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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京城，小偷已建立了系统，都
是世代住户，父子相传，一直延续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每路公共汽车上都有
小偷，手艺传统，地界严格。

还是晚清时两根手指开水里夹肥
皂片等老法子训练，但1路车上的小偷
不会上52路车。

晚清小偷由内城九门提督、外城
巡城御史的下级差役暗中管着，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由顽主们(年轻人打群
架的头JL)管着，还是晚清规矩，赃物
三日不准出京、不准卖，贵重的十日，
甚至一月，以备失主托人找来。

还了也赚钱，失主有酬谢。
如果失主势力大，官府立了案，差

役、顽主就不能扮好人了，沾这事有牵
连，便责令小偷不露形迹地还回去，在
大街上还到人身上，或者还到人家里，
都不能让察觉，技巧要求更高，小偷行
有谚语“偷来容易送还难”。

土匪进城规规矩矩，由镖局管着，
他们主要是买货，或带女眷进城看热
闹，夜住镖局，白天逛街由镖师陪同。
离了镖师，官府要捉拿。

护镖路上，镖师要向土匪送礼借
路，有交际，人城归镖师管，以免生乱。
即便是通缉的大土匪，有镖局接待，官
府也不会人镖局捉人，滋了是非，则要

连镖局一块惩办。
土匪进城，镖局都如临大敌，镖师

跟土匪不能有私交，接待是江湖传统，
走镖借道的代价之一，土匪也知道自
己讨厌，不给人添麻烦，尽量早走。但
除了买东西、陪女眷看热闹，要寻仇或
作案，镖局决不接待。

土匪如果要镖局接待进城，却做
了别的坏事，就是不道义，被别的土
匪轻视，出了城，自己的山头就守不
住了。

土匪是城外来客，城里有飞贼。晚
清京城荒房多，因为暴发户多、破落户
多，暴发户摆阔置下几十间房的大院
子，但家底薄、人口少，用不上那么多。
大户破落了，便空了许多房。

便有飞贼来借住，飞贼不见得是
偷东西的，或许是被通缉的人，或许
是江湖避祸的人。你要赶他，会招祸，
容他住下去，他也守规矩，决不骚扰
家人，相安无事，走时会留点银两，作
为答谢。附近邻居见你家荒宅晚上亮
了灯，你的解释，只能说闹了狐狸精。
邻居里有见识的，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了。

另一类飞贼便真是翻墙入户地
偷——— 晚清最有名的飞贼叫康小八，
先是入京东路上的路霸，租毛驴、骡
车，租时低价，到了要高价，不给，便打
人行凶，是现今旅游业变相勒索的祖
师爷。后来他不知怎么学了一身武功，
用一对英国产蓝钢手枪，随手而发，所

以称奇。他在城里安下几个据点，夜盗
大户。他的据点有前面说的荒宅，还有
暗娼家、店铺宿舍。康小八让手下到多
个店铺当伙计，他又跟城里混混联系
上，配合行恶，混混儿靠勒索集贸市场
小贩和临街店铺得钱。混混儿是城中
住户，住得零散，他的藏身处就多了。
他觉得偷大户荣耀，是凭本领，就透露
给茶馆里的说书人。那时说书人不但
讲评书，还要讲新闻，添油加醋，将他
说成神人。于是，飞贼有了对抗官府、
傲视权贵的色彩，直到上世纪六十年
代，还有“北戴河出了飞贼，林彪别墅
被盗”的传说。飞贼文化，康小八是始
作俑者。

康小八的死也是传奇，真伪难辨，
说是受了千刀万剐。几十刀致死的剐
刑，一般是对造反首恶，太平天国首领
石达开是剐刑。慈禧当政之初，北京事
变的八大臣是欺君辱上之罪，其中数
人受了次等剐刑，十几刀致死。康小八
受剐刑，按理不够格，但茶馆里如此
说，传遍市井，人人如亲见，说他受了
二百多刀，强撑苦熬，三日方死。太后
听了，也赞是条硬汉——— 可能他生前
给说书人的好处多，或是老百姓喜欢
听。后来北京天津的混混动不动就说

“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就求个死，像八
爷那样”。

老辈武人的信誉高，镖局业务主
要是运银子，几个穷武人，一个简陋院
子，便可接下军饷、铁路修建款的大批

银子，几乎没有手续，口头承诺，官府
放心，商家也放心，不可思议。

给人看家护院，比开镖局次一等，
但身份仍高，主人家不能以雇员看待，
名义上不是雇佣关系，是朋友静 ，给
酬劳不能叫佣金，得叫谢礼。这个身份
地位，是一代代武人保护忠良赢来的。
武人要有义举，保护忠良是武人传统，
忠良是为国捐躯的官员后代、受奸臣
迫害的好官、一生廉洁的清官，他们受
仇家追杀，或是告老还乡，武人义务护
送。常做不露形的好事，得知有人要暗
杀、打劫忠良之家，便自己来了，日夜
守在墙外，打走刺客或劝退匪人，灾退
后也不让他家知道。

一个官员对一个地方的民生、民
风影响太大了，难得出个好官，民间有
本领的人都要维护他，《杨家将》《七侠
五义》反映的都是这种传统。一般土匪
对忠良之家敬畏，不敢去打劫，因为他
造福于民，你祸害他家，会损自家福
气，对儿女的命运不好。

一个小官，承担少，做不到忠良
的高度，光有块百姓赠送的“爱民如
子”匾，但这匾也管用。强盗夜晚潜
入，一见这匾，抽自己一耳光，掉头便
走。

这种匾不是某个乡绅巴结你就
可以送的，官员在任时得不到这匾，
是任满离职时，一方百姓经过公议表
决后送的。尚云祥破例收徒李仲轩，
也因李是忠良之后，母亲家祖辈上为
官的王锡鹏、王燮均死于国难。官府
忘记了，民间一直记着，自有报偿，武
人是这报偿体系的一环。

四 离家擒寇夜返还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韩
瑜
口
述

徐
皓
峰
徐
骏
峰
著

本报现有部分作者签名、题
词《武人琴音》出售。
咨询电话：18653881060

连载五

经作者授权，本报连载《武人琴音》。
《武人琴音》讲述形意拳一门三代——— 尚云祥、韩伯言、韩瑜在各自时代的遭遇，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首次披露尚门韩传形意拳心法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喜峰口之战刀法。
口述者韩瑜系“泰山师兄”。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王世腾 ) 2 4 日，
2015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
在安徽省宣城市举行。会
上，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
林业局正式授予泰安市“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继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人
居环境奖城市等称号之后，
泰安再添一张“国字号”新
名片。

泰安境内有林地面积
25 . 4 3万公顷，森林公园28
处、湿地公园12处、国有林场

13处，其中泰山、徂徕山为山
东省第一、第二大国有林
场。

2013年5月22日，泰安市
全面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工作。“创森”三年来，全
市各级累计投入各类资金81
亿元，全面加快生态环境、
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三大
体系建设。重点实施了城区
绿色空间建设、生态廊道建
设、乡村人居林建设、河湖
湿地景观林建设、荒山荒地
绿化及森林质量提升、破损
山体植被恢复等生态建设

工程，累计新增造林绿化面
积4 . 1万公顷，年均新增1 . 48
万 公 顷 ，占 市 域 面 积 的
1 . 9%，为“创森”之前年均造
林面积的2倍。

截至目前，泰安城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44 . 67%，城区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19 . 9平方米。累计建成市级
以上绿化模范镇(乡、街道)
8 1个，绿化模范村 (社区 )
1946个，分别占总数的92%
和52 . 1%，全市村庄绿化率
达到40 . 63%。

泰泰安安喜喜获获““国国家家森森林林城城市市””称称号号
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后，再添一张“国字号”新名片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邓金易 ) 25日，

泰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泰安市规
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桂
平通报了邮政设施专项规
划有关情况，实现邮政普
遍服务质量达到全省平均
水平。

吕桂平在发布会上说，
市邮政局委托市规划设计
院编制了《泰安市城市规划
区 邮 政 设 施 专 项 规 划
(2015—2020年)》，近期，该

规划已经市政府批复。该规
划范围为城市规划区，主要
规划内容包括邮件处理场
所、邮政营业场所和其他邮
政服务设施三大类。

规划指出，邮件处理
场所，将保留火车站处理
中心，并在岱岳区工业园
新规划1处邮件处理中心，
规划占地面积 2 . 1万平方
米；规划投递部 8处，保留
火车站和青年路 2处投递
部，在岱岳工业园、高铁新
区、泰城东部、东南片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新规划 6
处投递部；中心城区布置
中心支局、一般支局和各
类邮政所等 5 0处，保留 1 8
处，新规划32处，外围乡镇
保留一般支局 1 9处，新规
划1处。

该规划批复后，市邮政
管理局负责做好规划的组
织实施。市规划局负责规划
的发布，加强对规划实施的
监督、指导和检查工作，确
保邮政设施建设按照规划
执行。

邮邮政政设设施施专专项项规规划划确确定定
新设一处邮件处理中心，新建6处投递部

联合假期旅行社迎来千人团队

23日下午6点多，泰安联
合假期旅行社迎来一批北
京的客人，他们统一乘大巴
车来到泰安，人数达上千
人。这也是今年入冬后，泰
安迎来的为数不多的千人
大团，即使在旅游旺季，这
种阵容也十分庞大，在旅游
淡季更是引人注目。

该团队为来自北京的
一家地产公司，成员多数为

“90后”。当晚到达后就前往
封禅大典，利用演出场地开
展年会，后山早已下雪，但
没阻挡住团队的热情。24日
早上天还没亮，千人团队从
红门出发，开始徒步登山，
雪后路滑，也给登山增加了
不少难度。到达中天门后，

他们选择由盘山公路下山。
寒冬接待千人大团，对

于旅行社来说也是个巨大
考验。泰安联合假期旅行社
总经理贾海娟说，进入旅游
淡季后，能接到千人团队很
不容易。这个团在10月初就
找到旅行社达成合作意向，
旅行社前期也做了诸多规
划，以保证旅游服务品质。

贾海娟介绍，旅行社导
游共分成三大部分，在红
门、中天门、南天门等集结
点服务站，帮助团队游客指
引道路、做好各项服务。贾
海娟表示，像这样的千人大
团在旅游旺季也不多见，对
宣传推介泰安旅游形象将
有较大促进作用。 (薛瑞)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路伟 通讯员 吕
园园) 本报健康专刊“空
中诊室”栏目本周四继续
开诊，泰山医学院附属医
院男性科副教授、副主任
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男科
医师分会委员，山东省医
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
委员周玉海将为大家讲解
慢性前列腺炎等男性疾
病。

慢性前列腺炎等常见
疾病困扰着不少男性，特别
是一些老年人。周玉海对常
见男性疾病的诊断、治疗进
行讲解。

下期“空中诊室”栏目
时间：11月26日上午9:30-10:
30，读者可拨打健康热线
18653887225，与专家进行直
接交流，也可提前发送问
题 至 栏 目 邮 箱
jinritaishan2013@163 .com。

下期空中诊室专家聊男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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