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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仙芝岩多好呀，以前周边还有很多小灵芝
（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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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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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随着 头村村民邵祥美一行人
上山探访，这 山风光秀美，明代世人王应山还有《登
山》一诗赞誉这以岩石奇伟瑰怪出名的 山十八景。如
今许多景色已无人迹，但在言谈间仍可感受到村民对家
乡的热爱。

头村以邵为主姓，村民多傍山而居，山石砌的房
子随处可见，而 山邵氏的故事就要从这石头说起……

月出 山 邵氏开山采石荫子孙
“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期，邵刚从河南安阳迁到福建，

是邵氏的入闽始祖。后来其子邵楚苌迁居闽邑濂江，当
时称为邵岐。因宗族日渐庞大，宋代时，楚苌公第十一世
孙邵汝霖（龙溪公）从邵岐迁居到 头，成了 山邵氏的
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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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村民邵晓峰介绍道。
彼时的 头仍是一片江流，邵氏族人只好向山而

行，以开山采石为生。“你知道福州万寿桥吗？那些石头
便是来自 山。”古时技术落后、交通不便，村民从山上
“滚石”的方式将石料运上船只，再通过水路将其运往台
江。邵晓峰还说道：“由于 头村田地少，祖先们便开荒
造地用石头围起梯田耕种番薯。” 山田埂上被风雨侵
蚀的石条也证明了村落开山造田的历史。
“有首福州方言民谣叫‘月光 照 头’，其中的
有天未大亮的意思。听以前的老人说为了开采石

头，族人都是起早贪黑，天未亮便开始干活，常常要等到
月亮升起才回家。”说起邵氏先祖的勤劳肯干，邵晓峰
不禁为之自豪不已。距今 山邵氏在此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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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年，已传世三十九代，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融进血液里
代代相传。

尊师重教 以地聘师换子孙文韬武略

绿荫环映下的兰干邵氏支祠已坐落在福马路旁，看
尽世间兴衰沉浮三百多年。走进祠堂，屋顶横梁的朱漆
早在时光里剥落，石柱上的对联早已斑驳，后院的土墙
也颓圮不堪，只有重新上漆的主梁彰显着往日的辉煌。
“村里有三处宗祠分别是上新楼（山坪顶）支祠（遗

址）、下新楼支祠和兰干支祠，兰干支祠是保存最完整的
一处，如今支祠成了主祠。”邵晓峰说道。据了解，至楚
苌公第十七世孙邵馥兄弟分别分到兰干壑、新楼等地居
住，后分别修建支祠。

兰干支祠经过多次翻修，最早祠堂内悬挂着进士、
文魁等牌匾以及“东陵衍派”“南国遗徽”等匾额，但因历
史原因，这些匾额早已消失不见，但崇学的风气却一直
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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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祠堂改为莲峰小学校址，后改为莲山
小学，抗战时期马尾海校曾一度在此上课。
“我们小时候都是到祠堂里念书，你看柱子上的孔

洞就是当时用来分隔教室留下的。”邵晓峰说，“我们的
老师是从仓山聘来的。”为了请到老师，邵氏族人可谓不
惜血本，“老师的工资就是我们村的后山那块土地，当时
放出告示应允，在山上敲锣，凡是能听到锣声的地方都
划给老师做工资。后来，老师走后便将后山转卖给邻村
了，所以现在站在山头上，后山眼所能及的土地都不归
我们村所有了。”

敢拼会闯 骁勇辈出的华侨村
“村里发展空间小，早在建国前村民就开始下南洋，

出外打拼生活，有的则是参军，报效祖国。”随后记者翻
阅《马尾区志》发现，光清朝、民国时期邵氏便走出了许
多栋梁，如除顺治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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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西安府高陵知县邵
伯胤外，还有福建水师提督邵连科，海军上校邵依纪、邵
力恒等， 山邵氏为福建船政输送了不少人才。

村中的和平公园内有一块写有“马尾船政”字样的
纪念碑为村人所熟知，和平公园的来历也与船政海军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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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
拔率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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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侵入福建马尾港，停泊于罗星塔附近，伺机
攻击清军军舰。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展开英勇还击，但
是由于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
势。海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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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福建水师兵舰
((

艘以及运输船
多艘沉没，官兵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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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福建水师用鲜血守卫家国的消息传来， 头村民自

发去江边打捞战死的烈士，并择村中一处最好的田地安
葬。这块田地名叫“土岭”，便是今和平公园的前身。

读 后

坊巷记忆

文化
!

!"#$%" "%&'!

!

本版责编!版式
-

林颖 王晓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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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中国航空业一百年的首创地
"

林樱尧

! ! ! !

一百年前，中国的航空器制造在
马尾造船厂发轫，这里是中国航空工
业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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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马尾创设“海军飞潜学
校”，培育航空工程人才。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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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北
京政府国务院批准，在福州船政局附
设海军飞机工程处，组建了我国第一
家飞机制造厂。

国产飞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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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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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国莱特兄
弟驾驶着世界第一架动力飞机起飞
了，尽管飞行时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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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飞行距
离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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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但也就此掀开了人类的
航空新时代。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首先制造飞机
的是冯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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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于广东恩
平，

'"

岁时随表亲来到美国旧金山，学
习机械和电工。在莱特兄弟首制飞机
后，他大受鼓舞，与几位好友着手飞机
制造。经几次试验失败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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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制造出一架飞机并试飞成功，第二年
他又造出一架更先进的飞机，飞行高
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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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尺，最远飞行距离
",

英
里，时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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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得到了美国航空
界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后，他立即响应
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带着自己
制造的两架飞机回国，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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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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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冯如在广州郊外进行飞

行表演时飞机失速坠毁，不幸遇难，年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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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马尾设厂造飞机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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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
机和潜艇在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开始显
现出来。这时，夺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
的袁世凯复辟称帝，决定制造飞机和
潜水艇以增强北洋军阀实力，便让亲

信刘冠雄着手筹备。
刘冠雄出身船政学堂，深知要制

造飞机和潜艇，必须先从培育人才入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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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军部变卖了一艘在意大
利订购的军舰，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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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作为培
育经费，命令已在英国留学的海军学
生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诒经、马德
骥等九人，转学到美国，学习飞潜技
术。

巴玉藻等人已在英国留学了五年
多，对机械工程和航空技术都有一定
功底，转到美国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
航空工程系学习后，一年多就完成学
业，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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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取得了航空工程
硕士学位。

他们于
'%'#

年
''

月相约回国，
立即向北洋政府请求建厂自制飞机。
海军部派官员到各地择地建厂，最后
同意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所请，看
中福州马尾“地段最宽，足敷展布，而
厂所机器尤足”的优势，就决定在马尾
船政局开办了海军飞潜学校，招生培
育人才，内设厂制造飞机。

船政局腾出铁胁厂几个厂房，又
将造船台改为飞机装配厂，在临江地
段铺设了飞机下水滑道。中国第一家
飞机制造厂就这样在马尾组建起来。

攻坚克难!制造飞机
早期飞机的机身、机翼大都用木

材制造。巴玉藻他们没有购买国外昂
贵的材料，而是经过反复试验，选择福
建盛产的各种木材作为主要原料。

条件十分简陋，困难重重，但巴玉
藻他们秉承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将制
造的各种飞机部件进行严格的物理试
验，还对工人们分专业进行培训，不但
培训制作技艺，还讲授飞机飞行原理、
发动机原理等航空工程，从而培育了

一批高水平的飞机制造人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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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飞机厂终于造出
了第一架飞机，取名“甲型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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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时任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带一
批人来厂参观，试飞了这架飞机，飞机
刚刚升空便侧滑坠水，好在没有伤亡，
发动机也完好无损。当年又用这台发
动机造出“甲型二号”，并试飞正常，
“甲型”飞机共造三架，作为试制品，操
纵性能较差，但毕竟是飞上了天，标志
着中国航空业在这里迈开了最初的步
伐。

飞机厂又在随后的十余年间，造
出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
机等十五架，还研制出水陆均可起飞
的飞机两架。在制造过程中，中国新一
代航空业技术人才也快速成长，成为
早期的航空技术骨干。

抗战爆发后，飞机厂搬迁后撤，又
为空军修理、组装飞机百余架，为打击
日本侵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

纪念马尾造船首创中国航空工
业，不仅仅是纪念曾经的辉煌，更在于
缅怀先辈们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继
承他们为国图强的光辉业绩，弘扬他
们不惧牺牲为国献身的壮烈精神。
",'*

，让我们隆重纪念马尾造船首创
中国航空业一百周年！

马尾有个"石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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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马尾区琅岐镇下岐董氏宗
祠，祠内高悬

)

块进士牌匾，
#

块文魁
牌匾，董文驹是董氏家族中最后一位
进士，曾任福宁府、台湾府教授，兼监
台南海东书院，后升迁广东四会县知
县，赠文林郎，是一位为台湾文才教事
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可圈可点人
物，其名列青史。

董文驹，字道实，号罗峰，闽县琅
琦（今马尾区琅岐镇下岐村）人。清乾
隆三十一年（

'#))

）进士及第，初授福
建福宁府教授，福宁府交通闭塞，百姓
生活艰苦，读书人很少。文驹在任五
年，不辞劳苦，在府县广设学馆、书院，
倡导兴学重教。经常下乡，劝导闽东各
县生童入学，以身作则教化百姓，转变
学风，使众多沿海、山区贫苦农民子弟
有机会入学读书，文驹廉洁勤教，颇有
政声，后调任台湾府教授。

清代，台湾成为隶属于福建的一
个府，为政变台湾文教落后局面，传播
中华文化，时清政府在台湾府、县设有
官学，有官办书院，还有官民义捐的义
学。学校成立以后，缺少师资，以致担
任教职人员大多从福州及闽南地区抽
调进士、举人出身，有教学经验，品行
端正的府学教谕、教授赴台湾执教。乾
隆三十六年（

'##'

年），董文驹获选调
任台湾府教授，监管海东书院。海东书
院位于台湾台南，是当时台湾府规模
最大的书院，有“全台文教领袖”之称。
董文驹身负重任，在任上尽职尽责，献
身教育，经常深入各县，劝令各家送子

弟入学，倡导儒学，传播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教化台湾百姓。他强调以德行为
先，忠孝为本，和气待人。他处处为人
师表，还经常到书院传道授课，诲人不
倦，谆谆善诱，其督课认真，使生童在
读书中得到乐趣。稽察甚严，不苟情
面，对优秀生童给予鼓励，因此求学生
童不断，为振兴台湾学风建树颇多，受
到当地百姓好评。

据《台湾历史人物小传》记载，董
文驹是一位品行端正、工于字画，坦荡
正直之人。乾隆三十六年调任台湾教
授，有学行，月课生童，衡慎甲乙，要求
生童字画必端正。得佳文，则优尝以鼓
舞之。与诸生言，必本忠孝诸大节，虽
切磋严惮而和气，仍予人以可亲。尝兼
监海东书院，逢课期稽察甚严，不苟情
面，生童膏火如数按给，毋许丁胥腹削
寒唆赖之。可见董文驹品行之高尚，为
人之正派，督课之严谨。其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教书育人，以致在台湾府名
声大振，百姓视之为父母。

董文驹在台湾府执教六年，为官
清廉，为人师表，爱民如子，在台湾府
享有很高信誉。朝廷念其劳苦，又有才
能，乾隆四十二年升迁广东肇庆府四
会县知县，去任之时，两袖清风，只有
几件简单行李和几箱书籍，台湾百姓
夹道欢送，依依不舍。文驹在四会任
期，除暴安良、整肃治安，减轻赋税、发
展生产、恢复经济、教化乡民、有善政，
去后民有甘棠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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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海东书院的台湾府教授董文驹
"

杨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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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光闭合成为一环温柔的轮
回交错的关系网，你将在过去和未来
的生命里面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在流逝的日子里面，有许多奇迹是
让人难以相信的。所谓瞬间的选择决定
一生，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抉择。“站在人
生的岔路口，人究竟该怎么做？”写下本
书的总是用冷峻目光看待人性的新本
格风的东野圭吾大神这样说。
《解忧杂货店》，一个带上了让人

想要一探究竟的名字的带着暖黄色灯
光的故事，在作者出乎意料的情境设
置和回文书一般相互交融的人与人之
间巧妙的联系里面，变身成为茫茫夜
色当中能够为人们提供困境指南的心
灵驿站。

在这个故事的开头里面，一群因
为老旧车子开不动而不得不闯入老
旧的废弃杂货店的刚刚犯事的盲流
青年，在满是灰尘的屋子暂时停留下
来，在惊魂未定的时候，一封刚刚被
投递进瓦楞纸箱的带着困惑的书信
让他们打开了通往如同哆啦

.

梦的
时光机一般通往过去的大门……

在过去的信箱外，那个建立起这
个诉说痛苦解除忧愁的牛奶箱浪矢杂
货店的老爷爷也在快速过去的时光里
面一封一封认真回答着来信者的焦
虑。有陷入不伦爱情之中意外怀孕的
女性，有父母破产而想要一走了之连
夜逃跑的被迫将亡命天涯的孩子，还

有一封最后时刻神秘的无字之信。他
们被信箱串联在一起，被人与人之间
未曾谋面但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关怀和
爱联系在一起，被命运和神奇的可能
串联在一起。

我们都曾经想过，假如和过去交
流会是什么样子，也都期盼有一个抽
屉能够爬出来一个拥有四次元口袋的
机器猫，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
和艰难，穿越时空或者时空旅行的故
事，让我们期盼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
命运，纾解遗憾，但真的能有什么东西
能够排解我们无法消遣的疑虑么？

对于杂货店的浪矢雄治来说，他
多年前曾经爱过但是有着身份差距
的大小姐之间的放手释怀的爱恋是
带着遗憾的离别；对于曾经的丸光园
的园长来说，她坚定的是一份传递并
且释放博爱于缺少它们的人的信心。

罹患癌症的雄治爷爷在最后时刻
感受到的那种莫名的力量，那神奇的
来自过去告知未来的信件们，在那个
夜晚治愈了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也
救赎了每一个阅读这个像是童话一般
美好的故事的读者的心。
“我希望读者能在掩卷时喃喃自

语：我从未读过这样的小说。”这是腰
封上来自作者的一句话。想要阅读它
的读者应该相信，这绝非是一个常常
让读者觉得有些荒唐的总是坑的东野
圭吾，而是一个变身成为杂货店主的

东野，他带着诚意和那种能够打动人
心的奇妙的构架，以及推理小说家满
满为傲的穿插的却绝不缺少逻辑的多
层的线索，为我们留住了时光的脚步，
叩开了真心的大门。

《解忧杂货店》——— 温柔信箱
"

林怿

船政家风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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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福建船政，影响了一个时
代，船政精英们是船政精神之魂，他们
的成长无不标注着家风家训的熏染和
齐家治国的情怀。从本期起，文化版开
设“船政家风家训”专栏，以船政后裔
的视角，遥看百年，讲述传承。本期，福
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镪嫡孙陈胤书写下
与祖父一同生活的日子，打开了一扇
“时光”之门。

我出生时祖父已
#+

岁了。他老
人家虽然特别喜欢我———他的第一个
孙子，但却从不娇宠我。在我与祖父共
同生活的童年时期，祖父以他的言行
举止影响、教诲着我，时至今日我仍难
以忘怀。

祖父希望我能够学习世界上伟大
人们的坚强意志，培养自己的勇敢精
神。他时常讲述他当海军时的艰苦生
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军舰触
礁，仅留下他一人在孤岛上看守军舰
达三个多月，直至当作枕头用的石块
下都长出青草。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
留守生活！我还记得他告诉过我他自
己小时候为了放风筝从屋顶上跌了下
来的事。因此，在我才五六岁时他就教
我糊风筝，到了我八九岁时我也敢沿
着竹竿攀上屋顶嬉耍。当时我祖母见
此情景吓得叫大家都别作声，怕我一
旦受惊后失足摔下来。

祖父还经常给我讲爱迪生、牛
顿、哥伦布等名人的故事，鼓励我凡

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要学会发明创
造，掌握技巧。他老人家教会我拆钟
表、结缆绳、装电灯、做玩具、修自行
车等等。可以说当时家里所有的钟表
等仪器设施都被我拆开过进行观察。
因为家里的弟妹都小，所以只要家里
出了什么怪事，则必定是我搞的
“鬼”，其结果是给祖父他老人家添了
不少麻烦。记得刚开始拆钟表时，齿
轮飞了满地。祖父见了并没有骂我，
只是摇摇头笑着告诉我，拆钟表前应
该先把发条放放松。还有一次，我放
学回家刚进门，祖父立即问我：“楚
宝，你到底怎样搞的，全家的电灯都
不亮了，保险丝也接不上去。”我一听
就明白了那是我搞“试验”闯的祸。因
为前些天晚上，祖父在与朋友谈天时
说了什么福州现在是火力发电，电灯
不够亮，等水电搞起来了，电灯就会
亮得多了。我听见后就想，这些事为
什么只说不做呢？我会做。于是，我就
往玻璃瓶里装满水，把两根电线接起
来当灯丝，叫来弟妹们一起帮我往插
座里插。可是一插就冒出可怕的火
花，并且感到电麻得使人吃不消。因
此就决定等停电后再往里插。当时的
福州白天常常停电，所以我在去上学
前把发明的“水电”接到花厅里没人
去的地方，想等放学回来后看看电灯
有多亮。而此时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带
着祖父一起去拆除这个“发明”成果。

在祖父的教诲下，我从小学到大学的
劳作课和工厂实习课都是优秀，我的
数理化也一直是全家人中最好的。由
于基础扎实，因此我虽然学的是航空
发动机专业，但无论是从事水电勘
测、化工设备还是农药生产、水产养
殖、农业栽培，甚至是教书等工作都
得心应手。我在单位里也一直是大家
所公认的“革新”能手，排故大王。

祖父一再教导我要自立和俭朴，
他要我从小就学扫地，学补灰壁，原来
的墙都是泥粉夹墙。而且要求我先把
破洞切成方形或长方形后再补上。他
非常注意整齐美观和外表形象。在我
的记忆中，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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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时也没有用拐
杖、腰板始终是挺拔的，保持着军人的
气质和风度。就连衣服里外件的袖口
也都对得平平的。祖父还告诉我他到
过许多国家学习技术，监造军舰。他在
介绍当地的风士人情时，总不忘告诉
我外国的一些人生活虽然好，但仍然
十分注意节约。就是美国人也是随手
关电灯，不无故浪费的。因此，祖父从
不让我参加花天酒地的应酬交际，所
以至今我仍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也十
分勤俭节约。

青年时代的祖父对清朝的统治
十分不满。他曾经当过颐和园照明电
路的设计和西太后游轮（目前仍在颐
和园展出）的监造人员。当时大家见
到西太后来了全都跪下，而他不想跪

总是想法子躲开，因为他反对西太后
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所以同事们
都称他为“青头”（意思为不怕砍头的
人）。祖父还十分憎恨日本侵略者，他
为参加甲午战争打了败仗而感到耻
辱。抗战期间，日军两次占领福州，几
次逼他出任伪职，他都坚决不干，要
么装病，要么躲到故乡螺洲去，逼急
了就以死抗争。祖父一再要求我要好
好学习，超过日本人，说日本人从不

把技术教给中国人，在日本人那里什
么技术也学不到。在他的爱国、正直、
追求进步的思想熏陶下，尽管受到家
庭出身的影响，但经过几十年如一日
的追求，我在临退休前也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

祖父虽然辞官还乡了，但他一直
关心着我国的海防建设、造船业发展
和人才培养。我曾见到祖父与人一起
在观察舰船模型的试验。马尾高航的
陈校长也常来家里与祖父谈论学校的
事。祖父除了担任福州船政局长时整
顿福州海军学校和福州海军制造学
校，恢复福州海军艺术学校，创办海军
飞潜学校之外，退休后还参与筹办“私
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福州国粹中
学”、“福州法海中学”等。这些学校的
校董事会也多在我们家召开。

祖父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这
些年来我一直照着祖父的教诲学着做
人做事，但遗憾的是不仅不能象祖父
一样有着扎实的中文功底和写一手好
楷书，更没有能够在飞机潜艇制造事
业上满足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不过，
我们一家都在为有一天能在祖国海
防、造船事业上做点贡献而努力，如今
我的子女、外甥等学的都是这类专业
或相关专业，或从事船艇设计，或从事
信息技术，或从事工会企业管理等工
作，且都十分出色，不辱没中国第一任
海军轮机中将的名声。

"

陈胤

追 思 祖 父 的 教 诲

好书介绍：《解忧杂货店》是日本

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写作的长篇

小说。但《解忧杂货店》堪称“最不东

野”的小说，没有罪案，没有侦探，而是

以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为主题。东野圭

吾称自己最喜欢用超越时空的方式来

讲故事，“在《解忧杂货店》中，穿越时

空的不是人而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