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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台，海虹是真正属于老百姓
的海鲜。海虹物美价廉，是性价比最高
的海鲜。在物价普遍上涨的今天，十块
钱就可买上五六斤的海鲜还有吗？况
且海虹又是那么的鲜香肥美。

烟台海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从福
建引种成功的。海虹繁殖力强、生长
快、产量高，养殖面积又很大。这也是
老百姓吃得起的前提条件。八十年代，
烟台街上小卖部出售散啤的一般都配
售海虹。用玻璃罐头瓶喝啤酒，下酒菜
就是一盘煮海虹，这种情景现在想起
来仍历历在目。九十年代初，我有一个
亲戚承包海产品养殖场，说送点海虹
尝尝，一送就是一大编织袋！

前些日子，我到小市上买海虹同
摊主聊天，她讲春天时一个大叔每天
傍晚买三斤海虹，连续买了20多天！这
位老兄可谓真正的“海虹控”。因为海
虹太便宜，在烟台宴会上一般很少见
到它。即使有，也是因为接待外地客
人，上一个大海鲜拼盘时海虹才会摆
上那么几个。海虹最适宜在家里吃。买
上三五斤，洗净处理后直接在锅里干
烧，利用海虹体内的水分将其蒸熟。海
虹一开口就得停火，煮老了就不好吃
了。传统的吃法是蘸着姜汁吃。我们家
喜欢配上辣根，比较刺激、过瘾。

老烟台人讲，三个海虹的营养相
当于一个鸡蛋。海虹营养丰富，滋补性
很强。它富含蛋白质、脂肪、糖、无机盐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中医认为，海虹有补肝肾、益精血的作
用。南方称海虹为淡菜，福建妇女有坐
月子吃淡菜补养身体的习俗。海虹吃
多了有拿人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富有
营养的原因。

我在北京参加宴会吃过焗淡菜，
法式做法。一人一个，偌大的盘子里面
就放着一个海虹！完全颠覆了我们吃
海虹一上一大盆的概念。

在欧洲海虹的身价更高。在比利
时，海虹是传统海鲜食材，特别是在秋
冬季节海虹菜肴十分普遍。首都布鲁
塞尔一些著名的海鲜店里，以海虹为
主角的菜肴就有几十种，如培根蒸海
虹、海虹薯条、奶油海虹、法式焗蜗牛
配海虹、芹菜葡萄酒海虹、咖喱海虹等
等。著名海鲜店Leon以做海虹菜闻名，
在欧洲有几十个分店。前些年去意大
利罗马，朋友请我们品尝正宗的披萨
饼，最贵的是海鲜披萨。上来后却大失
所望：只是加了两个海虹而已，海虹老
且没有什么滋味。在那里生活的华人
朋友笑着告诉我们，南欧不像西欧，无
养殖海虹的产业，这里的海虹全是野
生的，数量少，长得又慢，需要雇潜水
员到很深的水中才能采集到，因此海
虹在意大利价格昂贵。我们一行既惊
讶又感叹，原来在烟台极其廉价的海
虹，在意大利竟成了名贵海鲜，纷纷发
誓回烟台后要大啖海虹300个！

【地方风物】

烟台海虹
□华亭

“破四旧”毁掉了很多宝贵文物
1966年8月，全国开始了“破四旧”，斗走资

派和地富反坏右，要把这些人赶回农村去，文
物店也经常受到外界的打扰。

一天，有人在文物店的门上贴大字报，说
我们是“四旧”，应该都砸了。幸亏当时我们这
些工作人员都上图书馆组织学习去了，文物
店没有开门。但店里的人心里很是不安，担心
那些珍贵文物的安危。结果事情出现了转机，
第二天又有人在门上贴大字报，说这些文物
是国家的财富，应该保护。我们学习回来后，
赶忙把门市上的东西都撤回到仓库，再也不
敢摆在外面了。

“破四旧”期间，文化方面，被破坏得最厉
害的是一个坐落在院前路的古籍书店，就是
现在新华书店的旧址。那么多珍贵的线装书
都被拿到马路上烧，一烧就是好几天，熊熊烈
火把马路上的沥青都烤化了……经三路，早
年是济南商埠区比较繁华的一条街，现在早
已没有了当年的景象。那时的商铺现在只剩
下一家皇宫照相馆，还在孤独地维系着历史
的旧影，当初的济南市古籍书店就在这家照
相馆的斜对面。

古籍书店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建国后
山东省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书店。古籍书店除
了卖古籍书外，还有收售旧书的业务。但是由
于经营、管理、货源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济南
这家唯一的古籍书店也于2003年关门歇业了。

另一个是卖碑帖的“德文斋”，东西也被
抄到马路上，也被烧了很多。

济南市各个街道办事处，单位、机关、学
校也都开始破四旧。那些出身资本家、官僚、
有钱人的，都被红卫兵抄了家。有的人懂得文
物的重要性，还偷偷藏了一些。但更多的人，
无论是祖上家传的宝贝，还是稍微有点历史

的旧物，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东西被破
坏、被抢走……

记得山东工学院、历城县政府、济南五
中、三十九中的房子里，被抄的东西堆得满满
的，横七竖八乱糟糟的一片。地上还散落着好
些金戒指、金坠子。那时候的红卫兵不懂这
些，不知道什么是金子，因为“文革”前金子是
不能随便买卖的。在三十九中被抄来的东西
里，还有金瓶和金条，都在那里散乱地放着，
被红卫兵们在走路时踢来踢去……

济南市的大辛庄遗址，许多古建筑，包括
文庙，红卫兵足迹所到之处，莫不满目疮痍。
最可惜的还是西佛峪那个地方，有许多的石
窟造像，隋代“佛峪寺”曾建立在这个地方。佛
峪北侧为深谷，谷内古木森森。高处有巨大的
岩石向外伸出，形状如同檐厦，人们就在崖壁
间，随山就势，镌造佛像100多尊，其中的82尊

为隋代开皇四年至二十年(584～600年)雕凿，
其他的都属于唐代。除此之外，还有隋唐题刻
15则。

西佛峪下面有座水库，破四旧的水库工
人把和尚撵走，然后用锤子把佛像都给砸了。
如今的西佛峪，唯在石台西端的崖壁上，有水
珠渗出，聚为一泓清潭，称“蕊珠泉”，只怕是那
些佛像遗恨的泪珠吧。

大明湖的北极庙，为一高峻的道教庙宇，
建于高台之上，坐北朝南。始建于元代，明永
乐年间重修。殿正中的真武像，有2 . 5米高，上
悬“位极天枢”匾，下有金童、玉女和火、龟、水、
蛇四将塑像，还有东西两侧各塑6尊神像。造型
神态自然，栩栩如生。真武原名玄武，它同青
龙、白虎、朱雀合称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
玄武为北方之神。

这些泥塑的元代佛像，也在那场劫难中
从台上摔下来，滚落入大明湖内。佛像的内物
都被摔出来了，泥胎的心是元代系着丝绸的
铜镜，肚子里还有写了“大元国济南路”字样
的绸子……

第一次的红卫兵抄家运动，是在1966年8

月份，后来1967年另外一帮人造反，把原来那
帮人又给打倒了，就给当初认为有点问题的
人平反，抄了的东西也归还给了人家。而历史
上正式落实政策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被平反
的人中有的懂文物，管理这些东西的人因为
不懂文物，就让他们自己去挑，有人就足足在
那里挑了两三个月。

那个时候，已经公私不分了，很多珍贵文
物又散佚民间。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
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
物专家委员会委员）

【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夏晓然

诸城派古琴

的历史渊源和欣赏

大众讲坛预告

朱子易为当代著名古琴演奏家，
1956年他拜著名古琴家詹澄秋先生为
师，入室学习古琴三年。曾在济南市歌
舞团长期担任琵琶演奏员。2004年成
立隶属于省音协的“泉韵琴社”并任社
长。多次组织举办古琴雅集和交流活
动，并积极参加全国性古琴活动和大
型演出活动。在古琴演奏上，朱子易在继
承詹澄秋先生清淡儒雅、刚中带柔风格
特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古朴苍劲、挥
洒自如的个人演奏风格。在古琴教学上，
归纳了一个古琴常用指法系统，提出了
一种吟猱分类处理的新方法。

本周六上午9：30，由本报和省图
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
了朱子易先生为大家讲解诸城派的历
史渊源、琴人、琴谱、琴曲和风格特点，
并特邀笛箫演奏家张长弓先生琴箫合
奏《阳关三叠》、《梅花三弄》、《长门
怨》、《平沙落雁》等古琴名曲。

讲座时间：2015年1月10日(周六)

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文/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每逢星期一、三、四、五，72岁的李松云就
要从济南八里洼的家出发，坐公交车到文化
东路东端的省文化艺术学校，教孩子们唱柳
子戏。这段路不近，李松云走得很辛苦。更辛
苦的是这每周12节的剧目课，她要一句句教那
些宝贝似的孩子们唱柳子戏。就这样忙，一年
下来也就能教完寥寥几出大戏。这个数目跟
山东柳子戏那庞大的戏曲库比起来，九牛一
毛而已。

李松云是山东省柳子剧团的著名演员，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她和其他几位依旧健在的老艺人们掌握
着柳子戏的遗传密码。她说，如今的孩子们学
戏没法跟她们小时候比。1956年，她14岁时进
了郓城县工农剧社，那时学戏是全天候不分早
晚，唱不好记不住是真挨打。戏曲老师傅们不
懂文字不会乐谱，所有的戏全部是口传口地
教，要靠脑子死背，几十出上百段地学，还有十
分消耗体力的基本功、武功训练，苦得很！

跟她一起来给小戏童们授课的，还有一
位更具传奇色彩的老艺人——— 80岁的冯保
全。老人家走路已经颤颤巍巍，得靠孩子们
扶着上下楼。但他不愿放弃教学，他最怕的
是留在自己脑子里的上百出柳子大戏没人继
承而遗失。

冯保全1934年生于山东郓城，先天双目失
明。他自幼喜爱戏曲，对音乐具有超乎常人的
记忆力和敏感度。1950年参加郓城县工农剧社
后，他主攻笛子等伴奏乐器，凭着超强记忆力
和特别用功，他牢记了柳子戏的新老唱腔、音
乐伴奏曲牌二百余支，成了柳子戏的一代大家，
也是一本柳子活字典。只要他在，大家对哪出戏
有疑问，哪怕是几十年不唱的老戏，他都能解
答。老伙伴们戏称他“满肚子全是戏”，他也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柳子戏如今确实有些败落了。城里的孩
子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柳子戏，现场听过的
成年人也不多。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戏种比京
剧还要古老，堪称中国戏曲的活化石，在历史
上是很辉煌过一阵子的。

柳子戏发源于明朝，至今得有五百多年
了。文献称，柳子戏是容纳了元、明、清三朝民
间流行的俗曲小令，后演变发展而成，曲调种
类极其丰富。甚至《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还
曾经编过三出柳子戏：《考词九转货郎儿》、《钟
妹庆寿》、《闹馆》。其中《闹馆》一剧至今仍为柳
子戏传唱。到了清乾隆年间，柳子戏已在山
东、河南一带广为传播。

如今的京城戏曲舞台上，几乎是京剧一
家独大，这个荣耀柳子戏也曾经有过。史料记
载，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前，柳子腔在
京城舞台称霸一时，与昆、弋、梆一起并称“东

柳、西梆、南昆、北弋”四大戏曲，祖上确实很风
光。

然而，自四大徽班进京，京剧日渐占领了
京城剧坛，柳子腔只好返回山东、冀南和豫东
一带，沦为农村集镇中演唱。听众成了下里巴
人，柳子戏倒是更接地气，从作品到唱腔越来
越平民化，亲民了不少。它不像京剧那般“高
大上”，唱词没点文化都听不明白。

柳子戏为啥又叫弦子戏？这得追究到伴
奏的三弦上。老艺人介绍，柳子戏伴奏三件宝
必不可少，三弦、笛子、笙，其中的三弦给了柳
子戏“弦子戏”的外号。除此以外，柳子戏还有
不少小名，黄河以北有“糠窝窝”、“百调子”、

“吹腔”之称，听着就很有土味。每到乡村土台
子上演出，必能勾出一大批人的戏瘾。

柳子戏表演程式粗犷豪放，风格独特；人
物动作惟妙惟肖，生活气息浓厚。如武将出
场，必先在台上表演踢腿、打飞脚、亮相；发怒
时双脚跳起，表示急躁情绪，对打时多用真刀
真枪。

为了感受柳子戏的魅力，记者在老艺人
的指导下欣赏了《孙安动本》《玩会跳船》等十
几出经典老剧的视频。山东人的个性率真、直
爽，柳子戏也颇具此特点。柳子戏的女性唱腔
里糅进几分南方剧种的温柔缠绵，也更有北
方姑娘的直爽。而男性唱腔则更多阳刚之气，
不似京剧般华丽庄重，更直率，接地气，文化
水平低的人也容易懂，更富山东味道。有些地
方戏迷称这“七十二咳咳”为“勾魂腔”，大老远
听见就挪不动腿了。

新中国成立后幸遇百花齐放，柳子戏这
一古老戏种爆发式复苏，鲁西鲁南地区的县
级柳子戏剧团纷纷成立，如郓城县工农剧社、

复程县新声剧社、曲阜县新声剧社、嘉祥人民
剧社等。其中郓城县工农剧社最有名，在这期
间，剧团先后招收数十名学员，并招收了一部
分女学员，柳子戏开始有女演员演出，以李艳
珍、李松云为代表的一代女艺术家则首开柳
子戏女演员的先河。

再后来，郓城县工农剧社调为菏泽地区
柳子剧团，1959年又上调济南发展成为山东省
柳子剧团。

1959年10月，毛泽东在济南观看了柳子戏
《玩会跳船》、《张飞闯辕门》，这是柳子戏的至
高荣誉，老艺人至今津津乐道。而到了1962年，
山东柳子戏的经典剧目《孙安动本》由上海海
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电影。这一段时间堪称
柳子戏的辉煌时刻，而山东省柳子剧团实际
上擎起了柳子戏的大旗。2005年，国家将柳
子戏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重点
保护。

老艺人们介绍，柳子戏中容纳了元明清
以来盛行的各种古老声腔，保存有曲牌六百
多支，在中国北方戏曲及元代散曲的研究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说它是中国戏
曲的活化石毫不为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柳子
戏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目前正步步败落，只
剩下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山东省柳子剧团一
家还在苦苦支撑着“东柳”的门面。除此以外，
只有一些地方小剧团在土台子上上苦苦挣
扎，因为市场主要在农村，演员大多收入微
薄，能活下来的剧团越来越少。目前来看，这
一古老剧种的保护和继承已刻不容缓。

柳子戏的未来也许系在一群孩子身上。
如今的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里，三十多个十
几岁的孩子正在奋力传承柳子戏的精髓。

1929年拍摄的西佛峪石窟造像，而今
徒剩几许断壁颓垣，令人不忍卒观。

柳子戏的守护者

【非遗传承人系列】

非遗传人李松云教学生身姿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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