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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静

过了腊八就是年，春节的鞭炮声
渐渐地近了。

在马尾的小街巷里，有一家小小
的门面比往日更加忙碌起来了，年糖
年饼的制作已经排上了日程。每天清
晨，天才蒙蒙亮，柴火的炊烟就开始淡
淡地弥散出来，木枝香伴随着甜香悠
悠飘荡。附近的人们被这香气唤醒，
走出家门，也开始了年前的忙碌。

年前一个月是贤章糕饼店一年中
最忙碌的日子之一，还有一段是八月
中秋之前，准备中秋礼饼的日子也是
非常忙的。

传统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是祭灶
日，这一天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要上天
述职，地上的人们总要制作很多甜蜜
蜜的食物来堵住他俩的嘴。贤章糕饼
店年前的任务就是为街坊们准备这些
甜食糕点，花生片、咸甜 2 味的杏仁
饼、凤仁酥、猪油炒米、猪油糕、金钱
饼、花生糖、万字糕、红纸包、寸枣、麻

芝，整整十二款，包成一个包，就是最
传统味道的年糖年饼了。

“我喜欢他家的味道，和超市里的
不一样，是小时候的感觉。”80后的邻
居陈小姐偶尔光顾，她觉得味道是有
情怀和记忆的。

麦芽糖、白糖熬成的糖浆，均匀地
裹在炸好的胚子外面，再快速滚上炒
香的白芝麻。满载记忆味道的春节美
食麻芝就制作好了，“这是我的最爱，
我可以一个人吃一盆。”陈小姐笑着
说。

麻芝说着简单，做着却是不易，以
糯米为原材料的胚子，从白嫩嫩的糯
米粉变成硬邦邦胚子也是经历了近月
的光阴，方才成型。这麻芝吃起来就
蕴含了时光的味道。炸制也要点技
术，油温、火候都是门道，看着简单的
翻滚加滚油，在翻滚再加滚油，眼看着
胚子从硬邦邦的小灰棒棒逐步膨胀成
了圆滚滚的金黄色，有老师傅几十年

的功力在里面。
“我还没有学会我爸的十成功

力。”小店的主人林贤章说。从二十多
岁回家学习并接手饼店以来，林贤章
已经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帅大叔，是
家庭的顶梁柱。“我们是家庭式的小
店，一家人都在这里。”家庭式的生产
方式也是家庭式的传承。

林贤章的传统糕点手艺传自父亲
林必熏，一位从马尾供销社出来的老
手艺人，一身的老手艺逐步传给了儿
子。“边做边学，也要看悟性。”

林必熏最拿手的糕点是福州礼
饼，方圆几十里颇有名气，不少人慕名
而来，都成了老主顾，每到年节就要来
买，都说这是别处难以品尝到的好味
道、老味道。

现在，这制作礼饼的手艺已经申报
了第四批马尾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州人历来重礼。礼饼，顾名思
义，节礼之饼。不但是传统的“福州月

饼”，也是婚礼、庆典和重大节日的重
要“嘉宾”。传统的婚礼，吃过酒宴，提
回家的伴手礼里面，定有一块大礼
饼。生日宴也有用到礼饼的，小孩满
月也有用到礼饼的，更别说中秋月圆，
一块圆圆的大礼饼的重要性。

这天，林贤章起的比平时更早一
些，有一位泉州的客人定制了几十块
礼饼，要带回去送给长辈。订单的增
加增添了收入的喜悦，也增添了节前
的忙碌。

新鲜的猪肥膏和香葱都要当天从
市场购买，定是要那够白够净的猪油
膏制作出来才能肥美香甜。原料的品
质决定了出品的质量。从林必熏到林
贤章，不论是肥猪肉、香葱，还是麦芽
糖和糯米，对品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
持才换来了传统味道的完美延续。

碎肉、切葱，加入冬瓜糖、梅舌等
材料，再加入调味料调制成馅。油酥
制作饼皮，一份饼皮包入四份大小的

馅，擀成圆饼，拍上芝麻，背面再扣个
厂商红印。生饼制作完成，送入烤
箱。半个小时，中间一个翻面，喷香诱
人、咸甜适口的福州大礼饼制作完
成。刚出炉的礼饼酥脆香软，放上几
天，让它回回油，味道就更加醇厚起
来。

每年的中秋节前夕，是林家制作
礼饼的主要时间段，一家人起早贪
黑。每到那时，总能见到林贤章的老
母亲，坐在店门口，成捆成捆地切着葱
花；厨房里的柴火烟气整日不停；散发
着诱人香味的烤盘在门口也层层叠叠
码得老高；络绎的客人身影交织，带走
这份传统节礼的念想。

不论是礼饼还是年糖年饼，每到
节日的这份味道的想念，就是对传
统、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林氏父子
将技艺传承，而我们，将口味和文化
传承。

○林璐妍

老 街 小 店 里 的 非 遗 味 道

近日，福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布
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新增名录，
其中马尾区罗星塔入选名录。福州是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马尾与
海丝更是渊源深远，此前，罗星塔还与
迥龙桥及邢港码头（闽安古镇）被列为
海丝史迹遗产点。

国际航行的重要地标
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马尾作为闽江和东海的交接口，
是福州海丝行程的起点和终点。在这
个重要节点，有一个醒目的标志——
罗星塔。

罗星塔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航
标。在闽江下游三江汇合处，有座罗
星山，山上有塔，因地而得名，就是罗
星塔。罗星塔原为南宋建的港口航海
灯塔。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明初就
标绘在郑和的航海图和以后的航海针
经图册里。作为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
航标之一，也是闽江门户的标志。

相传罗星塔为南宋柳七娘超荐其
夫亡灵而建。明万历年间（1573—
1620）塔毁，天启四年(1624)福州著名
学者徐火勃等倡议，在原塔座上重
建。塔于 1961年灌浆加固，增设护栏
和更换铁球顶刹。1985年被公布为第
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塔历史悠
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2013
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塔是人工的一种标志，或记载功
德，或表达愿望。一般的塔，大多选择
建在山上或者大空地上以引人注目。
一般的航标，都是放置在航线中需要
提醒的地方，比如礁石或拐弯处。罗
星塔，身兼导读和导航双职，所以其选
址更是位置特殊、地势险要。

罗星山北侧可以看到有个“罗基
高程基准面”标志，简称罗零基准点或
水准原点。当年，海上贸易往来频繁，

为避免商船触礁沉没，清政府请德国
工程师对闽江下游水位和流量进行系
统观测，确定了以“罗星塔水准零点”
作为闽江罗星塔段最低水位固定观测
标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水位国际
标准，即海拔原点。1992年，全国统一
采用黄海零点，比之低2.179米的罗零
基准点停止使用。

近代邮政史的见证
相传，一两百年前，外国船舶来到

福州闽江口，在外海远远就可以望见
罗星塔，自然会抑制不住地欢呼：

“China tower”，意思就是“中国塔”。

约定俗成，罗星塔在国际上就有了“中
国塔”的称呼。

罗星塔，世界邮政地名称为“塔锚
地（Pagoda Anchorage）”。过去从世界
各地要寄到马尾的信，信封只要写上

“中国塔”几个字就可以寄到。
“罗星塔英文名字叫‘PAGODA’，

据说来自福州方言的‘八角塔’音译，
这一点我不但找当地渔民求证过，最
重要的是在传世邮票的邮戳上得到清
楚证明。”福建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
福建省通俗文艺研究协会副会长陈苏
在集邮领域颇有一番成就，因而他对
罗星塔邮局的历史也有研究。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侵略者签
订《南京条约》，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
岸之一。从此洋商便蜂拥而至开拓更
大的市场，他们摸索着进入了闽江入
海口，逆流而上几十里，发现下游三江
汇合处有港、有山，山下矗立着一座佛
塔。塔下的陆地正可为泊舟之所。随
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各国开始在福州
设领事馆。如英国领事馆、法国领事
馆等。后因福建船政规模逐步扩大，
英国人在马尾马限山上又建了英国分
领事馆，作为英国殖民者及海员们的
俱乐部。1874年，时任船政大臣沈葆
桢为了国家利益，不惜重金买回了领

事分馆产权及周围土地。
为了便于中外通讯往来，据《福建

省志·邮电志》记载“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二月，福州、厦门、罗星塔最
先成立邮局，皆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
监管……福州、厦门邮局都称邮务总
局，罗星塔邮局隶属于福州邮务总局
管辖。”

罗星塔邮局原开设在长乐营前伯
牙潭海关内，为四等邮局，隶属福州邮
务总局，由时任罗星塔海关巡查莱来
克逊（F.E.Jaksun）兼任邮政司。1912
年迁移至马尾罗星塔村。原设在营前
海关内的罗星塔邮局改称营前副支
局，归罗星塔邮局管辖。1951年撤销
罗星塔邮局。

在以往的认知当中，罗星塔位于
闽江下游三江汇合之处，是闽江门户
标识，有“中国塔”之誉。实际上，罗星
塔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文峰
塔”，从中国古代地理学角度进行观
察，罗星塔有着文化含义，这座宝塔在
历史上还被认为和福州的文运息息相
关。从宋代开始，随着对儒学的推崇
和经济的发展，福建对科举的重视程
度超过前朝，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人
们逐渐开始由祈求“消灾避难”转向

“文运昌盛”，自此，罗星塔成为各路文
人求取“文运”的朝拜之地，更是保福
州城一方“文脉”的标志地。明代福州
文人筹资重修罗星塔，一大缘由就是
希望庇佑地方人才辈出。

罗星塔造型古拙，是福州地区明
代石塔建筑的代表，具有较高的建筑
及艺术研究价值。罗星塔又是闻名海
内外的重要航海、邮政标志，罗零海拔
基准点曾是中国东南沿海通用的海平
面基准线，是研究中国近代史、航海
史、邮政史以及中外交流的实物佐证，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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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霞

船政文化

○黄俊

观后

文化洞见

——写在观赏影片《青云之梦》之后

近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00后”
团体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这一消息
也在短时间内成为热门话题，获得了
极高的关注。这个团体便是“416女
团”，团体成员是五位来自上海戏剧
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女学
生。她们在热门古风歌曲中融入京
剧元素，用戏腔给予观众一场别开生
面的视觉盛宴。她们改编的《探窗》
《牵丝戏》《关山酒》等作品都在各大
视频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关
注度。视频中的京剧知识小科普也
备受好评。

事实上，在接受新华社采访之前，
“416女团”的几位成员就进行着戏腔
翻唱古风歌曲的尝试，在网络上有了
一定的知名度。五位女生演唱的行当
包括老旦、花旦、程派青衣、梅派青
衣。结合各自的唱腔特点，五位女生
选曲翻唱，或独唱或合作，都取得了不
错的反响。其中，让她们出圈的是拍
完毕业照后一时兴起演唱的《赤伶》，
在B站上就收获了近600万播放量；今
年 9月五人合作地六首戏腔串烧在B
站上更是收获了 1000 多万播放量。

“破圈”的背后是不断的练习与尝试，
也反映了当下观众的心态变化。

传统文化：褪去“厚重”的外衣
在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用户的视

频平台B站，“416女团”的五位成员发
布了大量的联合投稿作品，下方的评
论区不乏“我以前很讨厌京剧的，总觉
得京剧很慢”“这才是正宗的戏腔”“京
剧可以这样唱”之类的评论。置顶评
论区中也有视频创作者关于各行当含
义、特点方面的小科普。除了翻唱视
频，女团成员们的 vlog视频也记录下
了她们换装、扮相、练功的时刻，让京
剧这一历史悠久的国粹给人以眼前一
亮的感觉。

诸如京剧这样的传统文化，过去
的主要受众人群大多是中老年人，年
轻人对于这些“厚重的”“过去的”文艺
形式，似乎带有“天然的印象”。这种
刻板的成见是片面的，不能代表传统
文化的全貌。“416女团”成功“破圈”的
背后是传统文化的“新生”，她们通过
一则则视频给了人们不一样的认识，
用年轻人喜欢、习惯的方式来演绎戏

腔，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京剧，进而喜
欢上听京剧。传统文化正在褪去那层

“厚重”的外衣，以更本真的面貌为人
熟知。这样“流行歌曲+京剧戏腔”的
尝试不仅拉进了人们与传统文化之间
的距离，也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依然
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青年学生：追寻心中的“热爱”
“416女团”的五位成员都是标准

的“00 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青
年。她们从小学习京剧，对京剧有着
难以割舍的感情。她们无疑是幸运
的，所学的专业也是热爱的事业，热
爱的事业又是需要传承的国粹。青
年学生如何对待自己所学的专业是
很多青年学生心头的疑惑，而“416女
团”的走红也给了我们这一方面问题
的启发。

也许大部分大学生无法像“416女
团”那样，从小耳濡目染，在读大学之
前就对专业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应该
认识到大学生在大学进行专业学习的
意义以及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学
是青年学生走向独立的开始，在这个

自由的天地，大学生可以尽情地施展
自己的才华，勇于尝试并挑战自我，这
也是大学生活最美妙的地方。我们总
说“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力量”，青年学生如果能
在求学时找到自己心底真正热爱并愿
意为之付出努力、执着追求的事业，这
样的的大学生活无疑是有所收获、难
以忘怀的。当学生们愿意运用所学，
在所爱的事业中不断前行，那么我们
就可以看到一派大放异彩、百花齐放
的景象。青年学生不仅可以实现个人
价值的追求，也在尽力承担着自己的
社会责任。“416女团”的走红正让我们
看到了青年学生这样的风貌。

新的时代：坚守民族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决

胜局，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受
了新冠疫情的重重考验，我国的综合
国力正逐步上升，取得了一系列令世
界瞩目的成就。我国民众的心态也有
了很大的改变，慢慢地重新发掘我们
的传统文化，曾经的“鲜为人知”正逐
渐成为如今的“脍炙人口”。我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传统文化，
这些都成为了我们新时代新文化发展
的基础。“古风”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下应运而生并逐渐得到年轻人的追
捧。这些守正创新的文化作品也得到
了许多年轻人的支持。

新华社在采访视频的简介中称赞
五位传承国粹、传承非遗的女孩们“声
声都是文化自信”，这份自信的底气根
植于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日渐
强大的祖国。越来越多“国风作品的
出圈，反映了人民群众更加强烈的民
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坚守民族的

“文化自信”，也是这个新时代的呼
声。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
时期，作为国民的我们保持文化自信，
认同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成
果，不仅让我们的文化事业后继有人
生生不息，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从而共同为祖国的发展
添砖加瓦。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
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热爱”之中
的“自信”不会消失，“破圈”背后的“传
承”永不止步。

“416 女 团 ”走 红 ：破 圈 背 后 的 传 承

电影《青云之梦》是根据湖北罗田县作协主席刘心明
创作的长篇小说《八品乡官》改编拍摄而成，作为一部以乡
镇一级干部为主人翁的电影，这类题材在电影中是不多见
的。但由于拍摄视角独特，且约占九成的素材均取之于真
人真事，艺术形象全面鲜活，纵横交汇，用小人物散点勾勒
起中国基层社会的群像，以小切口剖开了中国基层社会的
横截面，因此影片上映以来尤为备受关注。

影片基于作者刘心明曾经连任六年乡镇党委书记的
真实经历所作，所以巧妙运用板块式结构，情节之间相互
勾连带动，讲述了在大别山区凤山县的青云镇里，以郑浩
书记为领导的党委一班人，在国家脱贫攻坚这个大的方针
政策下，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挑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等工作方面，凝聚着青云之上、普
天之下，这群讲政治、爱农村、懂民情的乡镇一线干部的光
荣与梦想，用心用情实现了守护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
的感人故事。

短短两个小时，以大坪村建设、包装厂群访、何家坪选
举和温泉山庄开发等四个板块的内容，全景呈现了乡镇前
线干部生活状态、日常工作等细节，以及他们所面对的苦
乐交替、艰险与抉择，既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也没有着意
表现其中的苦痛，而是以真实打动广大观众。面对不同领
域、不同个体对象，运用不同的灵活处理方式，使问题得以
迎刃而解。正如郑浩书记所讲的那句经典台词：“就像筷
子夹粉条，夹得紧了容易断，夹得松了又容易溜，力道给恰
到好处。”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书记，既有担当作为的铁肩
膀，也有帮扶解困的热心肠，他在风险考验面前绝不退缩，
在急难险重面前奋不顾身，在大战大考面前勇挑重担。当
洪水到来之际他不计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冲锋在最前面，
保护了集体公共财产；当他刚刚见到生病的儿子，那篇孩
子的作文《我的爸爸》还没来得及细看，一个工作上的电
话，又让他与沉睡病床的孩子匆匆离别。不仅如此，他还
经得起诱惑和看得开委屈，即使被诬告举报贪污受贿接受
上级调查时，也是心无怨气，淡然处之，并拒绝了万盛集团
高薪高职，一心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郑书记面对村委书记王得宝这个脑瓜子灵活，可是只
顾明目张胆揽私活、挖河砂紧盯个人利益捞取好处的村主
干，以耐心说服、诚心打动，及时把王得宝从错误的路线上
拉了回来，变成了一个有作为、有魄力的好村干。面对不
知廉耻、自暴自弃的懒鬼胡有根，郑书记以温暖暖心，用热
情感化，先扶智后扶贫，使得胡有根这么一个好逸恶劳的

“废人”浪子回头，重新拾起了觉悟，改变了形象，曾经妻离
子散的家庭破镜重圆。

影片紧扣时代脉搏，拓宽了电影题材的可能性，它化
宏大叙事于隐性的手法，改英雄典型为平凡小人物，具有
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身处农村基
层的各级党员干部，他们在繁琐艰苦的工作过程中不被理
解，甚至误解诬陷的情况下内心甘苦自知的特殊境地，把
书写家国情怀付诸于微观的情感视角。片中的郑浩书记
就是千千万万乡镇干部中的一名代表，他立足本职，担当
实干，在时间深处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本职岗位上亮出
了最美姿态，也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了最温暖记忆，正是万
千如郑浩书记一样的乡镇基层干部，将“为人民服务”当作
坚定不移的人生信条，使人生的最美答卷书写在祖国的绿
水青山，书写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八品乡官青云梦

最近看完一部热播剧——《女心理师》。该剧由一位
又一位有心理问题的来访者的故事串联起来。这些来访
者中，有不能接受父母关系破裂，为了维持一家三口表面
的关系，而自残的；有因为幻想网络中虚拟的陪伴关系，而
陷入极度孤寂的；有因为伴侣间缺乏倾听和交流，在婚礼
中想不开大闹一场的；有从小因为母亲的打压式教育，而
暴饮暴食焦躁不已的；有产后抑郁，得不到理解的；还有在
公司受到排挤，怀疑自我的……这些心理上的“小感冒”往
往不受重视，却在日积月累中成为了压垮人生的“大山”。

艺术来源于现实，该剧所展现的一个个故事引起了强
烈共鸣，大家都能在这些角色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心理健
康这一话题也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引起关注，也引导观
众重视自身的心理疏导，从科学的角度正视人生。

前年甘肃庆阳一位女孩站上了8楼楼顶，犹豫彷徨许
久未跳的女孩，却在楼底围观群众的起哄怂恿声中跳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去年，微博上一位叫“鹿道森”的博主
自杀了。他在人世间留下最后一篇日记，记述他从小寄人
篱下得不到关爱，甚至被霸凌。童年的阴影需要一生来治
愈，鹿道森等不到了，最后绝望地选择死亡。他的一生，似
乎没有一个温暖的拥抱。如果有，是不是生命就不会在25
岁这年按下暂停键？

微光照亮微光，可以点亮一份希望。就在去年，刺死
霸凌者陈泗翰出狱了。

他本来是一位即将中考的好学生，为人亲和善良，青
春洋溢，前途无量，却因为遭遇校园霸凌，无奈反击下刺死
霸凌者。在当年正当防卫的判处还比较保守的年代，被判
决8年刑期。他说，他的脑子一片空白，身体发软。

也许，大多数人会觉得人生就此无望，意志消沉了。
还好，他周遭都是愿意施以援手的人，他们绝不会看到他
身陷囹圄而不救。

早在判刑前，陈泗翰的同学们就联名发起请愿书，祈
求法院轻判。更在他服刑的几年里，不间断地写信告诉他
外面发生的事情，激励他人生还有无限美好。而刚入狱
时，看过他判决书的陈警官也为他指引了方向：把刑期当
学期。有大家的关心与帮助，陈泗翰重燃对未来的期盼，
在狱中积极表现，报名参加活动，努力学习，并在服刑阶段
获得法学专业毕业证。我们无法知道那段过往带给他怎
样的心理阴影，但是，他自己正努力从阴影中走出来。出
狱后的他是那么通透而平静，对未来也很有规划。

看见他在通亮的房间里，弹起吉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
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心中万分感慨，陈泗翰的青
春虽然早早散场，但他幸运的有一群不离不弃的伙伴。他
也不负众望，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律所实习，将来还打算专升
本。如同余华书里写到“他们像野草一样被脚步踩了又踩，
被车轮辗了又辗，可是仍然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了。”

这个世界的阴影总是隐藏在角落，如果光从四面八方
照过来，阴影就无所遁形。希望身陷囹圄的人啊，大声呐
喊，希望路过的人群啊，伸出援手。

○张璐

——热播剧《女心理师》观后有感

让微光点亮希望

罗 星 塔 入 选 海 丝 史 迹 保 护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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