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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宇鸿 卢昱
本报通讯员 潘全柱

德州，鲁西北的明珠。4000多年前，一条奔
腾咆哮的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不断地把这里淤
积成陆地，形成了现在的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里崛起了一座有
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

自德州大地上有人类的足迹，就有了满足生
存最基本需要的饮食。从京杭大运河开通到津浦
铁路运行，从“九达天衢”到工商重镇，从运河
豆腐到德州扒鸡，德州的饮食文化在星罗棋布的
诸多小吃中延续……

德州扒鸡禹城汤

说起德州，绕不开扒鸡。明末清初，随着京
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德州成为京城通达九省的
必经之地，州城内及水旱码头上就有携篮叫卖烧
鸡者。据德州烹饪协会副会长李传浩介绍，彼时
德州民间只有“烧鸡”一种做法，虽名气不大，
但也是精工细作，色香味俱全，初具“扒鸡”雏
形。

而要考究起德州扒鸡的起源，民间有这样的
说法：“德州的西瓜是武城的秧，德州的扒鸡是
禹城的汤。”意指德州扒鸡起源于禹城。据禹城
县志记载，最早制作扒鸡的是禹城城北月牙湾村
的王明奎，其祖辈皆以煮鸡为生。他家把鸡将两
腿交叉别入膛中，把两翅从鸡脖的刀口塞入，让
翅尖从嘴的两侧伸出，然后放上作料，曰“扒
鸡”。后来为招徕生意，他开动脑筋，请一位老
中医开了丁香、桂皮、花椒、大料、小茴香等5
味调料，煮出来的鸡令人胃口大开，赶集串乡的
时候叫卖“五香扒鸡”。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秋季的一个傍
晚，18岁的王明奎把20多只鸡煮在锅里。灶中添
好柴，由于太过劳累，王明奎在灶旁打盹睡着
了，谁知一觉醒来，炖时大过。一看锅里的鸡都
塌了下去，一提鸡腿，骨肉分离。他只好用铁笊
篱小心地把鸡捞到篮子里，提到县城去卖。在县
衙门前喊道“新到五香脱骨扒鸡”，霎时间“脱
骨”二字引起众人注意，一篮扒鸡被一抢而空。
从此，“五香脱骨扒鸡”便传开了。

为了招揽更多顾客，王明奎改进工艺，增加
煮鸡香料，长时间炖煮直至脱骨，扒鸡更加味美
可口，生意日渐兴隆。次年初，他在县衙门前的
丁字街购置四分宅基地和八间房子，设立临街门
面，挂起“五香脱骨扒鸡铺”的牌子。他的儿子王吉
三勤学好问，也掌握了王明奎的手艺。二十多年
间，父子俩凭借高超的技术先后到禹城火车站、沾
化、利津、济南的纬八路等地开设扒鸡铺。

自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起，随着津浦铁

路的通车，禹城以制作扒鸡为生的人逐渐多了起
来，其中城关马屯村的老厨师王玉亭不断改进工
艺，制作的扒鸡质量超过了王明奎父子，使扒鸡
这一美食更加发扬光大。到了民国年间，禹城火
车站周边逐渐添设了“福和居”、“祥胜居”、
“八大处”等扒鸡铺，一时间有“闻香下车，品
尝为快”之说。

而德州老城区在津浦铁路修建以前只有烧
鸡。清末时，德州制作烧鸡最有名的是徐恩荣，
外号“徐烧鸡”。他每天背着盛满烧鸡的长圆形
柜子，串街叫卖。夏天用蓖麻叶包装，如果用作
礼品则用蒲包，封上印有“徐记烧鸡”的标签。
到了1905年，在禹城扒鸡的基础上，宝兰斋饭店
的掌柜侯宝庆开始试制扒鸡。1911年，德顺斋烧
鸡铺掌柜韩世功认真总结前辈经验，多方摸索，
终于掌握了扒鸡的制作工艺。

扒鸡随津浦铁路北上南下，供不应求，历史
上占据市场的烧鸡反而滞销难卖，烧鸡经营者遂
纷纷向韩世功求艺。于是在火车站附近出现了数
十家扒鸡店，扒鸡的制作工艺和质量也更上一层
楼，由此扒鸡的名声越传越远。每当列车停靠德
州火车站，叫卖扒鸡声一片，旅客们争相购买的
场景，一百年来从未断过……

落魄偶创羊血肠

德州还有一种名吃叫羊血肠。夏季天气炎
热，羊血肠的膻味较重，食客很少问津，所以在
街头也很难找到摊主。而每到冬天，德州城的大
街小巷便会涌出很多小推车，羊血肠以它特有的
神韵吸引着过往的食客。

若追溯起羊血肠的源头，不得不说起满族人
历来以血灌肠的饮食习俗。据吴桭臣所著，清康
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成书的《宁古塔纪略》记
载：“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到炕
上。”在德州生活的满族人结合自己民族的饮食
习惯和德州的资源，创制了德州羊血肠。据李传
浩介绍，关于羊血肠是谁先创，民间有两种不同

的传说。
一说是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直隶河

间府满洲驻防兵携眷进驻德州，在德州城东门里
的尉署街和石头牌坊一带驻扎，他们以国家俸禄
和旗地为主要生活来源。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公
元1907年)，清廷裁撤旗人俸禄，旗人不得不走
向社会，另谋生路。

旗人吴继贤的生活也开始落魄。他开始在
德州兵工厂做工，后因军阀混战，生活没有保
障就“下岗”了。在既无本钱又无经营之道的
情况下，他绞尽脑汁地寻求生存门路。一次偶
然机会，他发现当地回民宰羊只食羊肉，而把
血和肠舍弃。于是他将羊血和羊肠回收，仿效
满族的做法，掌握了羊血肠加工、配料、灌肠
和锅煮的工艺。曾有诗赞曰：汤锅羊肠味道
鲜，朝暮伴食梦不圆，若问名吃发明者，满族
吴氏名继贤。

另一说是清光绪年间，朝廷令各地进献名
吃，德州东门里三合街旗人沙勃勃接诏后便将自
己创制的羊血肠进献。皇帝视之为旗人饮食的佳
品，给予赏赐。沙勃勃一时名震，州城人争先学
习，三合街的旗人吴四辈得其真传。后来吴四辈
家道中落，为维持生计，吴四辈每天担着扁担去
街头卖羊血肠。他虽从来不把羊血肠的做法传给
外人，但以前他家的一个长工却偷偷学会了。后
来，这个长工把羊血肠的制作方法泄露出来。于
是德州就有了一道名吃——— 羊血肠，无论三岁孩
童，还是白发老人，均乐于品尝，并一直流传至
今。

无论传说是如何阐释羊血肠为何人所创，在
德州扎根的满族人在长期劳动中的这一偶然发
明，缔造了德州饮食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武城旋饼棚里飨

一百年前，如若在武城的集市上漫步，会发

现用木棍、竹批或苇席搭成一人多高的拱形棚，
棚口一侧支起饼灶，棚里一般容纳十几人，大棚
可容40至50人。就在这种简易棚里，武城旋饼代
代流传。

据武城县志记载，旋饼制作技术是在明初由
山西洪洞县迁民时流传到城西运河西邻的郭庄。
而民间传说中关于“旋饼”一名的由来则与清朝
康熙皇帝有关。

相传康熙年间，皇帝乘船顺京杭大运河微服
南下，路经武城郭庄。闻香下船，带领身边侍卫
进入路边的小棚，看到棚内刚出做好的馅饼色泽
油亮，食后感到松软香嫩，清香可口。饱餐之
余，康熙皇帝兴致勃勃地看了烙饼方法，只见做
饼的师傅先把馅饼放在鏊子上刷油旋转，又放在
有一层小瓦粒子的铛子上悬着烘烤，遂赐匾，上
书“旋饼”。

据郭庄旋饼师傅李保收介绍，旋饼初为馅
饼，后为适应各种人的口味几经改进，增添了一
些新的馅料，因制作时饼在鏊子上旋转而得名。
康熙赐名之说无史料可考，而根据制作方法而得
名一说虽亦无处考证，却是名副其实。到了清代
中后期，大批旋饼师傅们开始外出赶庙会、串集
市，足迹遍布河北、山东的周边县市。

当初赶集做旋饼的郭庄手艺人，带着的制作
器具很简单，一辆小推车，一个铁盆而已。烧柴
也是随地可取，多用豆秸、高粱秆或细树枝等。
搭棚之后，饼灶一般采用一洞两灶，前边是铛
子，内放若干瓦粒，后是鏊子。把饼先放在鏊子
上刷油旋转烙挺，再放入铛子的瓦粒上，不时刷
油翻饼。

平时旋饼是现做现卖，三五人海阔天空的聊
天中做成，就地取材，易做易食。如此朴实无华
的小吃，在当今大流通时代，依然坚守着武城的
地域特色，让人在集市饼棚里，有滋有味地品尝
中遥想着前人生活的点滴。

■ 山东好味道

相传，康熙皇帝乘船顺京杭大运河微服南下，在武城郭庄饱餐之余，兴致勃勃地观看烙饼，只见做饼师傅先把馅饼放在在鏊子上刷油旋转，

又放在有一层小瓦粒子的铛子上悬着烘烤，遂赐匾：旋饼。

德州美滋味 百年齿留香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渠冉
本报通讯员 杨洪永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千
乘之国”这一词语。

“千乘之国”源自周代，它指的是拥有很多辆
兵车的国家。在周代制度中，天子能出兵车万乘，
诸侯千乘，大夫百乘，所以“万乘”指天子，“千乘”
指中等的诸侯。在历史和文学的发展中，“千乘之
国”逐渐成为比较富饶强大国家的代称，它出现于
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好像仅仅只是一个指代。其
实，“千乘之国”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的千乘
国确确实实存在过，它的遗址就在淄博市西北、滨
州市中东部及东营市西部一带。那么，千乘国的名
字由何而来？它的历史又有过怎样的风云突变，繁
华涨落呢？

□据《元和郡县志》载，“齐景公有马千驷，田
于青丘”。要说千乘，首先要从它的前身青丘说起。
相传，齐桓公时，将济水南(今邹平县长山镇苑城
社区至高青县高城镇)辟为苑囿，谓之高苑。青丘
指的就是位于高青县中的大芦湖，当时应为高苑
的一部分。

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有这样
的词句：“(齐)王车驾千乘”，“秋田乎青丘，彷徨乎
海外”。东晋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也说：“至若
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
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可见，青丘在春秋时
期，已是齐国有名的狩猎区。它之所以如此受齐王
青睐，也是有原因的。

高青县文物局副局长孟庆尧介绍，在春秋时
期，齐国的国土范围基本都在济水流域。济水是横
贯齐鲁大地、东流入海的一条大河，为古代四渎之
一，而处于济水之滨的青丘，自然被赋予了天地之
灵气。这里距临淄不过百余里，交通便捷，湖泊密
布，湿地连片，沟渠纵横，林草植被茂密，各种珍禽
异兽生息繁衍。并且，由此向北至燕国，多为沿海
滩涂，经济价值不高，国与国之间少有争执，到此
游玩狩猎的齐人毋庸顾虑北来的军事威胁，因此，
青丘成为齐王狩猎的首选之地。在诸侯皆借园林
夸饰争胜的时代，它很快成为齐王的“宠儿”。

以爱好打猎著称的齐景公在位时，经常驱车
到青丘追赶猎物。兴之所至，还在这里修筑柏寝
台，与当时辅政的名相晏婴同赏其“泱泱大国”。唐
代地理著作《括地志》记载：“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
东北二十一里。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於少海，登柏
寝之台而望其国。”大芦湖北侧现有皇姑台一座，
疑为柏寝台遗址。

齐景公对于青丘非常喜爱，就把它改名为“千
乘”。千乘城，也因齐景公成了古代苑囿的典范。

那齐景公将青丘更名为“千乘”有夸大的嫌疑
吗？

孟庆尧说，临淄出土的齐景公殉马坑中，随葬
的战马为600多匹，换算成战车，可装备150多辆。
一个殉坑，彰显着一个诸侯国的军事实力。由此可
以推断，齐景公畋猎时率马千匹，是有可能的，他
将青丘更名为“千乘”，也并非是夸大之词，这也可
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经济之发

达，军事之强盛。
齐景公时代的千乘城，区域只包括高青县的

大芦湖周围地区。几千年来，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
这里屡遭黄河泥沙淤积，故城文化层已经被埋在
了两米以下，但当年作为苑囿的痕迹还是很容易
找到，离千乘故城东北二十里处，水面宽阔的大芦
湖是抹不去的历史痕迹。

□西汉统一天下后，千乘城摇身一变，成为千
乘郡。汉高祖刘邦除分封了几个同姓王之外，把全
国分为48郡，其中就有千乘郡，郡城设在千乘城，
其遗址就在高青县旧镇樊家村。同时设千乘县，县
城的遗址在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当时漯水正从
千乘郡和千乘县的两城之间穿过，形成了两城隔
水相望的格局。所以，现在所发现的千乘城的遗址
也有两个的，一为郡，一为县。

由于博兴县和高青县距离很近，这也让千乘
县的具体位置问题上存有争议。另一种说法认为，
东汉时期的千乘县指的是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
而不是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

西汉早期的千乘郡，属于高宛侯国和被阳侯
国地，乐安县、东邹县、建信县等地，隶于千乘郡。
值得一提的是，刘邦重要的谋士娄敬就是千乘郡
的建信侯。娄敬是今济南长清人，他作为齐国的戍
卒，在被发往陇西(今甘肃一带)戍边的过程中，以
戍卒身份见了汉高祖刘邦，言说建都关内之利，被
高祖称善，赐姓刘，拜为郎中。在“平城之围”中，娄
敬表现出了他超出一般人的见识，被刘邦擢升为
建信侯。面对匈奴的威胁，娄敬第一次提出了“和
亲”的政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固不可
以武胜也”，只有把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才是
最好的办法，此后，这项政策成为汉朝乃至以后各

朝对待外族的基本政策之一。
“随着西汉政治和军事的逐渐强盛，西汉郡国

并行制中，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孟庆尧说，公元前
110年，汉武帝刘彻的次子齐王刘闳早逝之后，齐
国被除为郡，千乘郡也不再属于齐国，而是和齐郡
一样，属于青州刺史部。到公元前8年，千乘郡统领
千乘、东邹、湿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
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宛、延乡等15县，辖
区大致与现在的黄河三角洲基本重合，这也是千
乘在历史上区域最大的时期。这时的“千乘”，性质
已然和春秋时期有了很大不同。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御史大夫兒宽是千乘人。
兒宽幼时家境贫寒，自学成才，尚未得志之时，才
能便受到以严苛著称的廷尉张汤的赏识。《汉书·
艺文志》记载，因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
得灌溉之利，周围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

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但郑国渠上游南岸的
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
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衣食不足。得知此
情，兒宽首倡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水渠，以辅助
灌溉郑国渠所不能达到的高地。得到汉武帝的同
意后，兒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
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使
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兒宽还与司马迁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
历法《太初历》。该历法比较严密，自西汉推行之
初，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兒宽虽在长安任
职，但他生在千乘，长在千乘，其言其行都是千乘
郡风土人情的显现。与兒宽渊源极深的《尚书》重
要传授者欧阳八博士，也都是千乘人。

公元前29年，千乘郡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
次灾难。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始四年，大雨水十
馀日，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兗、豫，入平
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

万馀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这
次河决由于受灾面积太大而震动朝野。第二年，决
口被堵，河堤修成后，汉成帝特意改元为河平元年
(公元前28年)。但是河平只是一个美好的祈愿，河
平三年(公元前26年)秋八月，河决平原县，流入济
南、千乘，近一半的房屋被毁坏。千乘郡受到严重
的打击，民生凋敝，西汉王朝也因频繁的灾害逐渐
走向没落。

□公元8年，王莽篡权后，实行了很多新政，其
中之一就是改地名。他将千乘郡改为建信郡，狄县
改为利居，高宛县改为长乡，千乘郡的郡治所也由
千乘县迁至建信县。因王莽政权如此短促，千乘郡
作为建信郡的历史也十分短暂。

公元25年，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即位后，西汉

时的名称和建制得以恢复，千乘郡也改回原
来的称呼。

地名总是与国事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公元60年之后，千乘郡经过多次易名，其
经历也与千乘城的命运一样，值得玩味。

公元60年，汉明帝封儿子刘建为千乘王，
千乘郡随之改称千乘国。不幸的是，刘建第二
年就早逝，千乘国又恢复为千乘郡。公元79
年，汉章帝在千乘郡又册封其子刘伉为千乘
国王，千乘郡又再次易名。

公元95年，千乘国被当时的千乘国王刘
宠改称乐安国。公元108年，乐安国的都城迁
到临济(现高青县高城镇西北狄城遗址)。刘
宠死后，他的儿子刘鸿为乐安王。

按逻辑推断，刘伉一族将世代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繁衍，享受地方诸侯王的特权，直
到东汉灭亡。但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循常规，在
倏忽不料之际，突然出现急转之弯。

公元145年，刘鸿之子刘缵被当时手握重
权的大将军梁冀扶上王位，称为汉质帝。刘鸿
被封为渤海王，乐安国变为乐安郡。梁冀为人
嚣张，气势凌人，不可一世，对群臣有恃无恐。
刘缵虽然年少，但对他心存不满。一次朝会
中，他当着群臣的面叫粱冀“此跋扈将军也”，
梁冀怀恨在心，又觉得刘缵聪慧早熟，怕其长
大后不好驾驭，于是吩咐安插在刘缵身边的
亲信，暗中把毒药掺在刘缵食用的煮饼之中。
刘缵吃过毒饼中毒身亡。

据《后汉书》记载：“乐安国高帝西平昌
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洛阳东千五百二
十里。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
千七十五。临济，本狄，安帝更名。千乘、高菀、
乐安、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在
当时，千乘县、临济县、高苑县等属乐安郡，西
部的建信县、东邹县已被撤销。

东汉时期政局动荡，但东汉名士陈蕃在
任乐安太守时的一番作为却被传为佳话，与
当时黑暗腐朽的朝廷形成鲜明对照。陈蕃为
人清正廉洁，又颇有傲骨。梁冀派人送了一封
书信来给陈蕃，对他有所要求，陈蕃早就对梁
冀的作为深恶痛绝，于是不予接见，信使吃了
闭门羹。信使用诡计骗取陈蕃的接见，陈蕃知
道后，将信使笞杀。后来，陈蕃遭到梁冀报复，
将其贬为县令。

陈蕃还有一事被当地的百姓广为传颂，
当时的临济县有一名颇有学问的名士周璆，
行为高尚，学问深厚，名气很大。陈蕃的前任
和后任都想招揽他，但是周璆看不起他们，避
而不见，只有陈蕃能和他交往。陈蕃对他非常
尊敬，不呼其名，而只呼其字，并特别为他设
置专座，周璆走后，就把这个座位高高地挂起
来，以备再来时使用。因为陈蕃字仲举，周璆
字孟玉，所以当时人们称赞“陈仲举昂昂如千
里骥，周孟玉浏浏如松下风”。

西晋时期，千乘县被废，“千乘”作为地名
也不复存在。但在这片土地上上演过的或荡
气回肠、或诡谲莫测的故事，正是它存在的
历史坐标；它的变迁史，更是中国历朝政治
制度和政局更迭的缩影。

“千乘之国”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过千乘国———

千乘寻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列车乘客购买德州扒鸡

羊血肠

武城旋饼的制作

大大芦芦湖湖湿湿地地

齐齐景景公公殉殉马马坑坑

□ 本报记者 卢 昱

德州民间有传说，清康熙帝途经德州
时，奉母命到城内吕家街看望他的启蒙老师
田雯。田雯虽早已得知皇帝御驾，但还是有
些局促，在惊喜之余，他准备以家宴为皇帝
接风洗尘，心中也在踌躇怎样招待皇帝。田
雯一生清寒，只爱读书，家中既无山珍海
味，也无名厨伺候，他忽然想到家乡名
吃——— 德州扒鸡。于是他派家人上街买来了
刚出锅的热扒鸡，端上餐桌，康熙边吃边
吟：“真乃神州一奇也！”龙颜大悦，传旨
将扒鸡定为贡品，又命随从侍候文房四宝，
乘兴御笔亲书匾额“寒绿堂”赐予田雯。

这种说法受到了很多人质疑，主要的疑
点有这几个方面：康熙到底有没有去过田雯
家？他是奉母之命去拜访田雯的吗？田雯是
不是康熙的启蒙老师？康熙是否真的与扒鸡
有缘？

德城县志记载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
年 )，康熙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经德
州，直接住进了田雯的山姜书屋，康熙帝曾
与田雯有过会面。而康熙帝是否奉母之名拜
访田雯呢？通过史书的记载，可得知康熙的
生母佟佳氏卒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她
显然不可能在去世近40年后再吩咐自己的儿
子。那会不会是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被
误记为康熙母亲呢？也不可能，因为孝庄卒
于1688年，距康熙帝南巡也已十余年，所以
康熙奉母命看望田雯可能是无稽之谈。

另外一个问题，田雯是不是康熙的启蒙
老师，这考究起来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
田雯是29岁那年，也就是康熙三年(公元1664
年)中的进士，而此时的康熙已11岁，11岁
才开始启蒙，是不是有点晚？更何况一个新
科进士，怎可能轻易被准予为帝师。实际上
田雯中举后，“授中书舍人，历户、工二部
司员……”，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任
职，直到中进士三十年后才回到中央任刑部
侍郎。而中书舍人是撰写文告、命令的官
职，户部、工部的司员等更与帝师相去甚
远。所以说田雯是康熙的启蒙老师，实在缺
乏证据。

最后的问题是，康熙帝在田雯家是否品
尝过扒鸡？据民国时期编纂的《德县志》卷
四“园亭遗迹”部分中关于“寒绿堂”词条
的记载，“(寒绿堂)在城内吕家街，清康熙
四十一年南巡，驻跸山姜书屋，田侍郎雯谨
以香鸡菜薯侍驾，食之大悦，索阅其著念其
居官清廉无过，御笔书此，笔姿遒洵为珍
品，现悬田氏宗祠。”这虽能证明康熙来过
田雯家，并为田雯题字，但他吃的“香鸡”
是当时德州城内广为人知的“烧鸡”还是
“扒鸡”，并没有更为细致的记载，答案的
扑朔迷离给后人留下来无数的遐想空间，也
为德州扒鸡增添了些许历史的厚重感。

·相关链接·

扒鸡真与康熙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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