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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专
打日本鬼，保护老百姓。”这是抗日
战争时期广泛流传于今邹平、高青、
桓台等小清河流域各县的一首民
谣，妇孺皆知，老幼同唱。民谣中歌
唱的三司令，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三支队司令马耀南、渤海军区第六
军分区副司令马晓云和八路军山东
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独立营营长
马天民，三人乃一母同胞，马耀南为
大哥，马晓云居中，马天民是小弟，
都牺牲在抗日战场。

马耀南(1902-1939),原名马方
晟,祖籍邹平西董街道沟西村,
1902年7月出生于长山县三区北旺
庄(今属淄博市周村区)一个比较富
裕的农业兼手工业者家庭里。为振
兴中华,马耀南受“实业救国”思潮
的影响,锐意求学深造,1924年考
入在天津的北洋大学,攻读机械工
程专业。

在大学里,马耀南接受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国民党,
并担任国民党天津市第二区党部成
员,同时,他还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和
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因为不满蒋介石政权的统治,马耀
南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参与反蒋活
动。1930年,马耀南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随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离开
天津,避居河北永清县的乡村中学。

1933年夏天,长山县的乡绅联
名邀请马耀南回家乡担任长山中学
校长。8月,马耀南正式上任。经过
几年的建设,长山中学不仅设有初、
高中班,还增加了一个四年制的师范

班和一个附属完小,教学质量逐年提
高,成为在全省有影响的中学。

1937年，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派
共产党员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到
长山中学,建立了直属于中共山东
省委的长山中学党小组,组织发动
长山地区民众抗日。马耀南抵制国
民党顽固派的压制,支持、帮助党小
组在校内建立各种抗日组织,举办
游击干部训练班,他还联系社会各
界人士成立了长山县抗日后援会,
开展募捐活动,支持进步学生举办
抗日演讲会,到街头巷尾进行抗日
宣传,唱歌曲,演话剧,很受群众欢
迎。一时,长山中学抗日热情空前
高涨,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好了思想
和组织准备。

1937年12月24日,日军轰炸
长山县城,国民党长山县军政人员
弃城南逃。长山中学党小组当即决
定赴30公里外的黑铁山举行武装
起义。26日,由姚仲明、廖容标、赵
明新带领的部分师生在黑铁山下的
太平庄宣布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任司
令。马耀南则留在当地做相关准备
工作,他动员两个弟弟拉起队伍,坚
决抗战,安排家属到亲友家中,又去
长山三区和八区联系抗日事宜,筹
备粮款和枪支弹药。随后,他带着
筹来的3支枪及钱物赶到黑铁山,
担任第五军参谋长,同时任临时行
动委员会主任。

起义队伍初创,万事俱难,首要
的就是部队供应问题。马耀南召开
乡绅、名流座谈会，在会上带头捐

助,与会乡绅深受感动,积极主动捐
献粮款,很快扭转了部队的困境。
到 1938 年 3月,部队发展到 2000
多人,收复并进驻邹平县城。为拉
拢马耀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沈鸿烈委任他为鲁北行署抗日纵队
司令,而他却将委任状撕得粉碎。
他在鲁北抗日军政训练队毕业证上
写下抗日誓言:“不怕流血,不怕流
汗,抗战到底,才是好汉。”廖容标率
领一部南下鲁中,马耀南继任司
令。到 6 月,部队发展到 5000 余
人,在邹平县城宣布接受共产党的
领导,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
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杨国
夫为副司令,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
为政委。1938年7月,三支队司令
部在邹平城被顽军张景南、高竹筠
部包围,马耀南身边只有少数警卫
部队,情况异常危急。他沉着指挥,
击退了顽固派的进攻。10月,由苏
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和清河
特委书记霍士廉介绍,马耀南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日伪军突
袭司令部驻地小李家套,他巧妙组
织群众,军民协同作战打退敌人,消
灭日军 20 多人,伪军 100 多人。
1938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
第三支队改称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三支队,辖七、八、九、十和特务团,
活跃在淄博山区和寿光、桓台、长
山、邹平县等小清河以南的广大地
区,创建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

部队克邹平、攻长山、打周村,
袭汽艇、炸火车,配合友军攻入济
南,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名。

在马耀南的影响下,他的弟弟马晓
云、马天民也都参加了三支队并成
为骨干。

1939年5月,三支队接到山东
分局关于开展章丘、齐东地区工作,
打通与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联系的指
示,遂于 6 月初集中部队 3000 余
人,进驻邹平城西北刘家井一带。6
月6日,日军搜罗了济南、张店、周
村、邹平、惠民、齐东等地6000余人
包围了刘家井。马耀南与副司令杨
国夫临危不惧,召开了团级以上干
部紧急会议,决定打好这一仗,扩大
抗日力量。他们指挥部队激战一整
天,以简陋的装备,打退敌人多次进
攻,消灭日伪军800余人,成为山东
抗战史上颇具影响的一次战斗。同
时,三支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
亡300余人,并且未能实现上级的
意图。

1939年7月22日,三支队司令
部在桓台县牛王庄驻扎时被敌人发
现。敌人纠集附近据点的兵力,很
快合围了牛王庄。马耀南率司令部
机关人员突围至临近的大寨村时不
幸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为纪念马耀南,三支队将抗战
剧团改为耀南剧团,清河区成立了
耀南中学,长山县改为耀南县等。
2014年8月,马耀南、马晓云被列入
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
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
物》,略有修改。

抗日司令马耀南
侯玉杰

至1976年汛期，正值河口初改
清水沟，新河道泄洪不畅。1976年
8月29日，黄河水位全面上涨，超过
警戒水位，大堤偎水，生产堤全部冲
垮，全面漫滩。9月1日，赵四勿护
滩一号坝出险，为使洪水不在此处
夺溜重归北镇前大清河故道，滨县
防汛指挥部根据省、地防汛指挥部
指示，成立临时抢险指挥部，组织滩
内外民工300余人、北镇驻军一个
连、油田工人100余人以及机驳船
六套抢险，并让前来参战的地区京
剧团、吕剧团的200余人在张肖堂
卸车装船，支援工地料物。经过四
个昼夜的奋勇抢护，避免了一场夺
溜改道的新险发生。

1976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
花园口先后出现两次洪峰，流量均
超过9000立方米/秒。两个洪峰进
入山东后合二为一，9月5日到洛口

时，洪峰流量达8000立方米/秒。9
月6日夜，洪峰进入滨州黄河段，水
量大、水位高、来势猛。

由于蒲城县城自清咸丰五年
黄河夺大清河河道以来从未进过
水，城内群众因有依赖原护城堤的
麻痹思想，导致不愿迁出。滨县指
挥部根据洪峰预报推算，原护城堤
不能防御这次洪水，于是下达了

“限二小时全部撤出”的严令，同时
组织大批干部挨家挨户动员，急令
当时还住在城里的居民以及已经
迁到护城堤外的老蒲城、北关等村
庄居民搬出城外，1000余人于9月
6日22时全部强制运出。9月7日
2时30分，当有些城内居民还在为
有些东西尚未来得及搬出而遗憾
时，护城堤溢决，瞬时黄水灌满全
城，水深6米以上。

果断的指挥、坚决的行动，使得

这里避免了一场人死村亡的大灾
难。有当年参加此次防汛的亲历者
口述：9月7日晚，黄河水位猛涨，高
杜防汛队负责高杜至六街共500米
的大堤巡逻，往南约500米就是老
蒲城。远远望去，一片漆黑，除轻微
的浪花声外，一点声音也没有，似乎
一切都在浪花声中凝固。突然，洪
水沉雷般的咆哮声、房倒屋塌声、鸡
的悲鸣声、猪的哀号声、狗的惊叫声

远远传来，不绝于耳，远远地就听到
有人在喊“蒲城的护城堤决口了”。
天亮后往河里一看，到处漂浮着门
板、屋梁檩条、猪羊，这都是老蒲城
被水淹后漂出来的。所幸城中居民
早已在政府领导下安全转移,没有
出现人员伤亡。但这座存在了784
年的古城从此消失于历史长河。直
到20世纪80年代，蒲城的轮廓和
城墙的残垣断壁依旧能清晰可辨。

消失在黄河水中的千年古城(中)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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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赵新亮 报道）为积极响
应乡村文化振兴号召，传承和发展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1月26日
下午，滨城区杨柳雪镇组织开展走
访慰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活动。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与非遗
传承人进行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
们在非遗传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鼓励他们积极发挥“传帮

带”作用，做好非遗传习工作。
剪纸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

库里具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刘根英
老人是杨柳雪镇李赞皇村人，
2015年被确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根英今
年82岁，依然坚持剪纸创作，家
里随处可见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
题剪纸。据了解，她自幼随母亲学
习剪纸，并积极参与非遗展览和非

遗文化进校园等活动，为滨州民间
剪纸艺术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她
的多种剪纸作品被收藏于滨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陈列室，其
作品屡屡被选送参加剪纸展览、大
赛，并多次获奖。面对走访人员，
刘根英老人畅谈了关于保护和传承
非遗文化的建议，并表示愿意继续
做好非遗剪纸艺术的传承。

杨柳雪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

委员田丽表示，在今后的非遗保护
工作中，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进一步
提升非遗保护和传承水平，同时切
实关注了解传承人生活及创作状
况，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鼓
励他们继续为传统文化事业的繁荣
发展献计献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序有效地传承弘扬下去。

82岁剪纸传承人坚持创作美丽乡村作品
杨柳雪镇相关负责人上门走访，鼓励做好非遗传承

当这本旧书 《儒林外史》 终
于被我这样一位过日子精打细算
的属鼠人士以极划算的价钱真真
切切、全须全尾地淘到手上时，
那份窃喜的好心情，只能用电视
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晶笑
话她妈妈褚琴一厢情愿地相中一
位小伙子做自家女婿时说的那句
——“就跟偷摘了邻居家的嫩黄
瓜似的”来形容了。

因年深日久、岁月侵蚀，这
本《儒林外史》原本华美体面的
外套已然不存，仅剩硬纸质内壳
包装。墨绿色书脊上的“中国古
典文学读本丛书，儒林外史，人
民文学出版社”烫金书名、出版
社字样清晰可辨。封底的“统一
书号”和“定价：2.90 元”字样
如新。版权页“1958年11月北京
第1版、第1次印刷”和“0001—
2000册”的出版印刷时序及面世
（存世想必更少）数量，简直“亮
瞎爱书人的眼”。这些，都是我把
这位“老兄”高接远迎延至案头
的硬核缘由。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
安徽全椒人，生卒年为清康熙四
十 年 （1701） 至 乾 隆 十 九 年
（1754）。他的生活年代和寿限，
甚至人生经历，均与曹雪芹相
近。他出身缙绅世家，幼年聪
颖，善于记诵；早年生活豪纵，
后屡困科场，家业衰落，阅尽世
态炎凉；晚年研究经学，穷困以
终。书中刻画了一个虽然出身

“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之
家，但却出淤泥而不染、不与世
俗同浮沉，傲然独立于儒林群丑
之外的“杜少卿”形象，这是吴
敬梓的自画像。这一点，也很像
曹雪芹与贾宝玉。

吴敬梓开始写这本书，估计
是在 1736 年后的几年间。书成
后，也一如《石头记》，最初只有
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出现在
1768年至1779年之间，由吴敬梓
的一个晚辈金兆燕在扬州所刻。
这个金刻本仅有记载，至今未
见。现存最早的则是嘉庆八年
（1803）卧闲草堂本。这部1958年
版本，就是用“卧本”作底本校
订重印的。

亦如曹雪芹 《红楼梦》 第一
回即云“无朝代年纪可考”，吴敬
梓也把书中故事的年代假托在明
朝，然而实际写的是清朝，是他
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察、提炼。
故书中故事的时代背景、城乡风
俗、人物语言均可与 《红楼梦》
互为比照。

《儒 林 外 史》 全 书 约 36 万
字，主要是用讽刺的笔调，写出
当时一群知识分子可笑甚至丑恶
的形象——所以后来有人把钱钟
书的 《围城》 称为 《儒林外史》
的现代版。对于科举制度的虚伪
性腐朽性，该书也从侧面给予深
刻的揭露、鞭挞。

《儒林外史》的结构，和一般
长篇小说不同，它没有连贯全书的
核心人物和故事，而是以若干自成
单元的故事连缀而成。在上一回露
了一小脸的配角龙套，可能到下一
回就成了主角。时间跨度八十几
年。移步换景、换人、换故事情
节，又像是《清明上河图》。看似

“有枝无干”，实则表面松散而内中
见骨，透出的是符合中国人审美习
惯的散点透视原则。

1958 年版 《儒林外史》 的校
注者张慧剑（1906—1970年），因
与张友鸾、张恨水同姓，都是安
徽人，又都是新闻记者和小说

家，被合称为文化圈“三个徽骆
驼”。电影剧本《李时珍》是他写
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
版，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1956
年上映，沈浮执导、赵丹主演。

《儒林外史》 版本众多。除
“卧本”外，旧本还有注礼阁刊
本、艺古堂刊本、潘世恩抄本、
群玉斋活字本、申报馆排印本、
申报馆巾箱本、齐省堂增订本。
按回数分，则有50回、55回、60
回、56回四个版本。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排印
本有些是55回本，是不全的。比
如张慧剑校注的这部 1958 年版，
虽然底本采用的是祖本56回卧闲
草堂本，但有意把最末一回“神
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
祭”删去了，也成了55回。张慧
剑认为这一回“没有情节”，只是
写皇帝下一道旨意，把书中提到
的许多人一榜尽赐给进士出身并
授职翰林完结，所以只保留了这
一回中的“沁园春”词，作为结
束。除人民出版社外，江苏古籍
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多家出版社
在各个年代均有出版，一印再
印。劣质的盗版书也屡见不鲜。

我手头这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年出版的“六角丛书”《儒林
外史》就是56回本。这本书不光
回目齐全，而且价钱便宜。所谓

“六角丛书”，是以每印张 0.60 元
作为单色图书的基价，因此而命
名。“六角丛书”一时成为“低定
价、高品质”图书的代名词，也
为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推荐语
有一句是：“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
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

钱嘛，倒是省了，但此版
《儒林外史》最大的问题，是省掉
了程十发的插图！

仅印2000册的1958年版《儒
林外史》精装本定价昂贵——居然
高达2.9元人民币！要知道这个数
字在当年的购买力，正好是一瓶茅
台酒的价钱；梅兰芳先生1960年
11月在淄博张店人民剧场演出时，
一等票2.2元，三等票1元（见拙作

《搜书志·1960，梅兰芳与滨州最
近的一次“交集”》）……贵是贵
些喽，但物有所值。除去装帧精美
外，至少它的一套20幅程十发插图
是全的，而且印刷清爽精致、纤毫
毕现！

这20幅插图计包括：王冕娱
亲、周进出头、范进中举、两根
灯草、严贡生讹人、鲁小姐读
书、张铁臂弄鬼、马二游湖 （大
幅)、匡超人作假、牛浦郎遇讼、
沈媒婆说亲、杜少卿游山、庄绍
光凭栏、萧云仙归家、沈琼枝见
官、成老爹吃茶、王玉辉大笑、
万中书被锁 （大幅）、王太下棋、
荆元抚琴。这些插图，是中国海
派书画巨匠程十发 (1921 一 2007)
于1953年到1955年间，专为本书
创作。

《儒林外史》 这部书的英文
版，曾参加1959年在莱比锡举办
的国际书籍装帧展览，而程十发
的这套插图也在展览会上一举夺
得银质奖。插图手稿近年曾在某
拍卖会现身，价格不菲。据画界
评论，这套插图“不仅继承了明
清版画艺术的传统，也借鉴了拉
斐尔前派的某些长处，画中透出
一种冷峻、幽默和略带夸张的写
实精神”。程十发 1957 年在云南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写生时创
作的连环画 《召树屯和喃婼娜》
手稿，曾在 2005 年嘉德四季第 3
期拍卖会上以1100万元成交。

珍贵的1958年一版一印
精装本《儒林外史》

钱杰

一朝决堤水淹古城

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记
者 周玮 徐壮）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
获悉，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我国
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
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介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
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
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
采茶、制茶和饮茶，发展出绿茶、黄
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
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
品供人饮用与分享。

传统制茶技艺主要集中于秦岭
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
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相关习俗
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为多民族所
共享。成熟发达的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体现着中
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传
达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念。

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

茶道等，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
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
国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
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
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个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

新华社重庆11月30日电（记
者 刘恩黎）记者日前从重庆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在历时6个多
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后，重庆合川
张家院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在遗址发现一批春秋时期
巴文化遗存。这为研究当地古老
的巴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张家院子遗址位于重庆市合
川区钱塘镇湖塘村二社，地处嘉陵
江下游左岸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
约1000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今年
4月至10月对张家院子遗址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考古完成发掘面
积675平方米，共发掘东周、汉至
六朝、宋、元、清等不同时期的房
址、灰坑、墓葬、柱洞等遗迹53个，
出土陶器、瓷器、石器和铜钱等各
类器物278件。

“此次考古发掘东周时期遗迹
数量较多，集中发现了一批春秋时
期的遗存，实属难得。”该负责人表
示，此次考古发现进一步厘清了遗
址的年代信息、确认了遗址的文化
属性，有效填补了嘉陵江流域春秋
时期巴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为后
续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
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嘉陵江下游发现
春秋时期巴文化遗存

蒲台县城门（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