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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是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
地，覆盖如今的龙口、蓬莱、莱州等地，在政权建
设、武装群众、经济政策、抗战文化等方面取得
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
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革命政权的创立及发展

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的烽
火迅速在胶东半岛遍地燃烧，到1938年夏，蓬、
黄、掖三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当时，中
共胶东特委决定建立统辖三县的专署级的抗日
民主政府，借助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争取合法的
地位，建立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8月15日
上午，北海专署成立大会在黄县绛水河西岸的
校场举行。黄县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大
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要员杨沛如出席，北
海专署所辖蓬莱县长、掖县县长也分别率代表
前来参加大会。至此，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计有人口
163万，面积3177平方公里。

为了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政府中的要职
人员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
权力机构，北海专署直接委任了蓬莱、掖县的县
长，同时在黄县委任了十个区长，并分别向各区
派了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
队员，从而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一手
抓武装一手抓经济。

为了保证军事上的统一领导，北海专署成
立不久，便着手整顿各地武装，首先建立了胶东
北海区保安司令部，曹漫之任保安司令兼政委，
保安司令部在“各县设保安大队，县长兼大队
长，另设大队副和指导员”。三县保安大队各有
三五百人枪，还在龙口特区设保安中队，也有三
百多人枪。保安队主要维持地方治安，清查户
口，警卫政府机关和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

针对国民党政府不拨款给我抗日政府和军
队的做法，北海专署采取果断措施，接管了龙口
海关。当时华北沦陷，只有龙口海关所辖虎头
崖、石灰嘴、八角、黄河营、刘沟等十个分卡没被
日军掌管，经过与龙口海关斗争，方将龙口海关
税权接收。在北海专署建立后的3个多月中，
共收海关税近20万元，补充了抗日经费。

1938年12月，我党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代
表谈判，并达成协议：北海专署撤销，所辖蓬、黄、掖三县抗日民
主政府予以保留。我党派出的黄县县长、蓬莱县长、掖县县长亦
经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正式委任。根据谈判协议，北海专署于
同年12月23日宣布撤销。在此后一段时间，北海专署继续行
驶着管辖三县的职权，直到1939年3月2日撤出黄县城为止。

1940年4月23日，胶东区党委为了巩固和发展胶东抗日根
据地，重新建立北海专署，选举曹漫之为专员。此时，北海专署辖
蓬莱、黄县、掖县、招远、栖霞、福山县等。

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政权建设的经验和特点

（一）加强党的领导，革除行政司法弊端。北海专署名义上
是国民党山东省府的派出机构，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
主政府。为了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政府中的要职人员进行了
调整，形成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权力机构，使政权紧紧地掌握在
我党手中。

北海专署建立了高等法院，改进了司法工作上的弊病，迅速
清理了各县积压的诉讼案件，禁止了贿赂，取缔了黑讼代书，统一
筹支司法经费，合理整顿、改善了监狱、看守所工作。在监所派了
指导员，加强了对犯人的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北海高分院在成
立后四个月间，“共处理田产纠纷、离婚、家务纠纷、债务、杀人、汉
奸、抢劫、纵火等一百四十四起案件”，深受人民的欢迎。

（二）发展统一战线，储备抗日力量。北海专署根据统一战线
的政纲，广泛动员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为
此，成立了民众动员会（简称民动会），开始由陈文其担任民动会
主任，后换矫枫继任。“民动会”注意吸收各界爱国人士，聘请绅士
名流和社会学者，参加地方行政工作。民动会建立后，又相继建
立了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使抗日的各阶层民众都紧紧团
结在我们党周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我们既坚持原则，又灵活
机动。在此期间，连住在黄县的美国人也都被团结在抗日的旗帜
下。北海专署为了迅速恢复修办的学校，发展抗日教育，成立了
国防教育委员会，为抗战储备了大量人才。

（三）保障人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北
海专署布告各县:“根据北海专署施政纲领在各县切实进行减租
减息，公田应先减收地租，私家出租之地在十五亩以上者，得减租
百分之二十五。为了使减租减息工作搞得更好，专署还做了五项
具体规定。由于北海专署减租减息的条文规定明确，代表了贫苦
农民的利益，减轻了佃农负担，受到农民、特别是佃农的欢迎，使
农业生产得到更好的发展。

专署建立时，正是抗战初期，商业呈现一片萧条局面。为了
尽快恢复商业，繁荣市场和方便人民生活，北海专署决定:“为了
保护商民利益，根据实在情形照原定税额减三成。”由于税收合
理，税务收入比过去大有增加，特别是赋契税、契纸税、矿税、盐
税、统税、关税、营业税等，增加幅度最大。为了保证抗日物资和
经费供应，北海专署修订了过去禁止一切日货进口的规定，采取
奖励必需品进口和控制出口的政策，凡是有利于抗战的军需品、
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日货也可免税进口，有政府证明文件装运
货物，一律免税。

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政权建设对我们的启示

（一）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战争期
间，为了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可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剥削阶级中的民族资
产阶级、富农、一般地主，也可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实践证明，
这些剥削阶级的成员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并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
反而增大了抗日的力量。今天我们把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允许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也不
会改变党的性质，只能会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二）民主政治建设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根据地革命政
权充分发挥各阶级、各党派的力量，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抗日战
争的节节胜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可以预见和不可预
见的因素很多，这决不是靠少数人的智慧和才能所能完成的，必
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聪明才智，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

（三）时刻不忘初心，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抗日民主政权
中的工作人员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极其艰苦的年代保证了民主政权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今天，我
们的物质条件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
刻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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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色彩记录下的
老烟台

——《李福昌画老烟台油画写生作品集》观感
□高守莲

2017年《李福昌画老烟台（1960-1980）油画写生
展》在烟台市博物馆（福建会馆）展览时，我正在北京带孙
子，错过了现场参观欣赏的最佳时机，但李福昌老先生赠
送我的《李福昌画老烟台油画写生作品集》弥补了这个遗
憾。捧着李老的艺术佳作细细观品，我仿佛穿越时空，回
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烟台，更被李老一生孜孜不倦追
求艺术、德艺双馨的品格深深感动，不禁撰出拙文，奉上
我对家乡的眷恋和对那些人那些事的回忆……

自学成才的艺术家

我和李老曾是大马路的老街坊，他住路北春德胡
同，我住路南双龙胡同。李老家在大马路一带很有名
气，曾祖父李菊人是民国时期烟台有名的大律师，父亲
也毕业于上海法学院，街坊邻居背后都称他家为“律师
家”。李老的母亲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女性，曾就读
于著名的真光女小和崇德女中，贤惠漂亮，生育七个子
女。李老排行老三，与二哥是双胞胎，“双棒儿家”也是
街坊们的另一个称呼。烟台名人的曾祖，收藏了许多名
家古董书画，李老从小耳濡目染，自然激发了与生俱来
的绘画天赋，三岁就拿铅笔作画，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
很开明，不仅给他讲解上海早年画坛的逸闻趣事，还带
着他求教师长，拜谒名人；为他置办绘画和雕刻工具，为
李老矢志不渝走上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李
老的知性母亲张霭华，更是以第一读者的身份给儿子以
欣赏、鼓励和评价，并为儿子保管着每一幅画作直到晚
年。正如李老所说，“没有她老人家的先见之明，就没
有这本油画集的问世”。

我年龄小李老一轮。小时候总见他身背画板，手提
画箱，行走匆匆，与同龄人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他是去
画画写生。老烟台的大街小巷、山海之间都可以看到他
画画的身影。大马路与虹口路相连，是他最近的写生地
方。那里有水产学校和贯通南北的小河道，还有断岸和
沙滩。今虽面目全非，但李老为这里留下了永恒的《虹口
路与大马路相接处》《虹口路的河道》《虹口路的冬天》和
《水产学校教学楼》，那幅《西南河入海口的老桥》则成了
1964年为西南河路加盖命名的历史见证。都知道烟台

苹 果
享誉天下，但您

知道烟台西沙旺曾是栽
种青香蕉、红香蕉的广袤果园吗？

油画再现《初春西沙旺》，让我穿回骑车迎着
果香去西沙旺果园摘苹果的劳动场面，也留下了李老

追求艺术燃烧的青春激情。

博采众长的艺术家

李老没有经过科班学习的“修剪”，但17岁就业到
烟台农展馆，让他在那个大跃进时期到处办展，有机会
接触了各种画作资料和艺术家，广泛地请教学习和思
考。这种杂食吸收让他开阔了眼界，摆脱了束缚。他曾
对我说过：“没机会进专业学校不是一个人放弃追求和
爱好的理由，社会实践也是一所大学校，可以博采众长
学更多的东西，艺术来源于生活。关键是坚持，不论遇
到什么艰难困苦，也不能改变从事艺术的信念！”他言行
一致，豁达乐观，以海一般的宽阔胸怀，树立艺术家的审
美理念，以独特的眼光和技艺，通过绘画存留视觉直观
的色彩历史，通过组织设计制作各种雕塑装扮烟台的城
市海岸。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李老，自然没条件奔赴名山
大川和名胜古迹写生，但他凭着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带
着对大自然和家乡的深厚感情，利用业余时间，不畏辛劳
地奔波于老烟台的市井街区与山海之间，在美丽的港城
找寻自己心中的美景。他不受画派影响，不受画技限制，
没有具体模式，只有细心观察、自我揣摩，用心推敲，选景
着色，不拘一格，不型一态，以不同手法和色彩，用独到的
眼光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情怀和画艺，留下了历久弥
新、无可替代的色彩记忆。那一幅幅感染力极强的艺术
采风写生画作，成了延绵烟台本土自然历史和人文景观
的宝贵财富。今人观之，泽润心田，学者研究，价值非
凡。凝视着画册中《造化奇观》的天然“大石船”，我的脑
海中浮现出李老年轻时背着画板、顶着烈日在烟台山下
写生的情景，自己也回到了住在大马路、游玩烟台山的青
少年时代。那时的烟台山下太平湾码头，既有供部队给
养的船舶大队，又有渔业公司渔轮修造厂与航运公司船
坞车间挨在一起的天然露天大场地，来往的各类船只吸
引李老常去写生。曾屹立在烟台山北麓、悬在半山腰被
大自然雕琢出的大型奇石船，在21世纪初被一场风暴潮
卷入大海失踪，多亏李老多次去烟台山写生，1978年留
下了她的壮观。今天人们只能看到康熙36年（1697）刻
在石船旁石壁上、福山知县祁国祚题写的“造化奇观”四
字了。毁于1966年“文革”时期的南山魁星楼，是奇山所
城刘家为保佑后代科考供奉魁星，于乾隆7年（1742）建
于南山祈雨顶上的，成为烟台文人游客参拜和游览的胜
地。李老1964年写生的油画《魁星楼》，留下了11米高

“魁星楼”的真实面目。还有那葡萄山上《老气象台旁》和

《烟台气
象台》，可说是：红

瓦白墙简矮房，几根高杆百
叶箱，户外广播小喇叭，天气预报挺准

确。曾经的《夹河口》《金龙桥》《日落虎岩潭》永
恒在画册，风景不再现。《烟台工人文化宫东侧菜园》《金
沟寨农舍菜园》和《上夼奶场》展现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烟
台“粮袋子”“菜篮子”自给自足，名列全国前茅的近郊生
产基地。

山海情怀的艺术家

李老作为土生土长的烟台人，为追求艺术，穿梭于
山海之间，有海一样的胸怀，艺术视野宽阔，用山一样的
高度，精雕细琢搞创作，油画《烟台海滨》获华东地区第
一届风景油画展优秀奖；雕塑《非洲青年像》获山东省职
工第一届美术作品展二等奖。他曾进京参加毛主席纪念
堂和宋庆龄故居展览的装饰和展品设计、制作。他是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烟台市两届政协委员，地市两级劳
动模范，享受终身补贴。1985年起历任烟台市城市雕塑
管理办公室和环境艺术管理办公室主任后，更是为烟台
的环境艺术创作和管理呕心沥血。

李老虽是烟台知名艺术家，任职时从事市环境艺术
的管理，但他不以权压人，不唯利是图，始终保持着艺术
家的风范和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儒雅斯文，待人和善，
亲临亲为，为基层排忧解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烟台商家随意设置户外广告影
响市容景观，有的甚至在楼顶设置广告，因固定不牢，安
全事故频繁，综合治理任务繁重。三站市场开业后，任市
环境艺术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李老亲自到市场考察调研，
指导管委制定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并亲自免费为三站市
场设计大型墙体广告，从整体画面到字体、标志反复斟
酌，设计通过后，又亲自联系有资质的广告商制作安装，
确保牢固安全，美观大方。广告一经面世，受到各界好
评，被评为当年烟台户外广告设计制作一等奖，成为三站
市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李老连顿饭都没吃过，让我
十分感动。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为纪念解放前烟台第一任市
委书记许端云烈士牺牲六十周年，李老设计塑造的许端
云大理石雕像落成于虹口小花园。市里奖励李老2000
元钱，第二天李老就悄悄捐给了栖霞英灵山烈士陵园。
事过数年，烟台日报记者赴英灵山烈士陵园采访报道时，
偶然得知此事，于报导结尾提及，才为人所知。

我虽然不懂艺术，但我喜欢艺术！《李福昌画老烟台
油画写生作品集》中那一张张色彩斑斓的画面，让我重新
品味大自然赐予老烟台的美好胜景风光，不仅是精神和
艺术的享受，也勾起了我对斯人斯土，已被现代时尚高楼
大厦所淹没的老烟台市井街区的美好回忆！正如李老发
小墨痕小屋主人李桂笙先生在为《李福昌画老烟台油画
写生作品集》出版撰文中所言：那被画家定格为永恒的画
面，“不仅是一批用色彩记录的烟台历史风光，也是少有
的可回味的‘乡愁’纪念，还是研究烟台建筑史可贵的资
料”。他引用勾勾的话称赞李老“把画家对城市历史的一
种关注，化作画家‘带文化色彩’的情怀，向公众送上了

‘一次蓦然回首式的异喜’，真是功不可没！”

50年前，海里的鲐鱼特别多。到了旺季，渔船不分昼夜
地靠岸卸鲐鱼，海边的沙滩上的鲐鱼大堆小堆得看不到
头。卖的时候不是称斤两，而是论筐量；头天晚上卸下的已
经隔潮的，则论堆卖。

鲐鱼要趁着新鲜吃，如果隔潮了，鱼眼发红、鱼鳃发白、
鱼体发软，就不能吃了。如果吃了，会犯大毛病。

当年的农村没有冷冻库，家里也没有冰箱冰柜，传统的
办法就是腌咸鲐鱼和晒鲐鱼干。

腌鲐鱼很简单，就是把整条的鲐鱼放进大瓷坛子里，放
一层鱼，散一把粗粒海盐；装满了，在坛子口上倒扣一只大
碗或小盆，再把用黄岩泥和麦秸草调合的草泥糊上就成
了。因为是囫囵条地把鱼装进了坛子里，所以要从春天一
直腌到初秋，才能把鱼腌透彻。腌好了的鲐鱼变成了酱油
色，坛子里小半坛的鱼汤也是酱油色。腌鱼是不加水的，这
鱼汤就是在腌渍过程中从鱼体中渗出来的，上面还漂浮着
一层黄色的油。

咸鲐鱼一般是熥着吃。把鱼肉切成小块，不用加油，放
点葱姜就行。熥熟的鲐鱼还是酱油色，就着玉米饼子或者
地瓜干吃，能撑得人直不起腰。要是熥一碗鱼汤，把热浆豆
腐切成大块蘸着吃，不但鲜香，还有一种鲐鱼特有的味道，
真的是吃了这顿想下顿。

晒鲐鱼干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卖。所用的鱼必须是
没隔潮的，不新鲜的鱼在晒的过程中会掉肉，品相差，卖不
出好价钱。加工的方法很简单，先去掉鱼鳃，再用刀尖划开
鱼肚子清除内脏，刮净血液；然后用剪刀把鱼嘴的下颚从中

间一剪两开。下一步工序，是最关键的，把刀尖从鱼肚子里
伸进鱼脊背，轻轻地把脊肉从头到尾割一道口子。这道工
序难的是，脊肉割浅了鱼身子分不开，割深了就破了鱼脊的
外皮，破相了，晒成的鱼干影响价格。

把加工好的鱼平摆在大筐里，散上粗粒咸盐；一层一层
地把筐摆满了，最后压上石板。这样做，是为了挤压出鱼肉
中的水分。等到筐底不渗水了，就把鱼摆在芦苇或高粱秸
杆做的帘子上晾晒。

晾晒时，先要提着鱼尾摇摆着抖几下，去掉没化开的盐
粒。这样鱼干晒成了不会太咸；再一个是咸盐多了被太阳
一晒再化成盐水，鱼就很难晒干了。

据村里老人说，当年春季晒鲐鱼干是很多家庭的主要
收入来源。晒成的鱼干还不愁卖，在金山港停靠的南来北
往的货船，返港时一般都要买几十斤、几百斤带上。有的外
地商贩，就在码头上设了专门收购鲐鱼干的摊点；还有的直
接到村里验货收卖。

特别是东北运送木材的大船，靠港后第一件事就是买
鲐鱼干；当然捎带买些别的海货，但都是经过加工晒干的。

他们带回的鲐鱼干几乎全上了山东人的饭桌。当年村
里有不少壮劳力在金山港码头上干装卸工，我听过他们当
中的几位在不同年月、不同的地点讲过同一件事，他们说是
东北来的船工说的真人真事。大体意思是：屯子里有户一
家人家是山东人，与他是近邻。逢年过节，他们都在一起大
块吃肉，大碗喝酒。有一年春天，船工在山东人家里的房梁
上看到了一条挂着的鲐鱼。那是他见到的第一条海鱼。他

想，他应该很快就能尝到海鱼的味道了。
可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条鲐鱼还是在房梁上挂着，

邻居好像把它忘了，并没有要做着吃的意思。船工实在忍
不住了，在一次喝酒时，他问道：“你这鱼干老挂着不吃是怎
么回事？”邻居回答说：“这个要留着，等过大年的时候才能
上桌。”船工问：“这里有江鱼、有河鱼，都是随时吃，你这条
鱼有什么讲究吗？”邻居回答说：“讲究大了。这是从我们山
东老家带过来的鱼，有大海的味道，更带着家乡的味道。不
用吃，看一眼心里都舒服。”船工又问：“这春天还没过完，到
过年还早着呢，不怕放坏了？”邻居回答：“鱼是咸的，又是干
的，坏不了。”

于是船工一直等着，等到大年三十，这条鲐鱼真的上桌
了，而且是把鱼干合在一起，恢复了鲐鱼原本的形状。由于
用水发泡过，鲐鱼看着比原先大了不少。邻居告诉船工，这
叫囫囵鱼，在老家是很讲究的，也可以说是规矩。

船工不知道这条鱼只能看，不能吃，还没等邻居说到这
鱼得等到过完年才能吃，就把筷子伸到了盘子里。邻居急
眼了，说了声“不能吃”，并把盘端起来，转身放到了窗台
上。在正月期间，邻居家每次请客，都把鲐鱼放在桌子中
间，鲐鱼一直被“看”到了正月十六，才真的被十多个人一起
分享了。船工说，那是他第一次吃到海鱼，也第一次知道山
东人过年的供奉习惯。

据老人们说，当年沿海的村庄，到了鲐鱼上岸的季节，
什么农活都放下，全部抢时间晒鱼干。据文史资料记载：鲐
鱼往南能销到南京、上海；往北能卖到哈尔滨。腌渍的咸鲐
鱼也有的被卖到外地，但是销量不多。

以上说的晒鲐鱼干是为了外卖，而自家吃的，用的是另
一种加工方法。就是把鱼去鳃和内脏后轻腌一下，不经过
太阳晒，而是挂在屋后阴干。到了八分干时，要放在海水里
涮一下；再干了再涮，要涮多次。这样阴干的叫淡干，吃起
来没有“日头味”，格外鲜美。

我小时候是农村集体化时代，到了上鲐鱼的季节，生产
队就用马（牛）车、拖拉机往村里运鲐鱼，卖给各家各户。腌
的鲐鱼、晒的鲐鱼干，只能留着自家吃，不准买卖。生产队
也不搞副业，专门种粮食，隔潮了不新鲜的鲐鱼就拉到地里
当肥料。现在当地的鲐鱼很少了，吃条新鲜的都很难，晒鲐
鱼干、腌咸鲐鱼就更少了。

腌鲐鱼·晒鲐鱼
□邹本广

腌鲐鱼很简单，就是把整条的鲐鱼放进大瓷坛子
里，放一层鱼，散一把粗粒海盐；装满了，在坛子口上倒
扣一只大碗或小盆，再把用黄岩泥和麦秸草调合的草
泥糊上就成了。

鲐鱼干的加工的方法很简单，先去掉鱼鳃，再用刀尖划开鱼肚子清除内脏，刮净血液；然后
用剪刀把鱼嘴的下颚从中间一剪两开。下一步工序，是最关键的，把刀尖从鱼肚子里伸进鱼脊
背，轻轻地把脊肉从头到尾割一道口子。这道工序难的是，脊肉割浅了鱼身子分不开，割深了就
破了鱼脊的外皮，破相了，晒成的鱼干影响价格。

李老作为土生土长的烟台人，为追求艺
术，穿梭于山海之间，有海一样的胸怀，艺术视
野宽阔，用山一样的高度，精雕细琢搞创作，油
画《烟台海滨》获华东地区第一届风景油
画展优秀奖；雕塑《非洲青年像》
获山东省职工第一届美
术作品展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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