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看到过这样一个比喻——— 如果说广场是
一座城市的客厅，博物馆则可视为这个城市
的书房。作为一个济南市民感到无比幸运的
是，现在的泉城，有大大小小、或与众不同或
带有时代印记的许多间“书房”，比如，我们
可以去老商埠的省邮电博物馆看看那些古
董电话，可以去小广寒电影博物馆在旧时光
里用餐……自然，还可以去“铁路大厂”的厂
史馆看看，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500余张照
片、300余件文物，直观生动地展示着大厂的
百年历史。

位于济南槐荫区的铁路大厂1910年开工
建设，1913年建成投产,命名为交通部直辖津
浦铁路局济南机器厂。而实际上，从官方到
民间,从厂里到厂外都习惯叫“大槐树机厂”。
对于这座20世纪初济南最大的工厂 ,老百姓
则亲切地称其为“铁路大厂”。

相信《铁路大厂的百年记忆》的作者张
汝峰一定对这座大厂尤为亲切，因为有亲戚
在这里上班，从小就常进厂区玩耍；又因为
工作关系，他一次次进厂观摩，回来后又查
阅大量历史资料，对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
大厂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说，推开厂史馆
的大门，踏上刻满沧桑的楼梯，看着那些黑
白照片，深思着古老文物的记忆，仿若跨越
历史，又回到了久远的年代……

厂区里一座小小的四维亭，看似不起眼
却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四维取自管仲《国
颂》文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把国之“四
维”认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孙中山
先生也是“四维八纲（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的倡导者，自1911年被推举为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多穿中
山装，中山装的设计制作也包含着“四维”的
寓意，据记载，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

（礼、义、廉、耻），门襟五粒纽扣是区别于西
方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
考试、监察），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
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而据
说四维亭的取名就是在孙中山“发动护国、
护法运动”，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
帅的背景下产生的。更值得纪念的是，这里
还是山东首个产业工会的诞生地，早期共产
党人王尽美等留下了他们带领工人翻身闹
革命的足迹，因此大厂里的老宿舍、老水塔、
老钢轨处处承载着百年记忆，也沉积着浓厚
的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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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建筑保存完好 诞生山东首个产业工会

济南铁路大厂的百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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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城济南，提起铁路大厂很多人都不会陌生。“济南机器厂、济南机厂、济南铁路工厂、济南机车车辆
厂……”铁路大厂从1910年建厂用过很多名称，但是无论名称怎么变换，铁路大厂这个名称已经深入到老济
南人的心里。铁路大厂里有着保存完好的德国建筑群，大量的城市遗存已成为这座城市的记忆。同时这里
也是山东省第一个企业党支部和第一个产业工会的诞生地，因此它也被冠以“红色大厂”的美誉。

四维亭的由来

在铁路大厂东门外球场东侧
法桐树林中，建有一座中式亭子，
叫四维亭，它的来历还有一段鲜
为人知的故事。

四维亭建于1917年，是工厂
建厂初期的建筑遗存。据解放初
期工厂模型工李风山介绍，当时
四维亭三个字是由号称大厂书法
一支笔的孙学霖书写。何谓四维？
就是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也
是“四维八纲（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的倡导者。1912年9月
26日，孙中山从天津来到济南。27

日，52个团体在省议会礼堂举行
欢迎会，孙中山在演讲及与各报
记者的谈话中，首先谈到的就是
铁路建设问题。在1917年前后，正
是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护法
运动”之际，他的思想受到民众的
拥护和支持。1917年也是工厂管
理权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由于
欧洲战争，1914年工厂里的德国
管理人员陆续离厂，到1917年，工
厂的管理权由德国人完全交还给
北洋政府交通部管理。四维亭的
取名就是在这些背景下产生的，
那个时代以“四维”取名的亭、桥、
堂等不在少数。

德式建筑群的百年沧桑

在四维亭的东侧斜对面，是
当年大厂的德国高级管理人员公
寓楼，至今仍在使用。公寓楼呈不对
称式，比较小巧精致，山墙墙体骨架
外露，是典型的德国建筑风格。由此
往西走，在路北侧又看到一座德式建
筑，是铁路大厂的第一任厂长、德国
人道格米里的别墅楼。在墙体上有一
块标识牌，上面写着“首任厂长道格
米里（德国籍）寓所建于1911年”。

再往东走，就是铁路大厂的东
门，进门西行不远就是道格米里的办
公大楼，楼南侧的草坪上停放着一台
建设型蒸汽机车。这座办公楼为一座
三层德式建筑，始建于1910年，设计
者就是原济南老火车站的德国设计
师赫尔曼·菲舍尔。

从这座建筑的整体结构来看，处
处体现出德国建筑的特点。整幢楼是
砖石结构，屋顶为半木构架。底层外
墙用的蘑菇石饰面，一层二层之间有
一条腰线，一屋四坡顶，有阁楼。德国
建筑的阁楼一般开的是老虎窗，就是
一个个单独的窗子，看上去像人的眼
睛。而这个阁楼却设计成老虎窗的变
形，屋内形成一个承重空间。中国的
屋顶一般采用的是斗拱、梁柱结构，
而这个到顶的骨架是折扇形骨架或
是几何三角形骨架，这与中国建筑内
部的受力不同，非常简洁明了。

这座楼在门廊、房顶结构、门窗
及彩色玻璃等细部装饰上非常讲究，
整体对称式的设计又具有中国建筑
元素，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
二十世纪初德国在华建设的工厂办

公建筑中比较罕见。
这座大楼的两扇门是暗红色，上

部有柱式木雕饰，柱头上有雕花，中
间是竖长方形的框，内镶有六块玻
璃。门的上下插销都在门的中缝面
上，有凹槽，无论插上还是落下，都不
影响开门和关门，设计可谓精巧。大
门把手蕴含欧洲风情，门锁把手是铸
件原配，其造型是橡树叶的变形体。
橡树是德国的国树，因用途广泛，树
形高大挺拔，成为德国及欧洲许多民
族喜爱的植物，橡树叶图案造型在军
队标志、勋章里都能看到。屋顶使用
的牛舌瓦最有特色，牛舌瓦的背面中
间一行烧制上的德文清晰可见，大体
意思是“卡帕拉（音译，指姓）家族企
业在青岛制造的瓦”。

为展现大厂的百年发展史，济南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将道格
米里的办公楼改建为厂史馆，里面设
八个展厅、一个接待室，藏有不同历
史发展时期的照片500余张、文物300

余件，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大厂的百年
历史。在这座楼的三楼，有一张照片
是大厂首任厂长德国人道格米里三
兄弟的合影。当时，三兄弟都在中国
铁路部门身居要职，号称“三刀”。

“红房子”公所里的革命

铁路大厂地处津浦铁路和胶济
铁路的交汇点，交通便利，是山东地
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地方。

1922年6月，在这里建立了山东省
第一个产业工会——— 津浦铁路
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会，也是全国
建立最早的工会之一，当时有

“北有北京长辛店，南有上海小
沙渡，中有济南大槐树”之说。

说起铁路大厂的红色革命
历史，就不能不说说“红房子”。
建厂之初，在厂西门不远处，建
了一片工人住宅，叫“红房子”宿
舍。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
选编》记载 ,“济南的产业概况 ,以
济南津浦大厂为最大。工人们的
生活最苦,每天工作时间在14-16

小时。工人每月工资最低者只有
几元 ,就地而食 ,就地而卧 ,一年无
节假 ,一切死伤疾病都听天由命 ,

工人血汗尽被榨取。”当时，起来
反抗斗争的工人有的被开除，有
的失踪，有的被杀害，有些青年
工人非常痛苦烦闷，借酒浇愁。
在铁路大厂技术工人集中的“红
房子”宿舍 ,有一个姓张的钳工
师傅 ,看到工人的苦闷 ,就经常有
意识地接近他们 ,给他们讲《三
国演义》《水浒传》,还将自己的
拳脚功夫传给他们。不久 ,这里
就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自娱自乐
的“公所”。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 ,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
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经常来到
铁路大厂“公所”,给工人们介绍
苏俄的情况 ,并号召工人组织起
来。1921年夏 ,津浦铁路浦镇机厂
中华工会会长王荷波也来到“公

所”。在王尽美和王荷波的组织下,工
人中很快就涌现出了李广义、薛文英
等骨干分子。1921年6月，以“红房子
公所”为基础成立了津浦铁路大槐树
机厂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省第一个
具有工会性质的组织。之后,李广义、
薛文英等人又办起“工人夜校”。就这
样,全厂300多名进步工人就以合法身
份组织起来了,王尽美、王荷波经常来
给工人上课。但是好景不长,工人俱乐
部和夜校开办不到一年,就被新上任
的交通部长强行关闭。1922年,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执行部主任罗章
龙来到山东,发展了工厂第一个党员
李广义。在王尽美和罗章龙的组织下,

李广义、薛文英等人迅速联络工人筹
备成立工会。津浦路济南大槐树机厂
工会在1922年6月18日宣告成立，这是
山东省成立的第一个工会。

工会成立不久，党组织便领导全
厂工人开展斗争，向铁路局提出改善
工人政治、生活的12个条件，举行罢
工，到天津请愿。经过7天斗争，铁路
局答应了12条中的8条。这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大厂工会成立后取得
的第一次罢工胜利。

1925年春，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
委员会批准，在中大槐树北街程炳
忠家，中共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
厂党支部正式成立。刘子久任临时
支部书记，后由李广义接任，共有16

名党员，这是山东成立的第一个企
业党支部。

□周雪平

1953年，在山东省文化
局任处长的父亲周正受命
筹建山东剧院，并任建成
后剧院的首任经理。为打
好 剧 院 开 业 的 开 头 炮 ，
１９５５年，父亲专程去北京，
与正在京开会的省文化局
王统照局长一起去了护国
寺街梅兰芳先生家。不巧，
梅先生当时不在北京。王
统照局长给梅先生留了一
封信，大意是山东是老解
放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底
蕴，广大的京剧爱好者热
切盼望观赏到梅先生的演
出，希望梅先生能安排一
次济南之行。

１９６０年春，父亲又一
次到了北京梅先生家。进
屋落座后，父亲向梅先生
转达了山东的文化部门和
广大观众热切盼望梅先生
到山东演出的愿望。梅先
生说，王统照先生的信见
到了，山东很多年没去，今
年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山东
演出。10月14日梅先生亲率
梅剧团来到济南。省文化
局领导安排父亲担当梅剧
团的主要接待工作。此次
梅剧团来山东演出阵容整
齐，名角荟萃。梅兰芳出演
的剧目有《贵妃醉酒》《霸
王别姬》《凤还巢》《穆桂英
挂帅》，都是精华之作。另
有三出大戏及部分折子

戏。演出自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０
月３１日，包括两场招待晚
会和两个日场，１７天演出
１９场，场场爆满。

梅剧团在济南演出期
间，父亲向梅先生转述了
山东剧院职工想与梅兰芳
及梅剧团主要演员合影的
愿望。梅先生说，“小同志
们工作很辛苦，我们相处
得很愉快，是该合个影留
念，你安排就是。”这样，剧
院职工们如愿以偿地与梅
兰芳、梅剧团主要演员合
了影，还在散戏后在舞台
上与梅先生合了影。梅先
生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一
点名人架子，在大家心目
中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周正与梅兰芳先
生的这帧合影，是请济南
皇宫照相馆的摄影师来山
东剧院拍摄剧照时在舞台
上拍摄的。如今93岁的父
亲，提起当年仍是记忆清

晰，满怀感慨。这期间的10

月22日，梅兰芳先生愉快地
在济南度过了66周岁生日。
谁也不曾料到的是，次年
即1961年8月8日，梅先生因
病在京逝世。

父
亲
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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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浦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党支部、工会旧址。

建厂时的德式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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