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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翠竹竞发碧绿如烟而得名的万竹
园，是泉城济南难得的一处风雅幽静之
地，虽与趵突泉仅一墙之隔，却是墙里墙
外两重天：墙外是喷涌的泉水，像喝醉酒
的李白，口若悬河，吐诗百篇；墙里是郁
葱的翠竹，像熟睡中的清照，恬静淡雅，
飘逸忘尘。

万竹园始建于元代，因园中多竹而
得名。明隆庆四年(1570)，内阁大学士、历
城人殷士儋(1522—1581)不肯与祸国殃民
的权臣高拱同流合污，辞官归里“筑庐于
泺水之滨”，这“泺水之滨”的栖身之地，便
是万竹园。殷老先生为官清廉忧国忧民，
居庙堂之远仍不忘天下百姓，取“万民同
乐”之意，将万竹园易名为“通乐园”，人称

“阁老亭”，也叫“殷家亭”。在去世前的十
年多时间里，他两耳不闻窗外事，整日只
是与一帮文友谈天说地、赋诗作画、著书
立说、设坛讲学，从者如云，为这片荒芜
的竹林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明朝灭亡后，万竹园几经倒手被一位
姚姓秀才购得，后因姚家家道破败，美苑渐
渐荒芜，沦为一片菜园。又过了六七十年，
园子转到一位姓王的孀妇手中，虽经修缮
有了一定起色，但也只是一处普通的农家
小园，人称“王氏南园”。使小园起死回生重
新勃发生机的是诗人王苹，他于清康熙三
十一年(1692)购得此园，经过多年精心打磨，
为万竹园营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精气
神，并终使它成为了济南的一方名胜之地。

王苹(1661-1720)，祖籍浙江，十四岁随
父落户历城，虽不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
却对济南情真意浓爱得深沉，一生写下
了无数赞美济南的优美诗篇。他对宋代
大诗人黄庭坚用“潇洒似江南”评价济南
并不满意，说“湖干烟乱柳毵毵，是处桃
花雨半含。七十二泉春涨暖，可怜只说似
江南。”在他看来，济南既有小桥流水人
家，又有柳烟桃雨清泉，如此风姿卓群的
景色应该更胜江南一筹才对！

王苹购得此园时园内有望水泉、登州
泉，其中望水泉在金代《名泉碑》所载的济
南七十二名泉中列第二十四位，于是他将
筑于泉畔的书斋命名为“二十四泉草堂”，
自号“二十四泉居士”。晚年他依竹邻泉而
居，在清风翠竹中汲取山水灵气，对自己的
三千多首诗词筛选润色，编辑了《二十四泉
草堂集》。王苹的入住，使万竹园情趣更雅，
诗意更浓，是殷士儋之后又一在万竹园居
住的名人雅士。

王苹之后，由于天灾人祸及连年战
乱，万竹园房塌墙倒复又荒芜了多年，现
在人们见到的万竹园，是民国时期在万
竹园废弃的旧址上重新修建的，重修万
竹园的，是一位叫张怀芝的山东督军。

张怀芝(1862—1934)，山东东阿人，出
身贫寒的他为出人头地，早年投奔北洋
军，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深得袁世凯赏

识，一路飙升得以重用。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他奉袁世凯之命来山东组建新军
第五镇，袁授意他发动山东官绅募捐，为
自己修建生祠。袁世凯认为，他任山东巡
抚时以“德”施政，并镇压义和团有功，山
东人民理应感恩戴德，为他修建生祠予
以纪念。然而精明狡诈的张怀芝则觉得
自己初来乍到又是军职人员，担心贸然
募捐非但不能成功，反而弄巧成拙引起
众怒嫁祸于自身。于是他向袁世凯表白，
不用募捐，由他自己出资修祠好了，而私
下里却打着为袁修祠的旗号大肆敛钱。
这样既讨取了主子欢心，又肥了自家腰
包，可谓名利双收，一举两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在万竹园购
得了40多亩建祠土地的张怀芝调离山东，
改任天津镇总兵兼第四镇统制，为袁世
凯修建生祠一事得以搁置。光绪三十四
年(1908)，德宗、慈禧先后病故，清廷下诏

“命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
袁世凯被逼下野回到河南老家，而此时
的张怀芝则由天津调往北京出任北洋防
务大臣。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如此大
的变化，张自然不会再提为袁修建生祠
一事。宣统三年(1911)，清廷迫于形势需要
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张怀芝自
感无法再与之相处，遂辞职回到济南，并

有了在万竹园废墟上营建私宅的打算。
1916年5月，张怀芝东山再起，被黎元洪大
总统任命为山东督军，同年10月兼任山东
省省长，从此名正言顺地开始了长达十
年的官邸营造工程。可怜袁世凯一心希
望能在山东见到为他歌功颂德的生祠，
最终却成了张怀芝的私家花园。

为修建这所官邸，张怀芝煞费苦心，他
兼容北京王府、南方庭院、济南四合院的建
筑特色进行综合设计，邀集南北之能工巧
匠精心施工，历经十年才完成了这项精品
之作。该园分为东、西、南三套呈品字排列
的院落，下设13个庭院共186间房屋，另外还
有5桥4亭1个花园，并圈进了望水泉、东高
泉、白云泉等数个名泉。园内建筑玲珑雅
致，古朴清幽，颇具“清、幽、静、雅”的隐士之
风。曲廊环绕，院院层进，空间一环扣一环，
庭院一层深一层，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
景致。溪流、泉池与院落建筑动静相映，形
成院院相通，流水潆洄之景观。楼台亭阁参
差错落，结构紧凑，布局讲究。石栏、门墩、
门楣、墙面等处多有石雕、木雕、砖雕，刀工
精准，手法细腻，形象逼真，为万竹园“三
绝”，令观者咂舌称奇。

园内的花卉植物也与众不同大有讲
究，芭蕉是迎客的美人，修竹是引路的书
童，牡丹寓意着富贵，松柏象征着长寿，
发财树代表着招宝，步步高意味着官运。
还有分别种植杏花、海棠、木瓜、石榴并
以此命名的四个主要院落，是主人根据
花卉寓意、开花早晚以及花期长短精心
设计的，极显“竹影拂阶尘不起，月光穿
池水无声”(院内桥亭楹联)之典雅风韵。

1951年，万竹园由张氏后人卖给了人民
政府。1984年，经过全面修缮后万竹园对外
开放，并在张府院内设立李苦禅纪念馆供
游人参观。1995年，万竹园交由趵突泉公园
管理，成为趵突泉公园的跨院。1996年泺源
大街扩建，万竹园前院被拆。1999年公园拆
除了与趵突泉相隔的围墙，从此万竹园成
为趵突泉公园的园中园，即人们今天看到
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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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
万竹园
□李振声

□李乐军

1982年10月31日，我们几十名年龄相仿的
农村青年，从鲁中山区的一个封闭小镇当兵
来到济南。绿皮火车从县城出发，绕道磁窑，
到达济南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我们被带
队领导引着走出车站来到广场集合。
紧接着是分配单位。一位穿“四个兜”的

大个子领导手里拿着花名册，旁边另有一人
给他打着手电，领导念到谁的名字和分配单
位，就由所在连的领导从队伍里领出来站到
一边。我支起耳朵听着。终于听到那浑厚响
亮的声音叫到：“李乐军！”“到！”我赶忙应答。

“去七连。”话音刚落，到我们那儿带兵的江副
指导员就来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出列。原
来他就是七连的副指导员，我暗自庆幸，因
为火车上已和他相熟。

分配完毕，我和王玉民、李增产等8名同
志分到同一个连队，由江副指导员带领乘车
去营房驻地。江副指导员说：“现在上车，请大
家注意安全，我们大约还需要半个小时到达
驻地。”

汽车从南门进入，七拐八拐，又从北门
出来，高墙外几排瓦房隐约展现，周边全是
菜地，薄薄的清雾笼罩着，门口幽暗的灯光
下一个哨兵持枪站立，目送我们进了营区，
老远还探着身子往里瞧。老兵们热情得很。
他们边高呼欢迎新战友，边把我们的行李搬
到宿舍，帮助我们铺好床铺，并从食堂打来
包子，江副指导员和新任命的毛班长陪我们
一起吃了军营里的第一顿饭。

由于从另一地区征的新兵还未来到，我
们的新训任务没下达，所以到部队后的前两
天也就没多少事做，除打扫卫生擦玻璃外，
毛班长又教了我们叠被子。第二天下午，我
们闲得无聊，王玉民说：“咱去逛百货大楼
吧？”“好！”大家异口同声，背上挎包就出了
门。我们还没有配发帽徽领章，肥大的军装
包裹着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身体，走起路来
呼啦呼啦的。

刚到南大门口，连长迎面走来。“你们这
是去哪儿啊？”连长问道。“我们去百货大楼逛
逛，顺便买点东西。”“噢，注意安全，早点回
来。”与连长打过招呼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坐
上10路车，到甸柳庄又换乘1路电车直奔百货
大楼去了。

泉城路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商品琳
琅满目。我们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左瞧瞧，
右看看，一双眼睛觉得不够使，两条腿则迈
不开步。眼看就要到百货大楼了，迎面过来
两个长发小青年。“新兵蛋子！新兵蛋子!”那
两人中不知哪位喊了两声。我们8人都停下
脚步，16只眼睛瞪着他俩。王玉民长我两岁，
个子也高，首先他开了腔：“你说谁新兵蛋
子？”那胖点的长头发说：“说你们呀，难到你
们不是新兵蛋子吗？”“再说一遍，看我不揍扁
你！”说着攥紧了拳头。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
进城，但仗着年轻气盛，又加之人多势众，一
个个也都握紧了拳。

眼看一场格斗就要发生，这时一声大喊
从身后传来：“干什么？都老实点！”大家循声
望去，毛班长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冒了出
来。两个小青年一看，借机溜了。我们8人耷拉
着脑袋怔怔地立在那里。

“谁让你们来的？跟谁请假了？都给我回
去！”毛班长说完就往车站那边走，我们跟在
他的身后，一句话不敢说，你看看我，我瞧瞧
你，相互撇撇嘴，龇龇牙……
回到连队，进了屋里，毛班长命令我们

靠墙站好。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谁带头去的？”毛班长问道。我们都垂着

头不敢看班长。
王玉民小声道：“是我先说去的。”那声音

像蚊子哼哼。
“你们几个有谁提出过反对意见没有？”
“没有，他提议去我们就同意去了。”大家

瓮声瓮气地答道。
“都给我写检查，最少写两页信纸，王玉

民写3页，5点前交上来，写不出来就别吃晚
饭！解散！”

原来，连长回到连部后立即找了毛班
长，问他我们出去有没有请假，为什么不安
排老兵带队，并把他训了一顿，命令他立即
把我们追回。

就这样，百货大楼没逛成，我们每人还
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上午，指导员给我们
上政治课，题目叫——— 从普通老百姓到一名
合格军人的转变。

第一次逛百货大楼

【城市记忆】

这张老照片曾在本栏目
刊出，笔者深入调查后发现，
卖“钱”行当的背后故事令人
唏嘘。

这张日本发行的明信片，
发行时间约为1907年-1917年，
明信片的日文注释中，竟然将
中国流通的制钱(官方铸造的
方孔铜钱)称为“济南特产”，年
输出量高达1000万枚以上。图
中即将被转运或熔炼的制钱
堆积如山，两个人坐在其中，
一个戴鸭舌帽的日本不法商
人和一个手拿铁锹、肩搭毛巾的中国苦
力坐在一起，获利甚丰的日本商人表情
凝重，获得蝇头小利的中国人却面带微
笑，他或许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也不
会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中国社会和中
国人民带来什么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制造枪
炮子弹的重要原材料铜和锌需求量激
增，由于市场上这两种原材料供不应求，
价格扶摇直上。而当时中国流通的制钱，
基本上是由铜、锌两种材料铸成，其中铜
的含量为1/2，锌的含量为1/4。日本的奸
商、浪人见有利可图，便利用日军武力
占领山东的时机，在山东境内大肆非法
贩卖中国制钱。他们以低价收购中国制
钱，通过胶济铁路运至青岛，再由海船
运至日本，经熔化提取铜锌后，再高价

出售给欧战各国，从中牟取暴利。
日本人最初是亲自收购制钱，原物

运走，通过车载或雇佣苦力腰缠、肩挑运
送至胶济铁路车站到青岛，再装船水运
至日本国内进行精炼。后来为避人耳
目，同时为便于运输，节省运费，日商
又在山东各地设立熔炉，就地冶铸成铜
块后再运往日本。与此同时，日本人还
收买中国汉奸和不法商人代为收购和熔
炼。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介绍，
1916年的制钱市场价为每百斤约值大洋
17元左右，而日本人均照20元预先给
付，所以内地的奸民争相为日本人效
力，非法代购制钱。

日本人贩卖中国制钱的行为是中
国法律所不允许的，当时的北洋政府
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三令五申严禁贩运

制钱，日本驻济南领事林久
治郎也于1915年11月19日发
出了禁止日本人贩卖制钱
的告示。但实际上，日本当
局不仅未予切实禁阻，反而
在济南日本驻军的保护下，
更加有恃无恐地纵容、包庇
制钱走私行为。1917年3月9
日，日本人在济南违禁贩卖
制钱，商埠警察对其运钱
车辆查验时，遭到日本人
枪击，中国巡长被日本军
人捕去，经北洋政府外交

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唐柯三到日本驻济
领事馆进行交涉后才被释放。

由于制钱是当时中国的重要流通
货币，日本人在山东走私制钱的行为，
严重扰乱了山东乃至全国的金融秩序。
民国初年被日本人掠走的制钱数量已
无法计算，据日本人统计，仅1915至1917
年的三年间，日商运到青岛的制钱及熔
铸铜块合计达10万吨。日商的大肆掠购，
致使山东以至邻近各省的制钱日少，严
重影响了市面流通。制钱行情的上涨，
又间接引起了银元价格的昂贵，导致了
金融恐慌，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经济负
担。直到1922年日本归还山东主权后，日
本人在山东走私中国制钱的行为才逐
渐停止，但走私制钱行为对中国经济的
破坏和造成的深远影响却远未停止。

【影像老济南】

□陈强
日本在济南的制钱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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