”此话传开，成为一景，众
人争睹。这就是流传在牟平民
间的古话“城隍爷酒醉姥姥家”
的由来。此语百姓们口碑相传，
且乐道至今。

牟牟平平城城隍隍爷爷酒酒醉醉姥姥姥姥家家

所城里掌故

张功基

结婚时女方的陪嫁品为“嫁
妆”，乡间亦有陪送和陪闺女等别
称。旧时，蓬莱一带和其他地方一
样，素有“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
水”一说，认为闺女出嫁以后就是
外姓人家的人了，因此农家普遍认
为养闺女不合算，即不仅要从小养
到大，而且出嫁时还得搭上一些嫁
妆，是一桩赔本的买卖。所以，乡间
百姓将嫁妆戏称之为“赔本”，而

“抬嫁妆”也就有了“抬赔本”的称
谓。

对于女方嫁妆的数量和质量，
蓬莱乡间历来有“多有多陪，少有
少陪；有好陪好，有孬陪孬”之说，
意思是闺女的嫁妆可多可少、可好
可坏，不像儿子娶媳妇那样，彩礼
需要面面俱全，缺一不可。然而，事
实并非真正如此，因为嫁妆是娘家
父母的脸面，过去也往往决定闺女
出嫁以后在婆家的地位。所以老辈
子年间，除了父母操持备办以外，
很多家庭大都有意识地教育和培
养闺女从小开始积攒。

旧时，女方的嫁妆一般为大
柜、箱子、匣几、椅子、四喜桌、被搁
子、座钟、镜子、茶壶、茶碗、帽筒、
被褥、枕头等。盛被褥的箱子四角
要放钱币，数量没有统一规定，多
少根据家境自定，俗称“压箱子
底”。有的地方讲究女方陪嫁的被
褥必须是“单数”，男方准备的被褥
自然亦如此，双方相合后即成“双
数”，寓意夫妻“恩爱和美”。蓬莱一
带过去嫁妆的数量均以“抬”为单
位，即两人抬一宗物品为“一抬”，
普通人家为“四六抬”，较多者10余
抬，但一般不会少于两抬，而富裕
家庭则有“二十四抬”之多，因之便
有了“生闺女要生个二十四抬”的
乡间戏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嫁妆的数量和质量也
不断提高，只要闺女的婚事定了下
来，家家父母都要请木匠打家具，
这是当时乡村里的一道风景。到了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旧式大柜、
桌子、匣几、椅子、被搁子、帽筒等
逐渐被淘汰，新式大立柜、五斗橱、
写字台、茶几、电度折叠椅、梳妆台
等，成了最时尚的陪嫁品，被褥也
由普通面料变为绸缎面料。

陪嫁被褥的缝制有诸多讲究，
一要择日子，多选择“双月双日”，
乡间有“单月缝被一人睡”的说法；
二要请本家“儿女双全”、“不戴重
孝”、“心灵手巧”的婶子大娘或街
坊邻右的女人帮忙缝，缝制的时间
不能任意拖长，这是防止灰尘杂物
等掺入被褥不吉利；三是缝制被褥
的红线不能有“接头儿”和“挽扣
儿”，这是担心“新人婚后日子过得
疙疙瘩瘩不顺利”；四要在被里缝
进几个硬币，寓意为“婚后钱多当
被盖”。现在陪嫁的被褥多为缝制
和购买并举，但只要有缝制被褥
的，依然遵循传统习俗。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女方陪嫁品中的高档商品渐次出
现。发展至今，液晶彩电、空调、电
冰箱、数码照相机、电脑、摩托车、
电动车甚至小轿车等，也都进入了
嫁妆行列，置办嫁妆的大部分旧俗
已经从农家视野中彻底消失。

嫁妆由寒酸到体面，这是乡间
农家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

嫁嫁妆妆的的昔昔与与今今

“铁面御史”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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