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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于清乾隆七年(1742)来山东当
知县，范县(今属河南)5年，潍县7年。其间
多次到济南，诗文中有所记述。

乾隆十二年(1747)秋，郑板桥从潍县
临时调至济南任乡试分房阅卷考官。中
秋节之夜，朝廷派来的主考官德保，在大
明湖南岸的试院宴请郑板桥诸同事，席
间赠诗于郑。郑板桥还敬一首《济南试院
奉和宫詹德大主师枉赠之作》：“锁院西
风画角清，淡云疏雁济南城。桂花不用月
中折，奎阁俨如天上行。模范已看金在
铸，洗磨终愧玉无成。饶他鹊华青青色，
还让先生泰岱横。”

宫詹即詹事府詹事或少詹事。德保
时任侍讲学士兼詹事府少詹事，故称“宫
詹”。主师即寺院的住持，此处指德保为
山东乡试主考官。锁院即试院，考试期间
需封锁院门，以防作弊，故有此称。鹊华
即济南北郊著名的鹊山和华山。后四句
诗的意思是，主考官正以师道铸造选拔
人才，而我惭愧虽中进士却未成大器；尽
管今日济南的文人学子如青青鹊华蔚然
可观，但先生更似巍巍泰山横亘面前。

这年德保仅29岁，郑板桥已55岁。郑
板桥是乾隆元年(1736)进士，比德保也早
一年。郑板桥以狂达自放著称于世，此诗
竟以自贬来吹捧德保，令后人不免感到
些许卑微之态。

提到济南试院的诗，郑板桥还有一
首《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亦写于
此次乡试期间，“山东锁院自清凉，湖水
湖云入槛长。剪取吾家书带草，为君结束
锦诗囊。”于殿元即乾隆二年状元于敏
中，时任山东提督学政(亦称督学使者)。

仍是这次在济南试院，郑板桥写了
一篇《板桥偶记》，文章并无题目，因落款
为“乾隆十二年，岁在丁卯，济南锁院板
桥居士偶记”而得此名。全文共820字，墨
迹至今保存完整，卷长158厘米，现藏上海
博物馆，书法史上习称《行书扬州杂记
卷》。该文主要记述了他与侧室饶氏的爱
情故事，生动曲折，颇富传奇色彩。不过
现代研究者多认为，这故事应是为了掩
饰饶氏的真实身世而编造的美丽的谎
言。

郑板桥与山东胶州人、画家高凤翰
是挚友。他曾在高的《荷花芦苇图》上题
诗：“济南城外百池塘，荇叶荷花菱藕香。
更有苇竿堪作钓，画工点染入沧浪。”郑
板桥另一首涉及济南的题画诗，则是题
在自己的作品上。有一次晋省，正逢浙江
会稽人陶四达偕新妇作客济南，郑板桥
赠以《芳兰灵芝图》并题诗一首表示祝
贺，“芳兰才向盆中植，便有灵芝地上生。
寄语青阳司节候，好春先送济南城。”

除了赠人题画，郑板桥歌咏济南风
物的诗大概仅有这么一首。据山东嘉祥

人曾衍东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小
豆棚》记载：郑板桥在潍县时一次因公来
到省城。上司们对他十分器重，设宴趵突
泉上，三巡过后，请他对景赋诗。郑板桥
应作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
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
泉。”诗成满座拂然不悦，都认为他是故
意嘲讽上台清浊不分。后来，郑板桥以贪
婪等罪名被革职，这首诗大概也是祸因
之一。《小豆棚》乃是一部笔记杂录，所述
多为野史闲话，不可坐实。

这首诗也丝毫没写趵突泉的特色，
只管项庄舞剑，借题发挥。那么还有一首

《平阴道上》，平阴当时属泰安府，今归济
南市，勉强可算专写济南风物的，“关河
夜雨，车马晨征。萧萧日出，荡荡波平。山
城树碧，古戍花明。云随马足，风送车声。
渔者以渔，耕者以耕。高原妇馌，墟落鸡
鸣。帝王之业，野人之情。”平阴位于范县
与济南之间，这首四言诗是郑板桥从范
县到济南，路经平阴时写下的，清新欢
快，充满田园气息。

1934年出版由罗腾霄编著的《济南大
观》，第八章“宫楼阁亭台”写道：“曲水亭，
在城内后宰门百花桥南，仅屋三间，内设
茶座、围棋供人消遣，为济南有名围棋

社。旧有一联云：三椽茅屋，两道小桥；几
株垂杨，一湾流水。此联为郑板桥所书，
今失无考。”

此说流传甚广，或有济南人喜爱郑
板桥的因素在。其实这副对联有违撰联
规则，文辞亦不甚讲究，它的正确版本见
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陈德征亲见后所作
的《游济南曲水亭记》，“两道小桥，一湾
流水；数椽茅屋，几树绿杨”，并未写何人
所作。至1934年，对联原物已失，且距郑板
桥离开山东已经180年了，因此《济南大
观》所述完全是不懂对联之人的道听途
说。由于联语的著作权不明其主，挂在郑
板桥名下，作他与济南缘分的谈资亦无
不可，但不宜当真。

谈到郑板桥与济南的关系，有一个
人必须提及，他就是历城人朱文震。朱文
震字青雷，号去羡，先为高凤翰门生，后
师事郑板桥，诗词书画皆能，以画山水见
长，篆刻尤工。曾衍东《小豆棚》说：“郑有
印章数十方……皆别致，大半吾乡朱文
震所刻。”这话有些过头，但是朱文震为
其师刻过许多印章倒是不假，像“郑为东
道主”“私心有所不尽鄙陋”“康熙秀才雍
正举人乾隆进士”“二十年前旧板桥”等，
很为郑板桥所喜用。对朱文震的篆刻，郑
板桥晚年曾赞道：“刻印之妙，古不乖时，
健而能软，使南阜(高凤翰号)再生，凤冈
(清代著名画家、篆刻家高翔字)复作，当
敛衽而避。”

郑板桥挂冠回乡后，朱文震曾追随
其师客寓扬州。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
三日，郑板桥邀请七位友人欢饮竹西亭，
午后朱文震至，遂为九人会。郑板桥欣然
画九畹兰花以纪其盛，并题诗一首：“天
上文星与酒星，一时欢聚竹西亭。何劳芍
药夸金带，自是千秋九畹青。”

今天，当我们欣赏郑板桥书画时，别
忘了上面钤盖的那些文辞精妙、刀法上
佳的印章，有的乃是吾乡人与郑板桥艺
术合作的遗珍。

明府城史话

70年前，大爷爷参加了济南战役，其
身份竟然是当时颇为少见的坦克兵。

大爷爷生前曾回忆，济南战役虽然是
9月开打，但当年7月党中央毛主席就有了
打济南的计划。当时山东省内的大城市除
了济南、青岛，其它城市都解放了。济南是
省会与交通要道，连接华北华东，战略位
置重要。济南守军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
令官王耀武下辖兵力10万人，另有徐州17
万机动兵力待命支援，王耀武曾公开宣
称，“济南城防，固若金汤，是攻不破的堡
垒。”一旦攻下济南，将对军队士气、对整
个解放战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
仗是一定要打而且要打赢，大爷爷所属的
华东野战军也接到了打济南的命令。

坦克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鲁南战役过程中，山东野战

军和华中野战军缴获了24辆坦克(美制18
辆，日式6辆)，负责接收这批坦克的是华
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第三支队指导员赵
之一。缴获坦克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但赵之一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他的部下
没有一个人会开坦克，眼看着硕大的战利
品却开不走，急得他直跺脚。

后来，通过军区后勤部找来了几位懂
技术的老兵。大爷爷入伍前曾在机械厂从
事过机器维修，入伍后也常参与火炮武器
的维修，这次就作为技术人员与其他五位
不相熟的战友，在俘虏的帮助下，他们钻
进坦克鼓捣半天，竟晃晃悠悠地把几辆坦
克开走了。

随后就以这6辆坦克为基础组成了坦
克队。因为缺少油料，大爷爷他们只能跟
着懂技术的俘虏进行基本的训练。坦克队
参与的首场战斗便是9月16日午夜攻打济
南外围的王舍人。
王舍人是当时国民党历城县政府驻

地，有圩子沟等三层防护，非常坚固，只有
拿下它才能打入济南城。不料，在战斗中
坦克队与渤海纵军配合生疏，后来只好退
出了战斗，可谓出师不利。直到9月21日打
国民党保安第六旅(此时王舍人国民党守
军已被全歼)时才真正发挥作用。
国民党保安第六旅固守在老济南霸

王桥一带(今和平路诚基中心附近)，解放
军参与战斗的队伍是73团，当时双方互有
胜负。华东野战军9纵司令员聂凤智认为
战斗推进太慢，命令将坦克队调来配合73
团。大爷爷回忆，73团团长张慕韩为此专
门召开了由步兵、炮兵、坦克兵协同作战
的专题会议，商量协同作战的事宜。他要
求1营营长抓住坦克攻击的间隙攻占永固
门，并保证坦克的安全——— 当时参战的仅
有两辆美式坦克。

当大爷爷驾驶着其中的一辆坦克出
现在永固门外时，国民党守军竟有点摸不
着头脑——— 解放军什么时候有坦克了？当
坦克开到跟前，他们看到坦克上尚没有来
及得涂去的国民党标志时，竟然喊起来

“别打了，别打了，保六旅的，自己人，自己
人。”不喊还好，这一喊就暴露了目标。一
听是保六旅的，打的不就是你嘛！坦克对
着地堡猛轰了一阵，很快就扫清了永固门
外的地堡群。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基本扫清了外
围敌军，22日晚19时开始总攻外城。这时另
外两辆坦克也参与了进来，4辆坦克成弧
形奔向永固门外的守军。
在榴弹炮的配合下，坦克队将城门左

侧炸开了一道6米宽的豁口，后续部队借
此突破了济南外城的永固门。保六旅旅长
徐振中直到被俘都不明白解放军何来的
坦克，他说，“那天，你们的坦克群迫近来，
我整个旅秩序大乱，无法指挥……”

大爷爷说，外城墙高七八米，厚四五
米，根本打不透，但经过英勇奋战，还是在
23日全歼守敌。23日下午6时，解放军从东
南、西南等多个方位对内城发起总攻，当
时东南也就是现在的解放阁一带最先被
攻破，次日解放济南全城，活捉了化装逃
跑的王耀武。

值得一提的是，24日济南战役结束
时，华东野战军又缴获了国民党军队16辆
日式坦克，4辆美式坦克，坦克部队实力大
增，有些参加了后来的三大战役，为解放
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贡献。

有诗朋约我赴九如山登高赏秋，欣然
应赴。车往东往南疾驰，高楼如林，车穿行
在林间，一路打碎着我对南部山区的印
象。不出自家的藩篱不知城市化进程是个
啥模样，只要往外走几步，就知道城市大
得没有边际，乡村渐渐地融入城市中。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到南部山区参加
农业劳动，一年两次，夏收麦，秋收薯，都
是很劳累的农活。清晨即从学校出发，背
着行李卷走进无垠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
山脉，山不高，但是绵延不绝，队伍在山路
上穿行，开始还觉得新鲜，翻过几个山头，
那山就成了一个模样，一座座横亘在眼
前，始知行路难。行路之难不在于路的漫
长与危艰，而在于永远也走不出希望。我
们去劳动，不是去挣取薪酬，相反，每人每
天要向生产队交两角钱菜金和一斤粮票。
劳动一个星期，要交六斤粮票、一块二角
钱。这对任何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一则
粮票金贵，二则一块二角钱对有些贫困家
庭的同学是全家一天的生活费。劳动却要
付出费用，费用近乎奢侈。对于生产队这
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除了卖粮，他们没
有任何现金收入，山区粮食收成低，留下
口粮，出售的粮食有限，能盈余多少钱？粮
票对于他们更是稀罕之物，粮票是城里人
生活的专利，农村人无缘获得。粮票与现
金捆绑到一起可以买糕点等粮食制品。农
村人既缺现金更无粮票，所有的糕点之类
都拒他们于命运之外。种粮食的人吃不到
粮食制品。当时在两种人群之间是羡慕与

被羡慕，优越与卑贱，今天想来，令人唏
嘘！劳动之劳不可怕，怕的是没有东西吃，
我们劳动之余，三餐吃的是“甜中的苦”，
全是地瓜和农家腌制的萝卜。地瓜吃到嘴
里是甜的，吃不了几顿，胃里开始泛酸，同
学们人人吐酸水，半夜趴在草铺上呕吐。
至今我拒绝吃任何红薯食品，甜美的烤地
瓜，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我连看都不看，她
们不解，问我为什么不吃。她们其实不知
道，肚里没有粮，天天顿顿吃地瓜那是怎
样一种折磨。那种折磨深深留在生命的基
因里，遇则排斥。

我们劳动的那个山村在群山环抱之
中，从一个豁口进去，路是石的，墙是石
的，院是石的，碾子是石的。一围石墙，架
上梁，铺上茅草，就是房。有人说，这山村
充满诗意。我说，你是吃饱了，进去走了一
遭，就有诗意了。你住进去试试？陶渊明
说，“悠然见南山”，你吐一天酸水，恐怕早
趴在土炕上，连房山也看不见了！

这是我对南山的印象。然而南山的劳
动磨砺了我们的坚忍，把一群城里孩子的
性格也变成石。是一辈人在共和国的基座
上铺就的基础。

汽车冲出楼的林，驶入山边。开始，山
丘稀落，岭也低平。拐了几个弯，山就高起
来，拉起了手，并起了肩，波浪般向南天推
去。半山间有一座座小楼，极尽想象地去
盖，风格别异。楼外停着拖拉机和运输的
汽车，堆着收获的玉米、南瓜。这就是当今
的农家。一群群的楼舍让居住逼仄的城市

人羡慕不已，再也不见了那石头的世界。
弹指间已是半个世纪。

我自知空有悯世之心，没有救世之
功。南山人改变着我的印象，从他们拿着
我们的粮票进城买了糕点在节日里举行
家祭，到他们载着新鲜的蔬菜进城叫卖，
他们的运输工具从摩托车变成农用小汽
车，又变成厢式小货车。春天里，我曾问一
位卖草莓的大嫂，收入几何？那位大嫂风
尘仆仆，一身农装沾着些许泥土，她告诉
我，十几万！说，你们城里人不行了，下岗
的下岗，吃低保的吃低保，哪像我们！话里
洋溢着自豪。我见过卖菜的农民呵斥掰人
家菜帮的城市人，那一番感叹是前一番感
叹的颠倒。什么叫沧桑巨变？沧桑巨变在
我们不知不觉间，就在我们眼前。都说勤
劳致富。我们民族五千年，何年不勤劳？可
是我们没有普遍富足。现在我们富起来，
我想是国家的政策。走进南山，从入山的
第一步起，我读懂了改革政策的功勋。

九如山原来就是我曾劳动过的山，那
是农家的山。现在栈道环绕，瀑布直挂云
霄。秋深了，枫叶几片点缀着碧蓝的天空，
柿子挂在梢头格外夺目。我们在山的栈道
上拾级攀登，遂问同行的诗友：何为九如？
朋友们一时语塞，于是我们就凑起来：一
当世事如意，二当素志如愿，三当信念如
铁，四当激情如瀑，五当行止如矩，六当养
气如虹，七当敬友如宾，八当担当如山，九
当人生如歌。九如确立，顿时心情大爽。九
如至尊。

【城市微旅】
□孙葆元

九如山秋韵

郑板桥与济南

□韦钦国

开着坦克

进济南

【泉城忆旧】

□周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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