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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古奇书 《山海经》 载：“闽在
海 中 ， 其 西 北 有 山 ， 一 曰 闽 中 山 在 海
中。”文字洗练而充满了神秘的想象。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样一座隐
没于沧海的奇域，在当时是什么样子，它
为什么“在海中”，其横亘于西北的山
脉，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但可以肯定
的是，这是一个受到海洋律动的不竭的水
影响极深的地方。

拨开历史的迷雾，探访古老的痕迹，
在福建昙石山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远古人
们出海谋生的证物——独木舟。它展现了
我们祖先与海洋对话的智慧与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在南太平洋的复活节
岛，造独木舟的技术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这是一个向往自由、四海为家的族群。
我们看到，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

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抵台湾
海峡西岸的福建，南达新西兰，在这片广
袤海域的诸多岛屿上，居住着被称为“南
岛语族”的族群，该族群约有3亿人口。

或许是在 6000 年前，或许是更加久
远，南岛语族离开大陆，乘独木舟于海
上，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行，借助季
风，不断向太平洋深处漂流，落地生根，
开枝散叶……人类的足迹并不因大自然恶
劣而却步，更不因自身简陋的条件而望洋
兴叹。

独特的海洋文明

这样一群无惧无畏的耕海者，他们从
哪里来？

学术界一般认为，南岛语族的最早发
源地应该是在福建、台湾、浙江南部、广
东这么一个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主体的区域
内，在这个区域内福建占有一个相当重要
的地位，或者说是一个中心地位。

这并非天方夜谭。
闽文化区恰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陆地

板块和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板块的交界。夏
季，受西南季风影响，船只沿海峡东侧可
直接流入东海，进入太平洋；冬季，受东
北季风的影响，船只又可很轻易地驶往南
海，远涉印度洋沿岸。

在远古时代，闽族先民即用无数的生
命换取了对海洋律动的了解与发现，并掌
握了这些洋流的规律。

距今3000多年的漳州东山东门屿太阳
纹岩画遗迹，形象反映出闽族先民最原始
的航海本能。太阳是航海的重要定位天
象。古闽人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
学会利用星辰、洋流进行远距离航海。也
许，从南岛语族最早的海洋迁徙中，便植
下了闽文化、闽商的海洋性基因。

海洋对于古闽人而言，并非是天堑和
险境，而是迈向另一个新世界的通途。

万里海疆，烟淡水云阔；雪浪云淘，
无际且无垠。

在海洋的怀抱里，是无尽的宝藏和机
遇。而上苍将她赐给了一个蜕变于大海的
族群，海洋的无穷能量浸润着这个族群的
心脏和脉搏。

这种生存空间的相对独立性使闽人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海洋
文明——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保有了
自己的文化形态。

梁启超曾慨叹曰：“吾研究中华民
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
皆与诸夏有别，然与荆、吴、苗、蛮、羌
诸组都不类。”

让梁启超困惑的“福建人”其实是三
种不同的族群不断融合的结果：原住民、
入闽汉人、海上来的其他族群。他们不仅
构成了古闽人最重要的生理遗传，且拥有

共同的精神气质：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
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

妈祖与“福船”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福建人，逐渐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演变成
一种信仰，关键时刻，他们笃信这份信仰
能助其转危为安，无所不能，于是妈祖诞
生了。

今天，在东南沿海、台湾岛这些海洋
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妈祖娘娘过生日，
可是一年一度的大喜事。特别是在台湾，
各地妈祖庙都会将庙内由祖庙分灵出来的
妈祖神像，带回娘家过火，所有绕境的过
程都要遵循古制，每个祭祀的礼节都要严
格遵循传统，甚至起驾、回驾的分秒过
程，还必须掷筊向妈祖请示。之后，台湾
各地妈祖庙的妈祖还将前往福建莆田妈祖
祖庙过火，这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娘家。

闽人的“海神妈祖”是一位温和的长
辈女性形象。

闽商航海贸易首先是为了家人的幸福
生活。这是人性最为朴实的诉求，最符合中
华文化传统中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
德。当闽商在海上遇到风险的时候，有什么
比慈母般的守护神更至诚至爱的呢？这种
文化寄托使得妈祖形象具有了被建构到儒
家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也使妈祖迅速地被
全球华人所共同信仰与顶礼膜拜。

远在菲律宾塔尔老镇一座古老的天主
教教堂内，供奉着一尊被菲律宾信徒称为
凯萨赛圣母的神像；同时，闽籍华人却一
直视她为妈祖娘娘，使得这尊神像罕见地
兼具了圣母玛莉亚和妈祖娘娘的双重身
份。

同一尊神像，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与信
仰，这集中代表了闽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
融合相处之道。

2009年9月30日，妈祖信俗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名录。妈祖精神所象征的，是闽商在与不

同文明的族群交往过程中体现出的和平互
惠模式——无疑，这也是今天全世界都可
以分享的精神财富！

征服海洋，闽人需要信仰，需要精神
上的慰藉，于是他们塑造了妈祖，妈祖成
为他们灵魂深处最强大的依仗。

征服海洋，还需要在大海横行无阻的
利器，可以不惧风浪，可以行走到更遥远
的世界，于是他们创制了“福船”。

“福船”因原产地在福建而得名。
在中西方海洋文明的历史较量中，福

船绝非单纯的以大取胜，在技术方面，其
精细到毫厘的科学方法，早已领先于世
界。

有了通达四海的大船，闽商从中国最
繁忙的港口出发，沿着固定的航线，远涉
世界各地，传播华夏之邦五千年的文明成
果。

开放包容的气质

自古以来，福建就是中国从海上对外
交往的重要窗口。

福州、泉州、漳州、厦门为最著名的
四大港口。它们既是中国与世界联络的枢
纽，又是中国率先进入全球化的桥头堡。

遥想当年刺桐港船舶相连，泉州城内
“夷夏杂处，权豪比居”，“船通他国，风
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
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稀奇难得之

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踵，相
刃于道”……该是怎样一片繁华景象啊！

《明史》 记载：天顺三年 （公元 1459
年），锡兰国王派王子出使中国，船队抵
达人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王子从泉州
富美渡口登岸时，满城盛开的刺桐花以及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给王子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不料此后，锡兰国发生变
故，王子世利巴交喇惹归国无望，乐得定
居泉州，并取“世”字为姓，世代繁衍。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有的人以通事
为业，也就是当翻译；后来有的人读书考
举人；再后来，泉州浓郁的国际商业贸易
氛围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最终也成了闽
商。在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世家便完全
融入华夏文明中。

有一间工艺品店的主人叫许世吟娥，
她便是人们寻访已久的锡兰王子后裔，也
是一位闽商。

2002 年 6 月，斯里兰卡政府向许世吟
娥发出了访问邀请，许世吟娥终于回到了
她祖先生活的土地。斯里兰卡人民以最高
的礼仪欢迎她的到来。一位政府部长致辞
说：欢迎公主回家。

今天，泉州著名的丁、郭、蒲三大姓
氏均为阿拉伯人的后裔。

星星点点的墓碑透露出那个时代泉州
向全球开放的文明信息。

一方墓碑上的“蕃客墓”三个字，显
然出自初学汉字的阿拉伯侨民之手。这个
因碑文残缺而不知姓名的阿拉伯人，当上
了永春县的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
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而这块碑
文写着“艾哈玛德家庭母亲的城市”，则
寄托着这位外国侨民对刺桐这块土地深切
的情感。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外国侨民和本地人
的相处非常融洽，这是最难能可贵的。特
别是在世界的今天，“9·11”之后，美国
的学术界甚至政治界，流行所谓文明的冲
突……泉州人有资格给予他们更多的启示
和教导。

煌煌历史这样书写：大海为证，拓海
贸易，追风踏浪，商贾云集——鲜明地凸
显出福建作为中国海洋门户独特的人文景
观……

（张胜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
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
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出版《穿越历史隧
道的中国》等散文、报告文学集20部，撰
写《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等电影、
电视政论片40多部；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
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闽人与海
张胜友

闽人与海
张胜友

第一次看到白洋淀三
个字，是在 40 多年前的书
上，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
了我，铭刻在我的脑海，
成了我的向往。

一 个 春 光 明 媚 的 日
子，有机会到“白洋淀雁
翎队纪念馆”参观学习，
我的向往终于成了现实。

抵达安新县城已近午
夜，翌日早饭后，我们乘
游艇向纪念馆驶去。极目
远望，碧水浩淼，波光粼
粼 ； 芦 苇 丛 丛 ， 荷 叶 漫
漫 ； 游 船 悠 悠 ， 水 鸟 翩
跹。不远处，有村庄安详
坐落水中；一位头戴草帽
的打渔人摇着小渔船，跃
入水中的七八只鱼鹰翻腾
出一片片洁白的浪花，遥
望着那蓊郁茂密的丛丛芦
苇和漫漫荷叶，想象着抗
日烽火中芦花荡、荷花淀里的硝烟。我仿佛看到
了雁翎队矫健的身影，仿佛看到了孙犁老前辈及
徐光耀老作家笔下的小兵张嘎和袁静、孔厥 《新
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与杨小梅……

步入纪念馆的一个个展厅，大量珍贵的历史
照片、文献资料和雁翎队曾经使用的小木船、猎
枪、大抬杆等实物相继映入眼帘，运用声光电等
现代化艺术手段，再现了雁翎队英勇顽强、机智
灵活打击日寇的战斗场面，生动传神，将人们的
思绪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支抗日队伍的武器装备十分可怜，但他们
唱着“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
啊，飞走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的歌，
摇起小木船，在千顷芦苇荡万亩荷花淀铺开了打
击侵略者的战场。

白洋淀是保定至天津间的水上交通重要枢
纽，特别是保定通往北平的铁路线被抗日军民切
断后，白洋淀这条水路的价值更加凸显。雁翎队
员们凭着熟悉的地理环境，凭着得天独厚的芦苇
屏障，凭着浪里白条的好水性，更凭着一颗保家
卫国的赤胆忠心和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精
神，出没在敌人运送物资的航线上。他们或头顶
荷叶乔装，或嘴衔苇管潜伏隐蔽在芦苇丛中，或
用水草缠绕敌船的螺旋桨，或用粗铁丝在水下拦
截敌船……用土枪土炮有力打击着配备着轻重机
关枪等先进装备的侵略者。

惶惶不可终日的日本军队屡屡受挫，于 1941
年的春天，从天津等地调集了多艘马力大、速度
快、火力强的汽艇汽船，妄图一举消灭雁翎队。
可是，雁翎队有方圆数十里密密匝匝挺拔吐翠的
芦苇作掩护，有丰富的水上游击战经验，侵略者
最终对他们无可奈何。

步出展馆，回到现实，阳光正媚，镶嵌在华
北平原的这颗明珠，又闪耀在我的眼前。这是一
颗养育了抗日队伍的明珠，一颗经过抗日烽火洗
礼的明珠，一颗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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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走过的最安静的路，古树，古
茶，古庙，古道，沿途没有遇到一个人。
安静是位于中国西南的盐马古道的另一种
姿态。

山顶的树其实不高，山顶的草其实也
不茂盛，就连盛开着杜鹃花的树也只是矮
矮的。大块的岩石在山顶上耸立着，形态
万千，又大气磅礴，任何生物在它面前都
显得那样渺小。盐马古道，就绵延在这样
的山间。阳光照在路上，全都是光阴；雨
点落在路上，全都是故事。

早在 1000 多年前，这条路是热闹的。
那时，总是出现在这条走夷方路上的是一
个个马帮。马锅头带领着三五个赶马汉
子，穿着布底鞋，头戴黑包头，身穿羊皮
褂，每个人的身前是几匹马，马背上驮着

盐，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换取物资。也许
要十天半月才能回来，也许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折返。这些赶马汉子大多跟一个马帮
很长时间了，跟这个马锅头也很长时间，
彼此有了感情，也有了默契。

快到夏天，“漕涧梁子”山顶的风很
大，呼啸地吹来，吹皱了这里的岩石，吹
乱了额前的发丝。想着前人走过的路，向
着远处的大山眺望，这便是云龙。它地处
横断山南端澜沧江纵谷区，横断山两大山
脉云岭、怒山和怒江、澜沧江由北向南穿
过。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依然挡不住前人
对外贸易、交流的步伐，延伸着一条逐渐
被森林隐没、被柏油马路代替的千年古道
——盐马古道，它无声地讲述了千百年来
云龙与外地物资贸易往来的故事，讲述着

先哲思想的萌发和传播，它就是云龙最长
的物资贸易通道、文化传播要道。

这段从漕涧梁子的大雪坪到漕涧古镇
的通道，是盐马古道西到腾冲、缅甸的一
段。看得出来，平时很少有人走，两边的
枯叶堆成小小的山坡。小小的马蹄，承载
着南来北往的希望和重荷。无数匹马，无
数次地走过那块坚硬无比的石头，渐渐形
成了深深的痕迹。看着小小的蹄印，它渗
透着马匹一生最好的时光，这个小小的蹄
印，多么平凡而伟大，也渗透着赶马汉子
多少的汗水和爱，对于这份爱没有人能比
过赶马汉子，特别是那个被叫作马锅头的
汉子，从一个帅气逼人、潇洒的青年，到
两鬓斑白的老者，马锅头用他的智慧、勇
敢带领马队，冲破黑暗的笼罩、阴雨的连
绵，讨来一份生活，把这些马蹄印串联起
来，就是马锅头的一生。

那时的赶马人顺着山的梁子行走，遇
河搭桥，遇地势险峻垫石头，这是人类面
对自然生存的本能。石头大多铺在地势险
峻的路段，当时的赶马人想必是因为担心
马上不了坡下不了坑，特意搬来石头垫
路，只是谁都不曾想过，这些坚硬的石头
一垫就垫了千年，在岁月的长河里看日月
星辰，看悲欢离合。后来马帮走得多了，
这些石头渐渐少了棱角，慢慢变得光滑、
温暖。

在没有马帮往来以后，马蹄印和古
树、杜鹃花、鸟儿、星星、月亮对话，和
细雨、时令、露珠对话，偶尔有放牧的
人，和牧人对话，那是多幸福的事。

在喧嚣的都市里，要想做一个安安静
静的人多难啊，可坐在古道上的日子，做
这样一个人一点儿也不难，真的一点儿不
难。

上图：盐马古道上的诺邓古村
来自网络

古道时光
李维丽

曲阜是孔子故里，礼仪
之地，天纵之圣，让人到此
仰日月而望星辰。在曲阜火
车站候车大厅里立着孔子木
雕像，站外东广场立着著名
雕塑家吴为山创意设计的孔
子青铜铸身。

雕像中孔子的神态同历
史博物馆当年纷争移走的如
出一辙。相互映照的是这座
塑像的底座都镌刻着孔子纳
八方贤客的名言：“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话
是孔子的，也是代表国人
的，更是曲阜仁义礼智信垂

范之地的名片。四海宾朋，
天南海北来到此地，多有一
种朝拜景仰之心。

但是，我怀着朝圣之心
来到曲阜，一出火车站，便
让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败坏了
心情。

在来的高铁上，友人便
详尽介绍从火车站打出租车
到目的地 5 分钟的路程，顶
多10元钱。

在站口停车场，我见到
两辆出租车，司机嫌要去的
地方太近，挑活不去。于
是，我找到车场管车的人，

他电话联系了一通说：要去
要 30 多元。问：为何这么
贵？答：都如此。

这短暂的交流，已让人
心生不快。我拉着行李箱走
出站外，只见一长串出租车
在等待拉客，招呼过一辆，
几经争辩，司机看我知道行
情，5 元钱把我拉到了目的
地。

在目的地，陆续赶来的
同路人则相继被宰，如我一
样，从火车站打车至此，有
花 20 元的，有花 30 元的。
当地老者告知，这些都是黑
出租。

出租车宰客，不规范服
务，虽是一小事，但以小见
大，却让来客产生了恶劣的
第一印象，有损于礼仪之地
的形象。

机场、火车站是一个城
市的名片，但愿曲阜能从治
理站前黑出租车做起，以小
见大，无愧于孔子故里的品
牌。

礼仪之地更应有礼仪
王 童

礼仪之地更应有礼仪
王 童

今日白洋淀 视觉中国

行天下行天下

福建厦门市珍珠湾，父女俩在海滩上玩耍 视觉中国

张胜友 郭红松绘张胜友 郭红松绘

曲阜孔庙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