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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帕，毛笔，墨汁。没想到这些平常
的物件，居然决定着一个故事的走向，血
一样激越，黄昏般哀美。

1911 年 4 月 24 日，香港，孤灯下，林
觉民挥笔草就 《与妻书》。天穹疏星残月，
楼畔江波摇漾，映衬着一张挂泪的脸庞。

尺幅棉笺，密枝深蕊；寸管排宕，波
涌云连。合理的难舍、合情的措辞、合规
的体例，那么直白的词汇，那样炽热的表
达。泪珠与笔墨，飞落在同一方绢布；缠
绵与壮烈，喷涌于同一支笔端。

黑白纵横间，涂抹着历史最醒目的斑
纹。

告别 亦是深情的告白

这是告别。“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
……”最后轻轻唤一声你的名字啊，意映
卿卿。

这 也 是 告 白 。“ 为 天 下 人 谋 永 福 也
……”以天下人为念的信仰，早已在心中
百炼成钢。

此前数月，年末的寒气已潜入福州的
大街小巷，也潜入林觉民的胸腔、喉管。
广州起义失败所笼罩的悲观气息尚未散
去，革命前路更见崎岖。他劳心碌力地联
络福州、连江等地义士，剖析形势、制造
炸药……他要痛痛快快地放一把烧荒野火。

前后十余天的驻足，以“学校放樱花
假”的善意谎言骗过家人，但骗不了内心
浩荡的离伤。他自知前方险境重重，命悬
一线。对于知书达理的妻子，言谈，手
书，明说，暗示……似乎有多条途径可资

传达革命抱负与生死大事，但一次又一次
话到嘴边又咽下。在他看来，这个话题摊
给娇小的孕妻未免过于残酷，他宁愿让痛
苦在时间上后撤、在空间上独担。

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情非得已且必然
到来的离别，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呼酒买
醉，恳求悲怆深埋。在痛苦的纠结中，成
为一个“酒鬼”是多么顺理成章啊——对
于敏感问题的回避、幸福时光的凝固，麻
醉的思维总要强于清醒的目光。就让所有
的牵肠挂肚和坐立不安，随着酒入愁肠，
统统停顿，消失在沉默而空茫的混沌里。

于是，杨桥巷那个疏梅筛影、月落屋
檐的院子变成了另一种写实——不复浪漫
尽寒凉。“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
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
所”，堆满了他酒醉后的迷梦与咳嗽。

白纸黑字的悲凉

福州，广州；窎远，阻隔。在离乱的

日子，陈意映断然是无法联系林觉民的，
隔着万水千山，她目光的栅栏围不住丈夫
的脚步，甚至无法达成信息微弱的衔接。

“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
行。”陈意映的表白，并非要与丈夫比肩，
而是害怕相思的煎熬，她多么冀望自己是
一只白羊，一生都不要走出丈夫掌中牧羊
鞭的弧线，看云飞月升也好，共慷慨赴死
也罢，此心安妥。

1911年4月27日，《与妻书》正辗转走
往福州的路上，黄花岗起义也终于打响
了。“愈不可为，愈为”的号召，映射出向
死而生的勇决。义士集结，迎着炮火，前
面的勇士倒下了，后继者越过密密麻麻死
去的兄弟，向前，向前……

林觉民负伤被擒。广州天字码头，在
一颗嗖嗖穿行的罪恶子弹中，仅仅活过 20
岁的生命，訇然倒在那一截被子弹洞穿得
千疮百孔的历史里了。

消息传回福州，陈意映腆着 8 个月的
身孕领着一家老小仓皇来到早题巷避居。
惶惶度过数日，一天夜里，好心人将书信
偷偷塞进门缝。她捧着信，心痛得无法呼
吸，那分明是白纸黑字的讣告，把一切都
显露出来。手被信压着，信被几十行字压
着，字被悲伤压着。那个心心念念的名字
就在手里不停地抖动，让目睹的人掀起无
比绝望的一角。

无力抵达的，都化成了心窝流不完的
泪。为了让这个可怜的媳妇在突变中得以
宽缓，林家把觉民哥哥家的一个女儿过继
给意映。这个叫林暖苏的女孩，像名字一
样乖巧可人，确为意映添了些慰解与暖
意。然而，多少个思夫的夜里，陈意映捧
着丈夫的遗书，便捧满了星光的孤冷、风
霜的凌厉和黑夜的漫漫无际。自带悲凉的
情节书写着令人唏嘘的结局——时隔两
年，陈意映郁郁而行的生命列车，停留在
了22岁的终点。

此岸彼岸，所谓的未来和远方，抵不
过爱人的几缕青丝、一声呢喃。她只是个
执念成魔的女子，她只盼早日与夫君在黄
泉团聚。请原谅她，无法活得再长一些。

伴侣的耳语 历史的纹身

现今回望，“樱花假”竟有种玄幻的谶
意。意洞 （林觉民的字），意映，一个是风
华才俊，一个是红袖佳人，夫妻间情坚意
笃、“二意”一心。可恨的是，至爱的人，
一个夜晚就从一条路走向另一个世界，不
声不响地交出了自己的一生。意犹未尽人
已尽，对于意映来说，失去意洞，便失去
了爱的映照，她的余生只能坍缩成凡尘里
一朵芳华即逝的樱花。

林觉民牺牲 10个月后，其父亲在 《共
和》 报上刊了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
觉民”发丧。吊唁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聚拢
在高高的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
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哪有什么天
成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历史向来对往事保留着无限忠诚，刻
骨铭心之刻发出的声音，注定不会被消
解，反倒历经光阴层层除噪，持续漾起最
嘹亮的回声。在辛亥革命册页上一长串珠
光闪烁的名字中，林觉民也许不是最耀眼
夺目的，但这三个字之所以反复被咀嚼、
被传诵、被解读，“百年情书”功不可没。
看来，文字的功用并非虚无——从故事出
发，历史的碎片总会从某条暗道进入人们
的视线；借由文字温柔的载浮，复活的传
说驰而不息地向下一辈、向未来敞开。

倾听，凝视，薄薄的 《与妻书》 仿佛
一个隐喻。它既是伴侣的耳语，亦是历史
的纹身。在诵读的音韵里、在泪眼的迷蒙
间，珍贵的缅怀总是循着热血踏进春风。

此刻恍知，林觉民沉入永夜，而他躯
体之外的世界却如此明亮……

上图：千古绝唱《与妻书》
左图：林觉民故居内的雕像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与妻书》：历史的斑纹
简福海

《与妻书》：历史的斑纹
简福海

改革开放之初，“铺天盖地万式
装”的福建石狮被海内外誉为“小
香港”，纺织服装成为石狮的主导产
业。但是 40年后，随着制造业的发
展，石狮市开始反思“有街无处不
经商”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建设

“宜居宜业滨海城市”的新理念，以
“旅游+”为途径，推进旅游业与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
观光、商务会展、休闲度假、乡村
旅游等跨界产品，推动全域旅游要
素深度整合，不断提升城市的发展
质量。

国际时尚云集小城

春天来了，石狮又将热闹起
来。自 1992年起，海峡两岸纺织服
装博览会已在石狮举办了 20届，每
届博览会都有大量海外客商参会，
他们与中国人做生意的同时，也认
识喜爱上了石狮，来年会携亲带友
再度游访。

2017 年 4 月，石狮迎来一批特
殊的客人——瑞士著名电视节目主
持人奥利弗和他的摄制团队，他们
走进石狮实地拍摄，通过西方人的

视角向世界展示石狮及其产业发
展。奥利弗对石狮这座海滨港口城
市赞不绝口。

随着博览会成为全球纺织服装
行业和时尚业界的年度盛事，石狮
符号也频频走上世界时尚舞台。

今年第四届中国 （泉州） 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2018 中
国石狮国际时装周暨第二十一届海
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将于 4 月 18
日－22 日在石狮举办，大会将以

“新丝路、新合作、新融合”和“时
尚石狮，魅力海丝”为主题，推介
石狮的产业加快对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展会经济推动全域旅游

20 年的耕耘与坚守，让石狮在
世界时尚界收获了知名度，也引发
了在城市发展模式上的思考与创
新，确定了新的方向：以展会经济
为抓手，推进产业、城市与旅游业
的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加快
建设“宜居宜业的滨海城市”。

事实上，石狮的海岸资源蜿蜒
多姿，闽南文化韵味十足，交通体

系快速便捷，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巨
大。在这些旅游资源中，不仅有古
刺桐泉州申遗点“六胜塔、石湖码
头、姑嫂塔”，还有黄金海岸、红塔
湾、渡口码头等滨海休闲景点，永
宁古卫城、景胜别墅、杨家大院、
华山古民居等番仔楼和红砖古厝。

商务会展旅游包括石狮服装
城、国际轻纺城、世茂摩天城等会
展和购物商圈等。民俗文化体验旅
游有蚶江海上泼水节、祥芝渔民文
化节、永宁城隍文化节等旅游节
庆，以及南音、舞狮、石狮灯谜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自美国的游客诺阿对石狮情
有独钟，虽然之前去过 38 个国家，
但是石狮蚶江的海上泼水活动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上泼水是我
见过的最有特色的海上民俗活动。”
诺阿说。

石狮不应该只有布行工厂，更
要有绿水青山。2018 年 4 月初，石
狮峡谷旅游路交通标线施划到位，
作为石狮第一条观光旅游路，峡谷
旅游路将沿线既有的旅游资源纳入
峡谷旅游风光带中，并对道路两侧
的景观不断提升，包括建设两个生
态公园，提升绿化水平等。

与此同时，石狮加快生态连绵
带的建设，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用
绿道串起山林、水体、湿地、田园
等自然风景，形成相互衔接、连绵
成片的生态体系，加强城市绿化景
观和风貌塑造，实现绿化景观和绿
地建设的品质双提升。

如今，国际时尚、闽南文化、
生态风光已成为石狮最靓丽的名
片，每年都吸引着美国、意大利等
世界各国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
区的远方客人前来。据统计，从
2016 年起，海丝、海博会每年都迎
来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
商，通过展会，他们收获了不菲的
市场订单；通过展会，他们更爱上
了这座沿海文旅新城。上图：石狮
国际时装周现场 王孝宝摄

时尚小城引来世界游客
罗 兰 温文清

在旅游产品逐渐丰
富、配套服务设施不断
完善、科技日益昌盛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可
以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然而，让游客
在每一段旅途中获得舒
心满意的体验，似乎就
没那么容易了。

日前，一名用户在
某平台预订酒店，标记
距离长沙高铁南站仅 36
米的一家酒店，竟花费2
个小时、打了十几个电
话才最终找到。到店之
后发现，酒店根本不是
自己预订的酒店，而是
一家名为“联盟酒店”
的公寓式酒店。同样是
预订酒店，有用户在一
个知名平台预订了一家

“五星/豪华”酒店，入住后发现卫生状况极差，
与“五星/豪华”等级严重不相符。据了解，该平
台上的“五星/豪华”并非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
委员会所评定的“五星级”，而是平台自己的评
级。预订过程“有猫腻”，景区景点同样不让人省
心。清明假期，河南某景区内举办“牡丹艺术花
海节”，广告称“白天赏万株牡丹花海”，游客花
60元买票进场后却发现，除了一小部分盛开的牡
丹外，还有许多是绑在枝上的塑料假花，网友怒
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骗人的景点”。

这样的旅游实在是让人闹心。作为消费者，
游客花钱买服务，应当花得明白。旅游作为一个
综合性产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多要
素，要用市场化要求去衡量，每一个环节都应当
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诸如酒店房间是否干净、舒
适度如何，停车场的容量，交通便利程度等，游
客可以自己选择，根据自身需要购买不同消费水
平的服务。市场也会对旅游服务提供者做出优胜
劣汰。上文所述的“花海节”，对于游客而言，是
花钱买了张“不值”的票，吸取教训，以后再也不会
去；对于景点来说，表面看来，挣了门票钱，但游客
的差评带来的长远影响是很难用金钱来弥补的。

经过旅游主管部门、媒体等的不断宣传，如
今，对于那些以“线路超低价、购物超值享受、
旅游赠送礼品、低折扣、零风险、免费体验”等
为噱头的旅游产品，多数人已经提高警惕，提防
可能存在的旅游消费陷阱。然而，近来被曝光出
来的互联网上的“坑”，却让游客有些防不胜防。
现在，旅游+互联网正在为我们提供着更加多元化
的旅游产品，与之相伴的，应当是高品质的服
务。此前爆出的“搭配销售”“杀熟”等显然与之
相悖，为大众所诟病。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休闲
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指出，在线旅游企业要想长
远运营、我国旅游产业要想再往前健康发展，有
赖于企业抛却过去传统的“买卖观念”，建立起新
时代的“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让旅游真正成为一项幸福事业，让每一位游
客可以舒心地旅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守法
合规，不与公序良俗相逆，应是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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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明节起，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推出新栏目“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集中报道793位
（组）英烈人物。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游客寻访英烈遗迹，瞻仰先人风采。在福州杨桥巷的林觉民故居，《与妻书》的诵读声一遍
接一遍地响起。深情的诵读，激荡人心，留住了游客的脚步。这究竟是一封怎样的家书——

日前，在湖南省凤凰古城举办
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意大利当代艺
术展”开幕式上，凤凰县县长赵海
峰与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院长提亚
娜·达切莲、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院
长弗兰科·马洛克、佛罗伦萨美术学
院代表弗朗切斯科·洛维耶罗，共同
在“四城艺术结盟”的匾牌上按下
手印，开启了凤凰古城结盟意大利
佛罗伦萨、罗马、米兰三大艺术重
镇美术学院的国际交流合作。

2017 年以来，凤凰古城从绵延
千年文脉、造就文化艺术精英着
手，高标准对标爱丁堡、威尼斯等
国际艺术小镇，实施“文化自信、
艺术凤凰”战略，举办了首届“凤
凰艺术年展”。

为实现领跑中国艺术小镇建
设，凤凰古城持续发力，此次凤凰
艺术年展组委会邀请了意大利三大

艺术重镇的美院及艺术家访问凤凰
古城和张家界，举办“跨文化视野
中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展”等系列活
动。

凤凰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叶文智介绍说，“四城艺术结
盟”开启了国际艺术城镇间交流合
作的先河，是“跨文化视野中的意
大利当代艺术展”的重大成果。三
大美院推荐的 25 位优秀艺术家的
140余件作品展出，涵盖了写实、抽
象、表现及综合材料等多种类型，
代表意大利当代艺术水平。同步举
办水墨夜宴、中意美术学院院长论
坛、凤凰宣言、艺术边边场等系列
文化创新活动，开启了国际艺术交
流合作的新模式。

提亚娜·达切莲说，东西方文化
间和谐地比较和对话是当今主流。
中国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地成为欧洲

文化交流与研究的主角。意大利和
中国都是艺术家向往之地，很荣幸
在中国举办盛大的意大利艺术展，
给参展的艺术家也带来更多的艺术
启迪。很多年轻中国人愿意到意大
利进修艺术，意大利艺术家到中国
学习交流也成为潮流，鼓励年轻的
意大利艺术家和学生到中国学习和
研究，“四城艺术结盟”无疑提供了
最好的艺术交流合作模式。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表
示，最具艺术特色的凤凰古城迎来
了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绘画，迎来了

“四城艺术结盟”，对中国美术与世
界美术的交流，对凤凰文化发展与
文化产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提亚娜·达切莲表示：“我回到
意大利后会继续追寻和介绍东方的
水墨文化，让意大利艺术家学习借
鉴，从而更好地推广。”

结盟意大利三大美术学院

凤凰古城艺术风情走向国际
章 欣 田 波

行天下

戊戌年清明民祭史圣司马迁典
礼日前在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祭祀
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史记研究会和
韩城市民祭司马迁领导小组联合主
办，祭祀典礼秉持“尊圣崇贤”的
中华传统，以“幽而发愤著信史，

崇文尚志谱新篇”为主题，以“中
华礼仪”追慕先贤高尚的品德，弘
扬司马迁人文精神，展现中华文化
的魅力。

据悉，本次祭祀大典活动全程
伴以继承历代“雅乐”传统，严守
基本中华乐礼乐论而制订创作的

“乐”，整个流程颇为考究规范。最
具看点的“三献礼”规制，是根据
司马迁历史功绩和历代官方定位，
以“周代仪礼”为基准，承唐开元

“大夫宗庙礼”修订，结合当代社会
礼俗规矩和韩城特色民俗，形成一
套有传承、有考据、有发展的祭祀

“仪轨”。
祭祀大典上，司马迁景区结合

文化资源优势和特色旅游产业，启
动了“2018 年司马迁杯全国 《史
记》朗读大赛”活动。

清明民祭史圣司马迁
雨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