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RAIT TIMES

文化4
□2023.1.13 □本版责编/ 版式 江超云

E-mail:hxsbfk@sina.com

亭江镇亭头村的“依姆扁肉”店
铺，因其皮滑爽，馅香鲜脆口而得
名。不过 30平方米大小的店面在几
代人手中经营了将近五十年，“这家
是我们亭江镇侨胞的家乡味道。”爱
吃“依姆扁肉”家扁肉的侨胞郭后满
说道。

店铺现今掌门人是依姆的女儿
林清和女婿江勇。他们在 2000年时
接手了店铺，谈及接手的理由，林清
讲得直白：“我们家几十年来就在卖
扁肉，我就是想在保持原有口味的基
础上做好这碗扁肉。”

2022年，依姆扁肉制作技艺入选
马尾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扁
肉，以其形态扁平得名，与馄饨、云
吞、抄手相似，但胜在皮薄、清甜，与
拌面合称为沙县“情侣套餐”。

虽然店铺小，容纳的客人不过三
两桌，除了堂食，常有客人将制作好
的生扁肉打包带走。

如此受人青睐的扁肉，到底有何

特别之处？“依姆扁肉”家扁肉的皮、
馅的做法、用料均颇有讲究。

先看皮。他们能够将面皮碾压
得薄如纸，这不仅是一项技术活，更
是一个力气活。制作扁肉皮需要先
调合高精小麦面粉，用手揉成面团，
再反复擀制面团直至成型，碾制皮后
切成正方形小块备用。由于他们的
面皮是纯手工制作，从和面到成皮，
至少耗费六七小时，因此，他们俩夫
妻早上五六点钟就要开始忙碌。

再看馅料的加工。馅料选用新
鲜的猪后腿肉去皮骨及肥肉，切成
块，用刀剁成肉泥。细软又有嚼劲，
用食客林女士的话说：“不会特别烂，
颗粒感还是有的，但又不硬，口感就
是刚刚好。”

林清制作扁肉时，宛如入定，只
见她目光专注，两只手快速配合，她
用小竹片刀刮出小肉丸，放置在面皮
中间，面皮一和，两边一捏，一个状如
飞燕的扁肉就制作而成。

把包好的扁肉在煮沸的清水里
一捞，浇上当天早晨熬好的筒骨高
汤。碗里躺着若干带着“燕尾裙”的
扁肉，加入适量酱油、味精提鲜，再撒
上葱花点缀，一碗满溢着清甜香的扁
肉就完成了。跟着父亲在这吃了十
几年扁肉的林女士，来到店里总是点
上一大碗，“吃惯这边的口味了，就觉
得好吃，很薄很好入口。”扁肉入口，
薄如蝉翼的扁食皮入口即化，紧接着
咬下一口扁肉馅，口感爽脆，猪肉的
鲜香充满整个口腔。

依姆扁肉几十年如一日的品质
保证，使得他们的制作技艺已获得认
可，风味是否发生变化，答案就在食
客的选择中。

旅居国外三十余年的侨胞郭后
满每次回到马尾，必到亭江依姆扁肉
店报到：“我从小吃到大，味道一直都
没有变。在国外打拼时，最想念的就
是这一口扁肉，吃上一口，才感觉回
家了。”

亭江镇“依姆扁肉”：华侨心中的家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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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

船政：讲好工业遗产“活化石”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江超云

船政以建造舰船和培养人才为主体，拉开了中国引进西
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序幕，缔造了在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船政
文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十个第一，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工
业遗产资源。

现如今，以展示船政遗存史迹和精神内涵为主题的船政
文化景区，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罗星塔
公园、福建船政建筑群、船政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船政天后
宫、船政格致园、船政古街、马尾造船厂片区等景点组成。船
政文化景区主要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
制造、海军建设、文化传播等丰硕成果及其先进思想。并因
此，先后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
育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第四批国
家工业遗产”等荣誉称号。

走进保护良好的马江昭忠祠，丰富的展陈和馆藏，吸引
着全国各地研学者、游客来此“打卡”。宁夏文联调研组便是
其中一员，在讲解员的口中，他们了解到为纪念甲申中法马
江海战一百周年，1984年，国家拨款近60万元大规模重修昭
忠祠，形成大门、前天井、拜亭、后天井、祠厅及祠后管理房的
中轴线布局，与马江海战烈士陵园、马限山中坡炮台合辟为

“马江海战纪念馆”。
参观之后，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闫宏伟对记者

说：“我们这次来到马尾，看到了中法海战当时的战况，了解
到马尾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只有学习历史才能更好地
前行、更好地创作贴近群众的文学作品。”马江海战纪念馆讲
解员王斌虹表示，“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馆始终以
弘扬船政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充分发挥纪念馆资源
优势，开展研学、讲座等公益活动，做好思政教育，将爱国主
义的种子植入人们心中。”

将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人民心中的不仅有为国捐躯的
烈士英雄们，还有影响了整个近代海军的船政。在船政船政
文化方面，船政格致园始终不遗余力。

2013年，马尾区已完成船政格致园内船政衙门及前后学
堂复建工程。在修复的过程中，船政格致园反复考证史料，
尽全力复建建筑风貌，并将当年遗失的石狮寻回，移至复建
后的船政衙门前。

船政格致园由船政衙门、官厅池、前学堂、后学堂、切割
车间等组成，其名源自“格物致知”，传承船政提倡的求真务
实、开物成务的精神。船政文化在新建的船政格致园中得到
了活化利用，他们在船政衙门、船政前学堂设置了专题展，分
别展示船政衙门变迁、船政对台湾近现代化的影响；船政后
学堂则打造为中国船政家风家训馆，弘扬以“爱国、求是、创
新、勤劳、廉洁”为核心的船政家风家训。值得一提的是，马
尾区还依托船政格致园推出系列研学活动，打造高质量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文旅结合模式，让船政文化薪火
相传。

除了利用好现有的景区，为了更好地讲好“工业”遗产的
鲜活故事，马尾区还加快推进船政文化城建设，彰显民族工
业发源地、近现代海军发祥地、文化遗产活化石展示地的文
化内涵。

日前，船政入选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福
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任钊冰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不断增强船政思政课实践教学育人效果，加强与
各学校、基地间联系，打造服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优质
平台，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积极与大中小学对接，开
发船政特色课程，增强实践教学效果。

百年船政

街巷里的“非遗”

本报记者 江超云

马尾原创戏曲唱响央视舞台

船 政 与 鼓 山 涌 泉 寺 的 殊 缘

“江作青罗带、山作碧玉簪；天然
屏障长门岭、金牌两龟守北南；马尾
对面是马祖、一衣带水咫尺间；晨往
马祖走亲戚、暮回马尾用晚餐；双马
相亲如兄弟、同种同文同江山。”福州
市马尾区海峡闽剧团以闽剧古韵颂
咏马尾本土故事，唱响央视舞台。

不久前，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亮相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
人》节目，出演了《龙台驸马》选段《返
乡》：驸马林存携公主返乡，沿途两人
所见马尾区琅岐岛之风景秀丽，美不
胜收。

琅岐岛素被称闽江口明珠，岛上
人文荟萃，众多名胜古迹。《龙台驸
马》的原型是南宋时代琅岐龙台村的
俊才林存。其自幼饱读诗书，赴京应
考，状元及第，官至参政知事（相当副
丞相），为官清正廉洁，林存活到七十
一岁，善终。

林存被皇帝错杀，后赐金头玉葬
等均为后人戏说，并被编为闽剧《龙
台遗恨》《龙台驸马》等。

闽剧《龙台驸马》全剧内容为琅
岐龙台村学子林存高中状元，被招为
驸马后，奉旨前往台州嘉勉考察“蟋
蟀宰相”贾似道之侄台州县令贾文
章，意外遇见贾文章欲拆岳庙捉蟋蟀
以致打死庙祝，激起民愤。林存怒斩
贾知县，出乎意料的是贾似道不但不
追究，反而奏请皇帝为林存加官进
爵。之后，林存奉旨携玉屏公主回乡
省亲，陶醉于家乡的奇山秀水，与公

主作画题诗。贾似道借题发挥，诬告
林存谋反，宋理宗不明就里，下令处
斩林存。

这不是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第一次进京，该团曾作为福建唯一
民间职业剧团于 2018年参加民间职

业剧团晋京展演活动，当时他们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的也是闽
剧《龙台驸马》。

倾情演出赢得阵阵掌声，最令演
员小生游斌感慨的是观众们的热情，

“我们演完之后，观众还久久不离场，

让我们受宠若惊。”因为散场时间过
长，剧院保安还进场疏散人群，并打
听起海峡闽剧团的名字来，“观众这
么热情、还不愿意走，真是少见啊，看
来你们是演得真好！”

此次受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一

鸣惊人》节目的邀请，站在央视的舞
台，用自己最喜爱的闽剧唱响马尾故
事，福州市马尾海峡闽剧团团长杨碧
霞十分欣喜。

正如杨碧霞在节目中说道的：
“我们对闽剧有特别的情怀，永远就
只做这一件事，而且想把它做好。我
们每两年就会新创作一个剧目，作为
民间剧团，一边扎根基层，一边走在
百姓的前头，为老百姓送去喜闻乐见
的闽剧。”

饰演驸马林存的演员游斌、饰演
公主赵玉屏的演员宋俐俐，他们倍感
荣幸，丝毫不敢松懈，对于熟悉地不
能再熟悉的唱段，依旧打起十二分精
神打磨细节、提升厚度。这让他们在
央视的舞台上极尽完美地诠释了七
分钟的《龙台驸马》选段——《返乡》。

追求艺术，永无止境。此次受邀
演出是一次肯定，更是一次鞭策，杨
碧霞对记者说：“我团将始终全力打
造新剧，力争在原创闽剧上再创佳
绩。”

据介绍，作为马尾本土题材原
创闽剧三部曲之一的《龙台驸马》曾
荣获第 27届戏剧会演剧目一等奖；
福建省第 9 届百花文艺奖；第 35 届
田汉戏剧剧本奖一等奖第一名；全
国唯一一台民营院团剧目亮相第 16
届中国戏剧节并参加香港台湾文化
交流演出等等。

本报记者 江超云 文/图

○陈悦

“恪靖改本月廿四由延平启行，
水路来省……沈应奎来鼓山访牛。
左相所放长生牛，子俊尝言之。沈意
不在此，欲借此陷害某也……”

1884年12月7日，时任船政大臣
张佩纶在福州马尾给好友陈宝琛写
信，忐忑地谈起自己听说了一桩“鼓
山访牛”的新闻。时值中法马江之败
过去不到半年，赴闽督办海防事务的
钦差大臣左宗棠即将到达福州，此时
突然传出道员沈应奎前往鼓山寻找
一头左宗棠曾经放生的牛，张佩纶怀
疑沈应奎此举名为找牛，实则是暗中
到鼓山探访，罗织材料，作为向钦差
大臣举报自己当日在马江开战后逃
入山中的罪状。

闪现于张佩纶、陈宝琛通信中的
“鼓山访牛”故事颇具戏剧性，巧合的
是，在记录鼓山涌泉寺高僧虚云和尚
生平的《虚云老和尚年谱》中也有相
关的内容。《虚云老和尚年谱》中载有
一段由陈宝琛撰述的文字，讲述了这
头牛的由来。1866年年初，闽浙总督
左宗棠开始驻节福建省城福州，当时

总督署中突然闯进了一头牛，“有奔
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左宗棠心异
之，招来鼓山涌泉寺的奇量和尚，将
这头灵牛带回到寺中“善畜”。

也就在这一年，左宗棠在福州马
尾开创船政，引入欧西技术，兴造轮
船，整理水师，为国求强。岁末，左宗
棠奉旨赴任陕甘，船政事业由在福州
原籍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掌，
沈氏亲力亲为，督率中外员绅匠役全
面开始了这一前无古人的工作。至
1868年，船政的衙署、学堂、厂房、船
台等建筑逐渐就绪，沈葆桢于 4月上
奏清廷获准，在船政衙署后方的莺

山上兴建一座天后宫，祈祝海神妈
祖庇佑船政事业，在当年的夏至前后
落成。从此，位于山巅，居高临下的
天后宫，成为船政的标志性建筑。每
有船舰开工、下水，船政员绅都会在
此祈福，更成为了船政重要的礼仪场
所。

2022年 4月，厦门大学研究宗教
史的学生董维锴和同学探访福州鼓
山涌泉寺，无意中在天王殿附近发现

了一方成于 1894甲午年农历四月的
碑石，细读后发现，这块碑石上竟然
记录了一段有关船政天后宫的重要
历史细节。

船政天后宫是船政建筑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功能定位，
从流传至今的清代船政人事和财务
档案中可以获知，被称为“天宫”的船
政天后宫并没有船政官员直接管理，
天后宫的日常费用也不在船政的经
费中，只是到了举行相关祀典时，才
由船政衙门雇请礼仪所需的礼生、乐
工，以及采买供品、香烛等物，相应费
用列为船政公费，由船政支应处支
付，报销所核销。而有关船政天后宫
落成之后，其管理者究竟为谁？则是
个长久不太被注意，也缺乏相关史料
证明的细节。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细
节问题的答案在这块碑石上显现了
出来。

涌泉寺有关船政天后宫的碑文
中提到，船政天后宫当年实际是由涌
泉寺的僧人兼任住持，而最早担任船
政天后宫住持的，正是1866年受左宗

棠之托善养灵牛的奇量和尚。
这位在莺 山巅亲历见证了船

政历史风云的奇量和尚，主持过一艘
艘船政军舰的祈福典礼，和一任任船
政官员当有颇多交集。碑文中记载，
奇量和尚平时“勤劳俭用”，共积蓄了
1000贯资金，后来他的弟子妙莲（近
代高僧虚云和尚的师傅）、妙鑫将这
笔经费全部用于为涌泉寺购置民田，
总计在鼓山中购买了 7段民田，合计
面积9亩1分2厘，田亩的收益归于涌
泉寺的僧众，平时积存，到了每年的
清明、冬至扫塔时，由寺中从这笔积
存经费中提取，给每名寺僧分发24文
作为点心费。1894年，时任涌泉寺住
持的妙莲和尚为了将此安排公布大
众，勒石为证，无意间也由这块石碑
留下了有关船政天后宫的一段珍贵
史料。

作为别记，鼓山涌泉寺中还存有
一块建于1868年的古碑，也记录了一
段和船政关联的故事。就在船政开
创的1866年，涌泉寺僧人石松募资恢
复寝废的鼓山吸江兰若建筑，至船政

天后宫落成的1868年，鼓山吸江兰若
的文殊殿、净业堂等建筑也一一告
成。为纪念此事，寺中立碑铭记，碑
文中记录了捐资人士的名单，其中第
一位就是时任船政总监工叶文澜。

又据旧时坊间回忆，到了清末民
初时期，船政经费不充，陷入困顿，暂
停了舰船建造活动，船政天后宫也一
度陷入荒废。1915年，船政艺圃和后
学堂出身的海军军官陈兆锵出任福
州船政局局长，任上力图振兴局务，
同时也着手兴修船政天后宫，恢复往
日气象。有趣的是，天后宫修整一新
后，陈兆锵也是请来僧人住持。一位
俗名长志（原清末福州驻防八旗管
带）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僧人来到天
后宫兼任。时值 1916年船政建造了
民国时期的第一艘军舰“海鸿”，下水
当日的清晨，陈兆锵登山到船政天后
宫行礼，而后在马江之畔的船台边，
率领福州船政局在事人员，以及福州
海军学校、海军制造学校、海军艺术
学校师生举行隆重的新船下水仪式，
庆贺这接续船政造船历史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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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始终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尤其是除夕团圆
夜的家是一个格外温馨甜蜜的港湾，即使人在天涯，也要在
除夕之夜赶回家中吃年夜饭、守岁。

春节期间，亲人欢天喜地团聚或好友热情洋溢来访，众
人围坐欢歌畅饮，聊家常、谈人生、想未来，其乐融融。浓厚
氛围、宜人环境，美味佳肴、觥筹交错，“舌尖上的消费”构成
了传统春节的主要内容。殊不知，作为社会单位的个人消费
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有着自觉履行建设良好社会
风气的道德义务。

纵观“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诠释了中国文
化丰厚的节俭传统。节俭是一种淳朴的美德，不奢靡是一种
低调的高贵。历史表明，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无关穷与富，
统领国家，治理朝政，持家理财，无不彰显出勤俭节约的不朽
内涵。

春节前后，是操办喜事的高峰期，还有彼此互赠礼物、请
客吃饭，设若过分大操大办、讲求排场，势必导致浪费。众所
周知，节日的喜庆，绝不意味着必须铺张浪费。环顾自古以
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太平盛世”，譬如西汉“文景之治”，”
东汉“光武中兴”，唐“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就是对戒奢
崇俭的深刻解读。

其中，民间流传明太祖朱元璋首创“四菜一汤”，从自身
节俭做起，影响时代风气的故事，至今为人所尊崇。原来，朱
元璋平定四海当上皇帝后，见达官贵人整日灯红酒绿，奢侈
靡费。于是，在马皇后生日当天宴请文武百官。席上，朱元
璋吩咐摆上“四菜一汤”：简单朴素的炒萝卜、炒韭菜、两碗炒
青菜和一碗葱花豆腐汤，并耐心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
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
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而且，当
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
宴就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众官员听言，无不连连称
是，不敢越雷池半步。

勤俭和天下，抑奢乐万家。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
的美好时分，也是风成于上，俗化于下，践履新风、传承良俗
的良好时机。我们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积极响应“光盘”
行动，不讲排场，不比阔气，言传身教引导孩子摒弃陈规陋
习，大力弘扬良好习惯的传统美德。正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
的《管子》之“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强本而节用，
简约适度，践行移风易俗，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做文明风尚
的倡导者。

“画栋不久栖，雕梁有坏期；膏粱不久吃，珍馐有断时。”
这个兔年，让我们一起过一个文明简约的春节吧。

俭简过年亦欢颜
○黄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