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王晓霞 见习记者 陈洁冤近日，
马江海战纪念馆举办一场“纽卡斯尔的梦”展览，
该展览讲述了北洋水师官兵赴欧洲纽卡斯尔港接
收清政府定制军舰的历史图景。该展览自 5月 18
日起持续展出半年，市民可免费至马江海战纪念
馆观览。

去年 12月 17日，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在海南
入列。一张拍摄于 2017年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
很多人的热议，照片里，位于英国纽卡斯尔市的北
洋水师水兵墓前，放了一张山东舰的照片。为什么
在远在欧洲的英国，会有北洋水师的水兵墓呢？这
里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世纪 70年代，中国为了筹建近代化海军，
向英国北部纽卡斯尔阿姆斯特朗船厂订造新式军
舰。1881年，为了接收两艘军舰“超勇”和“扬威”，
200多名官兵奉命赶赴英国。接舰期间两位水兵袁
培福、顾世忠因水土不服病逝，被安葬在纽卡斯尔
圣约翰公墓。

1887年，北洋舰队再度大规模赴欧洲接收军
舰。接舰期间福州籍水兵连金源、陈成魁和陈受富
相继去世，也被安葬于圣约翰公墓。1911年，清末
将领程壁光率“海圻”舰环球访问，到达英国后，专
程到墓地吊唁，并且重修了墓碑。

经过 100多年风吹雨打，这些墓碑现状已经
残破不堪。2016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式启动
了水兵墓的保护修缮工作，并向社会募捐资金。经
过近两年的施工，2019年 6月 14日五位水兵墓修
缮竣工。

从建成、倾颓，再到重新修缮，这五座北洋水
兵墓见证了中国由近代的积贫积弱、海疆失守，到
新中国成立后国力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伟
大转变，保存至今的墓地成为近代中国向海图强
的见证，与马江之畔昭忠祠里的英烈碑遥相呼应，
浩气长存。

马江海战纪念馆馆长王晓芹告诉记者：“由于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在筹备此次展览时，我
们尝试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拍摄制作了一步
专题片，让这些船政英烈的事迹可以走进校园，走
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

茵杨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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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产 海丝见证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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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福州马尾乃至全国宝贵的精神
财富。借助即将在福州召开的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
重大契机，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带着大
家遍数船政文物，重温曾经的辉煌和沧
桑。

在马江昭忠祠内，收藏着船政轮船
舰队 1872年左右测绘完成的中国自制
第一套西式航海图，这套航海图的出现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中国人航
海靠西方海图的历史，也对近代海防及
海权维护极具意义，与此同时也是中国
近代海军的食物见证。
“这套航海图北起鸭绿江口，中经

台湾岛，南至海南岛。绘制得极为细致，
不仅有基本的经纬度，连近岸的礁石分
布、海底的构成质地是沙是石，潮汐时
间都标注得一清二楚，标记的详细程度
甚至超越近代航海图。”马尾船政文化
研究协会会长陈悦告诉记者，“这套航
海图是船政提调黄维煊主持测绘的，于
1866年开始花费了 6、7年的时间。”

为了熟悉海上交通路线，左宗棠议

创福建船政时，檄邀黄维煊赴沿海各口
“察形胜之险要，测沙水之浅深”，可见，
这是左宗棠布置的任务。于是，黄维煊
“乃西之汉口，东之上海，南至香港、台
湾，北之燕台牛庄（辽宁南部）及沿海岛
门港汊，靡不周至，凡山川之险夷、沙礁
之浅深、潮汐之大小，绘图详说”。

沈葆桢在创办船政之初便立下规
矩，凡船政舰队，各军舰出海都应在西
式海图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测绘。当
年，黄维煊随船政第一艘军舰“万年清”
北上天津接受朝廷检阅之时也带着沿
海测绘的任务，“从马尾到天津一路北
上测量，返回时也进行了细致的验证，
可以说这套航海图是举全军之力绘制
而成的。”陈悦表示以往的航海图大多
是写意的形式，航海参考价值较低，而
这套航海图则是按照现代科学方
法———投影法绘制。尤为难得的是，馆
藏的这套海图上还有当年海军军官用
苏州码子标记的增补内容，不同于阿拉
伯数字，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数字缩写表
达体系，这也能从侧面印证航海图是独

立绘成的。
由于近海信息绘制详尽，这套航海

图还一度成为中国海军的“护身符”。
1894年 9月 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
海军与日本军舰在黄海上展开激烈征
战，北洋海军借助航海图退守近海，而日
本军舰则因为对近海情况一无所知而无
法逼近，给了一些重伤的北洋海军军舰
驶入近海浅水区抢修的机会。“19世纪
50年代由英国海军测绘的东亚航海图
在国际上较为盛行，但英方无法逼近中
国近海及内河测量，因而有关中国近海
的水文信息基本是空白，日本军舰使用
的就是这套航海图，我在日本曾见过。”
陈悦告诉记者，“由船政绘制的这套航海
图的体系甚至沿用到了民国时期。”

1881年，黄维煊的儿子黄家鼎将该
套 32 张航海图缩印成图书后公开出
版，称为《皇朝沿海图说》，运用到商运
等活动中。“现在马江昭忠祠馆藏的大
开版船政轮船舰队军用航海图在国内
是仅见，对研究者来说，可以算得上是
‘国宝’一样的文物。”陈悦说道。

昭忠祠藏宝：中国第一套西式航海图
茵王晓霞

毋庸置疑，能够展示时代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的作品，才算是好作品；能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
正能量的作品，才称得上是经典力作。曾在央视热
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扎根乡土、连接民众，它
传递出穿越苦难的精神和伟力，鼓舞和激励了无
数国人，成为了一代代奋斗者和践行者的精神回
响。

这部催人奋进的精品电视剧，运用现实主义
创作手法，凭借日常化叙事，由苍凉凋敝、寒风劲
吹的黄土高原启幕，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
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讲述了上世纪 70 年代
的乡下小村庄，孙少平、郝红梅、顾养民、润生、田
晓霞、孙少平、田福军和润叶青等的群体命运，奠
定全剧的感情色彩和作品基调，反映了从特殊时
期到改革初期广阔的农村状况和社会面貌。

透过剧情，我们不难看出作品源于生活阅历
的厚重积淀，淳朴自然的传统生活内容深深吸引
和感动着电视荧幕前的观众们。宏大的结构、丰富
的人物和深刻的思想，复杂的矛盾纠葛，残酷的城
乡生态，挫折与追求、痛苦和欢乐、劳动和爱情，彼
此交织冲突迭起，全景式表现了时代的变迁和历
史的进程，呈现的是特殊时代下中国农民所面对
的艰苦环境，凭借自己勤劳坚韧的奋斗精神，片中
彰显的精神价值、文化自觉和强大能量，源源不断
地产生和传输出不平凡的回响。

关于命运，路遥曾这么说：“命运总是不如愿，
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
中，才能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
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因此，
电视剧中陕北民歌运用，在增添悲凉气氛的同时，
叫人心涛骤起；字幕旁白的独设独创，交代了明晰
的背景脉络，平添载负时代烙印一辈人的怀旧寻
根，获得了口碑传播的正能量。在剧中这个黄土纷
飞、人情冷暖的世界里，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于制作
者对片中人物个人苦难和家国情怀的深度理解和
纯熟驾驭。主人公面对诸多苦难顽强抗争的奋斗
历程，高度印证了他们不甘落后知耻近乎勇，埋头
苦干、试图改变命运的坚强信念，一波又一波激起
人们的情感共鸣。

人说，《平凡的世界》是中国精神的深刻史诗，
它从思想认识、情节故事、人物情感等方面皈依小
说原生态，促使广大观众尤其是经历那个时代的
人们的普遍认可和喜爱。原著传输出的是时代最
强音，传导出坚强力量，所展现的是文化关怀。作
品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都在力图精益求精求
完美，剧中人物最底层、最卑微的群体神形具备、
惟妙惟肖，感召人人心灯自燃，全程普照。让人眼
中噙满的是心灵涟漪的云水，心中荡漾的是人物
悲悯的波潮，更是对崛起奋争人物的景仰和尊崇。

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形象散发着闪耀的光芒，
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们在平凡的世界中创造着不平
凡的人生。这道光芒穿越时空和地域风情而萌生
的巨大力量，驱使我们由剧情深发开去重视生活
的本质，拒绝浮华、平抚躁动，不堕苟安、守一不
移，选择一种达观豁达、谦卑真实的姿态生活。

也许，这便是《平凡的世界》这部文学巨著的
作者路遥和电视剧改编者的初衷，那是作品内涵
之所存、精神价值之所系。

茵黄俊

平凡世界见非凡
要要要电视剧叶平凡的世界曳观后有感

观后

立桩沉 壶江浮

马江海战纪念馆举办“纽卡斯尔的梦”展览
马尾区两处景点被列为海丝史迹遗产点

茵王晓霞

明朝初期，闽江入海口的立桩岛和
壶江岛均属于闽县琅岐嘉登里七册十
三墩之一。后来，在一次地震中立桩岛
沦海沉没，壶江岛慢慢地冲积而成，飘
浮在海上，故也称浮江岛。所以，琅岐民
间有“立桩沉，壶江浮”之说。这里还有
一则少有人知的神话传说。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一次，八仙
云游天下，路过闽江口，见琅岐岛风光
旖丽，海景宜人，就到岛上白云山芙蓉
峰，坐在一块大岩石休息，观看海上日
出。这时，李铁拐看见海上那个立桩小
岛摇摇欲坠，将要下沉，掐指一算，大声
叫道：“你们看看，这个小岛不过几个月
就要沉没了。”众仙笑曰：“天机不可泄
漏，别多管闲事。”也许李铁拐心地善

良，便说道：“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要
去岛上看一看，去搭救那些行善乐施的
人。”说着脚一踏，就腾云驾雾来到立桩
岛。李铁拐用力过猛，还在大岩石留下
“仙脚印”。

立桩岛乃弹丸之地的岛屿，只有百
来户人家，都是打渔人。这时正值炎夏
盛暑，李铁拐口渴难当，肚子也饿得咕
咕叫。正好有一个小女孩手提饭罐，从
这里走过。李铁拐便问她送给谁吃？女
孩说是送给老爹作点心，他在码头修渔
船。李铁拐笑着说：“我口干舌燥，一天
都没吃饭了，你能不能把点心让我吃
呢？”这女孩见这个人好像乞丐，很可
怜，就把这罐点心送给李铁拐吃。李铁
拐吃完点心，抹抹嘴巴，还说肚子还填

不饱。女孩大笑说：“依伯饭量大，那我
带你到家里去，让你喝个够，吃个饱
吧！”

女孩的母亲见女儿把一位衣衫褴
褛的“乞丐”带回，又听说他把点心吃光
还要再吃，不但没有骂女孩，很快进厨
房又煮了一大碗太平面，还拿出一壶老
酒给“乞丐”喝。太平面吃完，酒也喝干，
老爹也回家了，虽然自己肚子也饿着，
但见状也没有生气，还给“乞丐”敬烟倒
茶。

李铁拐见这户打渔人家心肠好，断
定是行善积德之家，十分感激，有心救
他一家性命，就对他们说：“你这块小岛
不久就要沉到海底，得赶快造一艘船放
在前院天井中，一见到你们家门前两头

石狮嘴中出血时，全家人立即上船，可
保平安，此事千万不可对别人说”。
这讨鱼人家相信李铁拐的话，很快就造
了一艘船放在天井中。每天叫小女孩守
住门前大石狮口，看着口中有否出血。
一个杀猪的老伯每天杀猪路过此处，见
这小女孩天天坐在门口，心中不解，就
问：“你天天坐在门口，到底等什么？”女
孩答道：“我等这两头石狮嘴里流血。”
杀猪老伯哈哈大笑：“你真是呆子，石狮
怎么会出血呢？”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那天正好是农
历八月十五。天文大潮，杀猪老伯杀完
猪又路过他家门前，趁着小女孩不在，
想戏弄她一下，就把血淋淋的猪血抹在
两头石狮的嘴里，悄悄地走开。小女孩

出来一看，见石狮口中出血，赶紧跑进
去告诉父母。全家人马上收拾细软爬上
放在天井的船去。这时，天上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地动山摇，门外有人叫喊：
“地牛转肩（地震，民间称地牛转肩），做
大水啦，快跑！”说时迟，那时快，汹涌的
海水很快冲进院子，水到船浮，船刚出
了院子，突然一声巨响，山崩地裂，立桩
岛就这样沉入大海中，岛上的人只有这
户人躲过一劫。

现在，立桩岛还有一个山头露出海
面哩！山头上还置有航标，渔民们在这
里撒网捕鱼，还捞到碗、碟、花瓶之类遗
物，立桩岛地震沉没的神话故事，也一
代一代地流传到如今。

编者按院千年古港，百年船政的马尾，被誉为中国近代史“活化石”，是中华民
族图强逐梦、复兴之路的一个起航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幻沧桑，中国船政文化

编者按院近日袁记者获悉在海上丝
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城市联盟联席会议期间袁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在对海丝申遗城市的各申遗点
现场调研评估的基础上袁初步公布海丝
史迹遗产点 53处袁 海丝史迹关联点 10
处遥 福州入围 4处袁其中袁马尾的迥龙桥
及邢港码头(闽安古镇)尧罗星塔 2 处被
列为海丝史迹遗产点遥

海丝冶闽安院福州古港贸易的千年见证
“中国海丝看福建，福建海丝看福

州，福州海丝看闽安。”因为扼守闽江口
的特殊地理位置，从汉唐至明清时期，
闽安邢港古航道都是所有进出福州港
的外国商船的必经之路，每艘船都必须
在闽安接受货物的检验以及课税，静静
流淌了千年的邢港是福州水路总汇和
关防要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闽安邢港古码头是福州
古港海上贸易的有力见证。

公元 893年，唐朝已经在闽安设立
巡检司衙门，宋代时闽安被列为福建
“四大名镇”之首。宋元时期，闽安邢港、
福州新港、泉州港一齐将福建海外贸易
推向顶峰。明清两代，邢港古航道是福
州古港不可替代的第一要港。各地区生
产大量的丝绸、陶瓷、茶叶等，都在邢港
码头装船扬帆运往世界各地。

优越的近海优势，使闽安自汉唐以
来的海上贸易就很活跃。唐、宋、元、明、
清年代，商船从闽安码头出发，纵跨南
海，横越印度洋，至东南亚，甚至非洲，
将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物品运往各
国。闽安古码头既是我国“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点之一，也是我国对外通商最
早的口岸之一。

万国的商品汇集到闽安，或来自日
本、朝鲜、东南亚诸国，或来自美洲、欧
洲，交易点则是闽安纵横交错的九街九
铺，如：口头街、三叉街、桥头街、草尾
街，万寿铺、保安铺、城隍顶、西山境等
等。商行商店云集于此，有天丰号、沈峰
楼、清乐轩，喊得出名的，喊不出名的数
不胜数，光是上规模档次的商店就有
200多家。真可谓是“八方商贾聚闽安，
百货随潮船入镇”。如今，步行在闽安街
巷，仍能邂逅这些曾经繁华、在闽安掀
起“商贸奇迹”的商号们。

邢港码头是天然的避风港，水阔河

深，能够吞吐大量来往的船只，且能停
泊大吨位船只。闽安文史学者杨成和介
绍，光是闽安贡船浦就能停泊百艘贡
船，而贡船浦的“仓库”清乾浦可停泊
3000-5000吨位的海船。

据记载，邢港古码头宋代原为福州
港至日本、阿拉伯诸国丝绸之路的重要
出海口岸，宋代在闽安常设关税机构。
宋景 四年（1037），闽安港置号里、外
税务、临河务等机构，其中外税务专门
征收外国商船进口货物的税收。宋绍圣
二年（1095），宋廷特派“闽安镇大使”，
驻扎琅岐岛，巡捕长乐、连江、闽县等周
边县份私盐和海盗，检验并征收外国商
船进口税。从宋代至清末，邢港码头都
是番船塞港，灯火彻夜通明，极好地印
证了福州港海上丝路的盛况。

而横跨邢港河两岸的迥龙桥，是唐
代建造的福州最古老的石桥。因邢港河
港门里向北可达福州北门，且沿途有烽
火营寨;向东可通闽东、浙江，唐代为畅
通和巩固闽江下游及闽东的军事设防
而着力兴建迥龙桥。

迥龙桥南北走向，全长 66米，宽 4.8
米，船形桥墩，4墩 5孔，花岗石平粱结
构。两墩间共铺大石粱 25根，每根重约

30吨。桥面横铺石板，桥两侧有 36根石
栏柱镶嵌石栏板，柱顶雕刻雄狮猛豹等
奇兽及精美的宝奁、珍果，栩栩如生。

据《福建通志》统计，自唐至清，福
建共建桥梁两千七百座，而像迥龙桥这
种规模的五孔唐代石桥在中国建桥史
上极为罕见，对中国的桥梁文化具有极
高的研究价值。

迥龙桥上精致的石刻群雕，饱经沧
桑，栩栩如生，宝奁石雕是迥龙桥始建
于唐武则天年代的无言物证。石桥两旁
的石雕相向对称，共有 18组计 36件。
从桥南向桥中心依次为第一组石狮、第
二组与第八组宝奁、第三组官印……桥
上的每件石雕皆深含寓意：石狮象征保
护神，宝奁为女子盛装嫁妆用的百宝
箱，官印代表政权，被桥梁爱好者誉为
海上明珠。

凭桥而立，穿流而过的邢港河水，
似时光穿行，那一段灯火熠熠，繁盛富
强的历史也随之展现眼前，古港与古桥
共同见证闽安“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国际公认海上航标要要要罗星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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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星塔原是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
航标之一。相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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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一两百年前，外国船舶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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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原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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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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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星塔造型古拙，是福州地区明代
石塔建筑的代表，为研究明代石塔建筑
提供了实物例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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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