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RAIT TIMES

文化4
□2021.10.14 □本版责编/ 版式 王晓霞

E-mail:hxsbfk@sina.com

坊巷记忆

本报地址：福州市马尾区魁岐路136号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3号楼18层 邮政编码：350015 照排：本报电脑室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闽（2017）352000004号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建新北151号

牛 项 的 红 色 记 忆

○杨东汉

海屿唐代释迦禅院遗址考

○陈晓静 郑婷 文/图

《龙台驸马》斩获戏剧节重量级奖项一等奖

史海钩沉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不能忘却的“船政力量”
○王晓霞

观后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周年。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
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
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
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
革。作为这场革命大潮中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重要实力和外
交形象的海军毅然举义参加反清革
命，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价值和社会影
响效力。这支由船政孕育的海军，在
革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福建船政精英成为起义主要力量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

失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中
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但随着武昌起义
计划机密泄露，起义军陷入危机之中，
10月10日当晚，位于武昌城内的十多
名士兵抱着“舍生取义”的决心，首先
发难，占领了楚望台军火库，随后兵分
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湖广总督瑞

闻炮丧胆，致电清内阁增援。清廷
闻讯颇为震惊，随即派遣陆军大臣荫
昌督率领北洋新剧南下镇压，并令海
军提督、舰队统制萨镇冰率舰队赴湖
北援助镇压。在清军的围攻之下，起
义军退守汉口，为把起义军逼出汉口
城区，清军纵火烧城，火势连绵三天三
夜，繁华之地变为废墟，正是这一把
火，激起了海军的强烈不满，越来越多
的海军将士开始同情革命者，在战场
上消极怠战抵制。

11月 2日，驻扎在吴淞口的海军
“策电”炮舰大副、船政后学堂毕业生
林舜藩以白色餐桌布代替义旗，升上

“策电”舰旗杆，正式宣告易帜，成为辛
亥革命中第一艘起义的海军军舰。继
而驻沪海军军舰相继起义，驻宁舰队
在镇江起义，海军主力舰队在九江起
义，就连远在英国出访的海军主力舰

“海圻”，也在欧洲宣布加入革命，展示
了这个曾经走在中国近代化最前端的
群体不灭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也
正是海军在辛亥革命中做出这样抉择
的必然性所在。

1866年船政创办，其宗旨在于为
国家求自强，随后兴办的船政学堂，不
仅培育海军和工程技术人才，更为那
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人名正言顺地推开
了一扇可以了解世界的窗口，培植爱
国的精神和科学的思想。船政是中国
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学堂是中国近
代海军教育的开山之祖，福州是近代
中国青年人投身海军事业最集中的城
市，由此开始，中国近代海军中形成了

“无闽不成军”的奇景，由船政培植的
科学和爱国的思想也深植中国近代海
军，海军军人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最具
世界视角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特
殊背景，当面临国家、民族命运的选择
时，海军军人以一种近乎天生的自觉，
站到了代表着朝向进步的阵营。

在辛亥海军起义的队伍里，船政
的踪迹随处可见。在九江领导清军主
力舰队起义的“海筹”舰舰长黄钟瑛，

在上海被推选为军政府海军顾问的刘
冠雄，在英国领导“海圻”舰起义的程
璧光，在福州马尾率领闽江炮台起义
的陈恩焘等等，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
生。

海军易帜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
府，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船
政精英带领的海军与革命军合力捍卫
武昌起义的胜利；支援安徽、南京、福
州等光复；继而组成海军北伐舰队，光
复山东、东北沿海多地。

辛亥革命胜利后 孙中山到访马尾
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

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2
月 12日，随着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
遵守之前南北议和的约定，辞去临时
大总统职务，于4月间离开南京，从上
海乘船，取道海路南返故乡广东。出
发时，孙中山先生即计划顺道访问考
察沿海各地，思考国家建设方略，1912
年 4月 19日，孙中山乘坐“泰顺”号商
轮抵达马尾。前往福州拜会各界后，
孙中山先生于 21日下午回到马尾，在
船政局局长沈希南等陪同下参观船政
局，先后来到了轮机厂、锅炉厂等车间
……入夜，船政局在储才馆设宴招待
孙中山，孙中山发表答词，提到了船政
缔造的艰难，但管理体系完善，自建舰
船不在少数，称赞船政“足为海军根
基”，他回忆甲申、甲午两大战役的失
败，清廷日渐腐败，发言中最为振聋发
聩的是“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

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
国。”的呼喊。

1919年，孙中山将《实业计划》与
1917年写的《民权初步》《孙文学说》，
合成为《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
中，他为福建在海港建设方面规划了

“一个二等港福州，一个三等港厦门，
两个渔业港福宁（即霞浦）和湄洲”，还
规划福州镇江线、福州武昌线等六条
铁路。

110年，咄嗟之间，而今马尾已然
发展为具有“多区叠加”优势的城区，
环境美、产业优、百姓幸福感、获得感
强。这也算是告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
志。

革命的海军
由船政孕育出的中国近代海军，

在近代历史的每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都清晰地辨明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光明
方向，坚定地成为近代革命事业的“护
法”。以辛亥革命为起点，闽系海军在
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作出了正确的决
策。

1926年 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
伐，打倒军阀，处在北洋政府统治下的
海军的选择，变得格外引人关注。11
月 30日，中国共产党人王荷波与北洋
政府海军代表等在福州马尾潮江楼举
行三方会谈，促成了海军支持北伐。
此后，由杨树庄、陈季良、陈绍宽等领
导的原北洋政府海军全面易帜，成为
了北伐的先锋队。

“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
背。”1937年，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之时，闽系海军坚定地与全国军民
一道抗敌！尽管力量弱小，但面对强
敌毫无怯色，用封锁战、水雷战、炮队
战等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与入侵者作
战，浴血抗敌，可歌可泣，是中国近代
海军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其壮观和
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罕见的。

到了解放战争中，面临事关中国
命运的决战，闽系海军毅然坚定地选
择了革命，投向人民的阵营。从 1949
年年初开始，一艘艘国民党海军军舰
陆续起义，到了 1949年 4月 23日，在
林遵将军的率领下，国民党海军海防
第二舰队在长江笆斗山江面起义，这
也标志着传承百年的中国近代海军的
新生。也就在林遵将军率部起义的这
天——1949年 4月 23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的前身——华东军区海军在
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

“站在 21世纪的今日，转身回溯
追思船政所培育的近代中国海军在风
云激荡的时代变革大局中的表现、取
舍以及选择，仍然令人无限感慨。”马
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表示，“辛
亥革命先行者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本质上而言，其实就是要使国家和
民族不再遭受列强欺凌，实现自强，而
这也正是近代船政苦苦坚守的初衷使
命。”

百年船政

马尾区琅岐镇海屿村院前山南麓，
有一座唐代古禅院叫做胜善释迦禅院，
当地人称之释迦院、释迦寺、三宝寺，而
海屿村之院前自然村、院前山、院里的
地名，也因此处建有释迦禅院而得名。
岁月流逝，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巨变。
这座唐代古禅院，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已荡然无存，只遗存古禅院遗址的条石
基础和禅院后面的僧尼墓。

古禅院背山面江而建，坐北朝南，
三面青山环抱，南面临闽江口南港梅
花航道，一泓活水如玉带环腰。禅院
左侧有一条清溪穿越千年时空，仍然
静静地流淌，呈现一派古老的南国丛
林风光。

为了考证这座古禅院的历史，翻
开宋、淳熙梁克家的《三山志》卷之三十
三、寺观类之一，有这样记载：“胜善释
迦院：海畔里，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851年）置，旧产钱一贯一百七十文。”
琅岐岛在唐宋时期属闽县海畔里，从而
证实释迦胜善禅院就是在琅岐海畔里
海屿村院前山，这座建于 1160多年前
的禅院比建于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的古山 泉寺还是上70多年，位列
琅岐岛唐宋时期的“上三院”（释迦胜善
禅院、清福院、文殊院）之首。是琅岐岛
有史以来最早的佛教寺院。

唐代古禅院遗址也引起了考古专
家、文物专家极大兴趣。1995年，笔者
曾陪同原福州市文物局局长曾忆丹、
原市博物馆馆长黄启权、原马尾区文
管办主任张寒松等都到过这里考察，
在古禅院后面发现一台出土的宋代僧
尼墓，墓圹用花岗岩条石砌筑而成，圹
内用石板条分割成 30多个框楮，每个
框楮埋有僧尼骨灰瓮，俗称“金瓮”，金
瓮排列井然有序，足有 30多罐，其中

有两罐“金瓮”已被老和尚取出放置寺
院后面草丛中，金瓮用黄泥封口，挖掉
一层黄泥，瓮口覆盖瓷碗，骨灰依稀可
见，瓮内还写有僧尼法号。据老和尚
说：“这座尘封千年的僧尼墓是前几年
在重建大雄宝殿挖土时挖出的，还挖
出 10多片铜钱和几块破碎的瓷碗和
出土明器，老和尚还拿出几片铜钱给
我们看，确实是宋代铜钱。为了保护
这台宋代僧尼墓，文物专家已叫老和
尚将金瓮归安，僧尼墓重新覆盖。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有“七派五
宗“之说，这座位于风光秀丽的院前山
释迦禅院，据说其禅宗属于“曹洞”派
下，原是一处严谨的女众丛要，在宋代
就是一个富寺院，规模较大，有寺田50
多亩，僧尼常住居士30余人。《金砂陈
氏族谱》载：“金砂陈氏十五世陈耀公
配吴氏生二子，长子陈尧道，次子陈芥

庵，陈尧道为人乐舍，曾舍钱币二百贯
兴建释迦寺佛殿，陈芥庵出家为僧人，
住海屿释迦寺。十七世陈尧道长子陈
龚公字尚德，承父志，为人行善乐施，
常以钱币捐赠释迦寺。南宋嘉定十年
（1277年），陈龚乡试中举人，官至宋通
议大夫，配王 郑武节将军之女，赠恭
人，夫妇与佛结缘，成为大施主。”由此
可见，释迦禅院在南宋时已改为释迦
寺。该禅寺由于信士多有捐赠，颇具
规模，香火十分旺盛。

至今，在岛上的后垄岭下，清溪上
有一座宋代石板桥，在桥面石板下面
还刻有“僧丕显舍”，据说，这座石板桥
乃当时释迦寺住持丕显法师所建。当
地老者说：由于禅院富得流油，在古
时，住持法师丕显在寺院附近地下埋
存有七 金、七 银，谁家女人如能生
下双胞胎男儿，长大以后有机会挖到

存在地下金银财宝，以致古往今来，不
少想金想银的人，都希望自己老婆能
生下双胞胎男儿，这当然是一回美丽
的传说，至今谁也挖不到这批金银财
宝。

千年古刹，几经兴废，明嘉靖年
间，沿海倭寇猖獗，屡次侵犯琅岐岛，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苦，
释迦寺也不是世外桃源，难逃劫数，寺
院被毁，僧尼奔逃，成为瓦砾场。到了
万历年间，天下太平，寺院得而重建，
古刹复兴。清顺治年间，清廷颁发“迁
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琅岐岛被
夷为无人区，民房、寺庙被焚。一直到
康熙年间，内迁的琅岐人得以回籍重
建家园。“康熙盛世”百废俱兴，释迦寺
又得以复兴。到清末，兵荒马乱，释迦
寺又废，再也听不到晨钟暮鼓，只有寺
后那株千年秋枫仍郁郁葱葱。

在马尾白眉水库沿山路向上，约
8 公里处，有一座牛项张圣真君祖
殿。殿宇巍峨、风光灵秀，香气萦绕，
透露着仙风道骨。这里不但香火绵
延，还是马尾区革命历史纪念地。

牛项，地处山林深处，连绵的群山
间，竟是一个制高点。从地图上看，牛
项所处的东岭属于鼓山山脉，倚靠着
马尾，横亘在晋安区和连江县之间。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牛项位于连江通
往福州的最近路线上，是交通要道上
的重要站点。

走进牛项，会发现这里空气清新、
风景优美，但常住人口不多。随着时代
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原本住在山岭中
的交通要道的人们，悄然变成了偏远村
庄的居民。勤劳的人民永远不甘于现
状，不少人远涉重洋到海外发展，也有
不少村民移居山下享受现代生活。

自真君堂拾级而上，“红色记忆”
的摩崖石刻赫然在目，再往前不远，一
座无名烈士墓就安静地停在山间小道
旁，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墓前有村
民用木板制作的简单墓碑似乎在讲述
着历史。若是运气好，遇到个村民，便
能听到一个自豪的声音，“这里是当年
游击队作战过的地方。”还能收获一段
革命先辈们英勇斗争的故事。再往
上，就到了齐天岩山寨。

即便人口迁移，但红色记忆却永
远不被忘记。“红色记忆”不但被刻在
雄壮的山石上，更是刻在牛项人的基
因里，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红二代、红

三代，是革命的继承者。1946年至解
放，这里的村民从十数人参加游击队，
发展成全村男女老少参加革命，在解
放福州的历史功勋上，写上了牛项人
的一笔。

牛项东临闽江沿岸的 头、亭江，

南对马尾、鼓山，西靠北峰宦溪。自
1946年东岭游击队建立以后，牛项真
君堂、齐天崖山寨等地即成为中共闽
浙赣省委城工部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
联络点和游击区。林白、林克俊等都
在东岭一带开展过地下工作，并领导

游击队在此地从事武装斗争，开展游
击活动。1948年 4月后，牛项一带成
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情报哨所，接收
来自周围各山头路口的情报信息。

“这里山高路险，与敌作战回旋余
地大。崇山峻岭中分布了数十个村

庄，独具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优势。”
东岭游击队员后代高作忠告诉记者。
1948年 2月，在天台山收编了以饶远
仙为首的农民武装后，东岭游击队在
牛项村下辖公山自然村正式成立。而
后，游击队将重要落脚点、联络点建在
真君堂和齐天岩山寨。游击队在这以
创办农场、制茶厂为名义，同时利用来
真君堂朝拜的香客为掩护，进行革命
活动。

而距真君堂约百米的齐天岩山寨
地势较高，还有一个可容纳百人休息
开会的岩洞，是革命活动的绝佳据
点。登上山寨最高处，可远眺 头、亭
江、琅岐、宦溪等地，视野极佳。

东岭游击队成立后，不断发展游
击队伍和游击区，把大小北岭、大湖、
西区 3个游击区连成一片。同时，在
林白的带领下，以东岭山区的捷坂、牛
项、小梅洋为中心，组织30多个村、近
1000人，发动打土豪分粮度荒的农民
暴动，积蓄革命力量。

到 1948 年 9 月，游击队发展到
200余人，长短枪 100余支，成了五县
中心县委的主力游击队，为马尾乃至
福州解放作出积极贡献。

在牛项真君堂点一炷香，遥寄对
革命先辈的感动和思念；转山抚林，在
每一个革命先辈活动过的哨点、弹洞
前驻足。铭记历史，方能展望未来。
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
好生活，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本报讯（记者 吴丹红/文 王晓霞/图）10月 9日，记者
获悉，由全国戏剧期刊联盟、上海戏剧学院等主办的第 35
届田汉戏剧奖评选活动近日在四川揭晓，闽剧《龙台驸马》
获得了剧本一等奖荣誉称号。

田汉戏剧奖是中国戏剧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奖
项，许多戏剧作品、理论及评论文章通过田汉戏剧奖得以
广泛传播。

据了解，《龙台驸马》是福州剧作家陈道贵为福州市马
尾区海峡闽剧团创作的闽剧，曾是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展
演剧目。该剧讲述的是南宋年间，琅岐龙台村学子林存高
中状元并被招为驸马后，奉旨考察“蟋蟀宰相”贾似道的侄
儿台州县令贾文章，意外遇见贾县令为了捉“蟋蟀王”巴结
贾相，公然拆除岳庙，当众打死庙祝岳诚，激起民愤。林存
怒斩贾县令，出乎意料的是，贾似道不但不追究反而奏请
皇帝为林存加官晋爵的故事。

《龙台驸马》是马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扶持创作的
马尾本土题材原创闽剧三部曲之一，马尾区海峡闽剧团于
2018年凭借该剧，获得第二十七届福建省戏剧会演剧目一
等奖，2019年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在
北京唱响。从首演到现在，演出场次达到五百余场！足迹
遍及北京、香港、台湾马祖！真正做到了“上得了艺术殿
堂，进得了百姓市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
与朝鲜人民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将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赶回了“三八”线，迫使
其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书上签字。

这是一次前赴后继的跨越，也是一道保家卫国的烽
火，更是一曲守望正义的史诗。因为，松骨峰、长津湖、上
甘岭……这些让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山岭河湖，铭刻着志
愿军将士们舍生忘死、坚守使命、捍卫和平的的英雄记忆。

国庆热门电影《长津湖》，讲述的就是 1950年 11月 27
日发生在长津湖的那场战争。影片以志愿军第九兵团二
十军的第七穿插连队的战斗过程为主线，切入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9兵团入朝作战的场景，演绎了长津湖战役的艰难
与惨烈。片中，这个连为阻断美军南逃，奉命驻守水门桥
伏击敌军。全连 100多名战士俯卧在零下 40度的雪地里
六个昼夜，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冻成了一座座令人垂泪的

“冰雕”。阵地上，志愿军战士们手里拿着武器，始终一动
未动保持着战斗队形，怒视着敌军方向，永远化成了长津
湖巍然矗立的丰碑。

长津湖，是位于朝鲜北部最大的蓄水湖，四周是海拔
千米以上的高山峻岭，地形险要。就在同年11月25日，长
津湖地区突降大雪，气温降至零下 40摄氏度。由于当时
第九军团紧急入朝，后勤供应明显不足，志愿军将士们仅
穿着南方冬天的薄棉衣，在如此极端天气和恶劣条件下，
他们通常是“一口冻土豆一口雪，枕着石头盖着天”，即使
是再寒冷，再饥饿，仍然乐称“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
寒冷经得起饿”。为了歼灭强敌美国陆军第一师，战士们
选择昼伏夜行，躲过美军侦察机的搜索，并于26日前集结
在长津湖。11月27日，在战争打响之后，战士们面对武装
到了牙齿的强敌，面临大部分枪支被冻断撞针，手榴弹盖
子揭不开的窘况，用血肉之躯展开了极不对称、极为艰苦
的殊死搏斗。许许多多的志愿军战士长眠在了长津湖畔，
或成冰雕冻死在了雪地里……

“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影片中的“冰刀
连”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穿插第七连用鲜血谱写了一
曲悲壮的英雄赞歌，在“抗美援朝”战史上写下了不可替代
的一页。这场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之一的会战中，志
愿军成建制地歼灭了被美国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
美陆军第七师三十一团，打破了美军主力师团不可战胜的
神话。更重要的是，这次战役扫除了越过三八线东部战区
的敌人，并成为了朝鲜战争的关键转折点，也改变了世界
历史的走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的惨败，印证
了伟人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过的那句话：“帝国主义和一
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71年前，面对日益逼近的侵略军，我国做出了援助朝
鲜、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抉择，中国人民志愿军冲锋
在前，视死如归，用血肉之躯在中国边境，树立起一道坚不
可摧的钢铁长城，用铮铮铁骨捍卫着祖国万里山河。人民
英雄展现了新中国不畏强权、不惧武力威胁的民族精神，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祖国赢得了世界尊严与
和平发展的广阔的天地，也向全世界昭示一个道理：抗美
援朝精神自始至终是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和鞭
策我们不怕牺牲、只争朝夕、奋勇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道路上勇敢战胜一切“障碍物”，扫除一切“拦路虎”。

誓 将 纸 虎 化 为 尘
——《长津湖》观影有感

○黄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