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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春洪少霖

古道、古村
在沒能親眼見到之前，

許多人想不到在南安市區附
近，還有著那樣一處古村
落，有著多道峽谷流瀑，有
著古老寺廟與石窟結合而成
一幅亮麗、悠揚的人文自然
景觀，那兒且流傳著各種動

人的傳說與故事！
其行政村名為：施坪。位處南安市柳

城街道，古時屬三十都，百姓們聚于虎頭
山西麓，近連南官公路，舊屬榕橋區域，
為革命老區基點村。其原屬西坪和施德
保，1958年時兩保合併，各取一字，從而
得名。今時施坪，下轄區域有：梧壩、大
坪、下坪、西福（古稱：西塔）、洋坑、
頂梧壩、坤寨、樓尾洋共8個自然村，以
李、楊、柯、林、陳為主要姓氏，人口共
4000多人。

當地有諺語「鬼驚鑼、虎驚鼓」。在
上世紀四十年代，曾有老虎到施坪村內叼
走一位村民。當時，共有三人在屋門口乘
涼，老虎不叼左右之人，卻把中間之人叼
走。

當地，原有十棵以上古榕樹，1958年
大煉鋼時期，被鋸下製作成桌板及三個大
型抽屜等。現存兩棵大楓樹，需要三、四
人才能合抱，高度在30米以上。舊時，當地
有一棵巨樹，樹中有一木洞，一孔進、一
孔出，深三米多。

當地百丈坪下，曾有大坪農場，延續
種植古時當地茶葉，出產「梅占」茶，曾
出口菲律賓、新加坡等國，解放後逐漸荒
廢，現遺留有木茶印。

在村中古道與民居中，曾有過革命人
士、中共泉州中心縣委特派員、書記許集
美、海軍少校張尚楚、地下黨員朱義斌等
人活動的身影。村中現有許集美故居，為
「十間張」，內多櫸頭，設有書房等。那
紅色故居中，曾走出一批懷著熱血紅心的
義士，曾走出一個個傳奇的熱血故事！

一、施坪瓷幫古道
「 瓷 幫 古 石 官 道 ， 沿 九 十 九 溪 邊 ，

經同安、東田、九溪、施坪、通郭橋、石
佛洞，到達豐州九日山前梁安港。明清時
期，古道穿過現今的施坪村，那兒曾有一
條繁華的商貿街道，一個人流湧動的商品
集市。而今，當地百姓在翻建房子打地基
時，常掘出大量明清時期的紅磚、瓦礫及
殘缺的建築構件。」現任施坪村主任柯振
良及當地多位長者如此介紹。

施坪古道上端南安東田、廈門同安盛
產陶瓷，其南坑窯創燒于北宋，廢燒于元
末。其被確定為外銷窯，產品主要遠銷海
外，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阿拉伯海、波
斯灣等地。它的存在是研究宋元時期福建
陶瓷生產歷史、燒製工藝、海外交通和海
洋貿易的重要確鑿實物佐證，是研究我國
陶瓷史、窯業技術史以及海上絲綢之路與
世界陶瓷貿易的珍貴重要存在，是我國古
代陶瓷技藝和對外貿易的重要存在，具有
較高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

史料記載：明末，清兵入關後，對漢
人居地反抗力量凶殘鎮壓，在鎮壓東南沿
海鄭成功反抗勢力時，除了軍事鎮壓外，
且有「遷界」之酷政！

順 治 十 八 年 （ 1 6 6 1 ） ， 沿 海 三 十

里至五十里居民分別內遷。是年，城郭
盡毀，界外民居和船隻盡燒，不准寸板
入海，越界者立斬；是年，東南沿海地
帶赤地千里，生靈塗炭，數百萬百姓背
井離鄉、流離失所、哀鴻遍野，滿目頹
垣；是年，泉州府，因遷界導致田地荒廢
五千四百七十四頃（50萬畝以上）。南安，
荒廢三百七十二頃（3萬畝以上）。

「遷界」政策實施了22年之久，直至
康熙二十二年才開始復界。復界之時，返
回百姓與遷出之時，已十無二、三，大都
殘亡。因遷界慘毒，後清廷忌諱，故史書
大都沒能詳細記載。《泉州府志.海防》
記載：順冶十八年，遷沿海居民，以垣
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南安縣
志.規制市廛》記載：「洪瀨蕭條過半。溪
尾扼各鄉孔道，人口已十去八九。珠淵，
僅存客店。」

施坪西塔，原為瓷幫古道，又名茶馬
古道，舊有千家煙火，為自然形成一座古
城鎮，有著「千人煙」（千口火鼎，百姓
炊煙多）之稱，而今已成歷史，只餘小段
古道台階，輝煌往事盡成過眼雲煙！

二、古樹、古宮、古村落
 在大坪自然村，當地視野開闊，可

近望古道，遠眺青山綠水，俯視山下榕橋
地域如一盆「人間」。人間煙火味沉澱，
周邊皆為自然山林。在鳥兒的鳴唱聲中，
在布谷鳥的陣陣示意聲裡，被山巒包圍的
山頭處，有一座小宮廟，名「敕凰宮」，
又名「敕忠宮」。宮旁現有一牆舊石牆，
顏色泛黃，約有百年以上歷史。宮前對聯
曰：敕鎮宮永千古聖，凰鳴在竹萬民興。
宮內壁畫古樸且眾多，為「封神榜」神話
人物畫像。

當地百姓講述：宮內供奉多尊神佛，
其中一尊為城隍雕像，雕像曾被外鄉人偷
請離開，去了其它地方。

在他鄉，那兒因此變得十分不安寧。
在四、五年前，對方出動不少信眾，熱熱
鬧鬧、風風火火將那城隍像送回！雖然，
在當地前去供奉的人不多，然而經此一
出，此城隍神的靈驗已更加深入人心！

在那宮前，古樹神廟相伴之地，有平
地寬敞，有清澈的山泉水流淌，宮後有數
顆300年左右古樹在沉思，需兩、三人才
能合抱。近處有一處古村落，全部為不規
則石頭壘建，保存較為完整。有些成幢相
連，有些錯落交叉，顯壯觀、沉重、整齊
劃一、寧靜安然，給人歷史悠遠、時光厚
重之感！其中有一拱門，門匾上雕有「山
明水秀. 戊戌年（1898或1958年）九月」字
跡。周邊極是幽靜，在那靜寂無人處，如
果面對一個不同的時空，能夠與不同的歷
史進行對話！

據 介 紹 ： 古 時 ， 茶 馬 古 道 上 行 商 經
過，曾有馬騾停于當地休息，當地有泉水
源。後來，人漸多，便修建了驛站，周邊
有鮮草供馬騾馬食用。再後來，逐漸形成
陳氏百姓聚居地。百姓取當地石材，修建
成此古村落。在二十年左右前，漸漸不再
住人。

在那兒，海拔高度約250米，雨天時
淅淅瀝瀝，霧氣白茫茫一片，對于世人而
言，有著一股寧靜，對于自然界來說，顯
得生動與豐富！

鄭亞鴻

「番客」 今昔談
泉州是著名僑鄉和港

澳台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祖
籍泉州的華僑、華人及旅居
港澳的同胞有900多萬人。
在閩南，改革開放前和改革
開放初期，習慣將旅居海外
的華僑、華人稱為「番客」 

。
那時，由于敵對勢力的封鎖等原因，

國內收入低，物資較為匱乏，很多東西都要
憑票定量供應。吃的要糧票、油票、肉票，
穿的要布票。而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卻能夠
將國內缺乏的食品和用品帶回。如果誰家
有海外或港澳親戚回來探親，就叫「到番
客」，會在整個村莊或整條胡同引起轟動，
讓人羨慕。即使他們帶回的是一些舊衣服也
很受歡迎。上世紀80年代初，買電視機等要
憑票才能買到。記得我家的彩電，是托香港

的表兄在香港買後帶回的；而一架縫紉機，
則是姨媽千里迢迢從菲律賓帶來的。那時，
「番客」 回家鄉，都住進泉州華僑大廈，
因為國內親戚大多住房擁擠，特別是衛生間
條件差，入廁難，農村更差。他們不習慣。 

而現在，國內收入不斷提高，物質十
分豐富，市場上吃的穿的用的琳琅滿目，應
有盡有，住房條件也大為改善，很多家庭都
有轎車。這些變化，華僑和港澳同胞有目共
睹。許多華僑和港澳同胞回鄉不願再住酒
店，就住在親友家。香港的親友自歎其在
香港的住房不如家鄉一些家庭的客廳大。我
在菲律賓的親戚回國探親，也驚歎泉州的變
化之大，返回時到超市採購了幾大包東西帶
回。如今，華僑和港澳同胞回鄉，已是一件
很平常的事了，如同國內親友到海外和港澳
探親一樣。「到番客」 這一說法也逐漸淡
出人們的口語中。

「番客」在家鄉的
遭遇 ，從一方面折射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
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發
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
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
高，從溫飽不足即將邁
入全面小康。正如中共
十八大指出的：我國社
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
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
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
之間矛盾」轉化為「人
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發展之間的矛盾」。

執著的五台山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一

直糾結著用虔誠還是執著作
為題目。直到看到一個高位
截癱的男孩伸長了胳膊試圖
去拿高處的蘋果時，才感悟
到執著比虔誠更為恰當。

五台山不僅僧侶雲集，
遊客也絡繹不絕。雖然各自目的並不相同，
但心情卻驚人的相似。

五台山原名清涼山，不知道是誰給改
了名字。我私下裡認為，清涼山更好。清涼
山更能賦予這個地方靈氣，而五台山比較俗
氣，就如同鄰居老王給兒子取的名字，大柱
二娃三疙瘩。

以前，肯定是清涼山召喚了順治。你
想啊，五台山怎能比得了皇城？看破紅塵的
順治奔著清靜而來，他脫下塵世煩惱，他留
下榮華富貴，只帶著一個皮囊來到清涼山。
在山裡，或結廬而居，或留宿崖洞，潛心贖
罪。他贖前世的罪，助他登頂大清國權力寶
座的金戈鐵馬踐踏了多少鋼筋鐵骨？他贖後
世的罪，他的錦衣玉食浸透了多少老百姓的
血汗？

順治用執著贖罪，或者說順治執著的要
贖罪。

我不是單純想寫執著，而是要寫五台
山。因為，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太多的虔誠
客，路上，寺廟裡，到處都是。他們或拖家
帶口，或孤身一人，期望用心中的虔誠打動
菩薩、佛祖、龍子等諸佛。他們心無旁騖，
只有心中的那個佛。路人也都見怪不怪，即
使寬闊的馬路上出現一兩個五體投地的朝拜
者，司機寧願暫停一會也不會打擾極度虔誠
的朝拜。

他們的執著令人汗顏。他們也許家人
得了疾病，也許生活極度不順，他們抱著一
顆虔誠的心，執著的嚮往著神靈能幫助他們
排憂解難，掃除橫亙眼前的一切艱難險阻。
他們的願望實現了嗎？他們的願望能夠實現
嗎？這只能留給現實作答。

我對朝拜者既有讚歎也有惋惜，更多的
是不解。他們的執著令我佩服得無法形容，
自戕式的朝拜讓我惋惜。他們身上究竟發生
了什麼樣的故事，能讓他們以這種方式解決
自己的煩惱？

我進了一個寺廟，然後又進了另一個
寺廟。我隨著熙熙攘攘的人群攀登北台、東
台、西台……，我好似也成了一個朝拜者。
我是在拯救陷入苦惱深淵的心靈？我是在尋
找喧囂世界的一絲清涼？

五台山的有求必應也是可以說道的。
前來朝拜的人大多在群山中央的寺廟上上
香、拜拜佛了事，真正朝拜的人肯定會去五
台的。五台各有千秋，唯有北台最為靈驗。
傳說唐朝「法雲」和尚愚笨如牛，他專程到
五台山請求文殊菩薩開智慧。他多日尋找無
果，後來昏倒在北台。昏迷中，他看到一個
老僧用燒紅的烙鐵挖出了他的心，還說「你
前輩子修行的時候太過吝嗇法佈施，才導致
這輩子愚笨。但你一心向道求法，我就幫你
一下。」老僧把挖出來的心洗了洗，又放了
回去。從此法雲比丘智慧大開了。這雖然是
迷信故事，但蘊含的人心向善的教化功能卻
是我們今天應該學習效仿的。

五台山位列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許
多中國人都知道它。每到五一、十一小長假
的時候，這裡都會彙集難以計數的遊人，更
多的是朝拜者。前來的朝拜者中，不僅有漢
傳的僧人，也有藏傳的喇嘛。他們是一群執
著的追隨者。

在五台山，我深深感悟了執著，而任何
人都是少不了執著的。我們的生活，我們的
工作，都和執著息息相關。有的人庸庸碌碌
一輩子一無所成，有的人留下豐功偉業被人
傳為佳話，這和執著不無關係。看到別人的
成就就羨慕，恨不得馬上自己擁有，可就是
不把想法付諸行動，徒增遺憾。有的人埋下
頭來，嚴肅對待生活、對待工作，終能登頂
成功。

心中存執著，無論對人對事對物。

蔡永懷

呷茶
家 裡 兄 妹 五 人 全

靠父親踩三輪車維持生
活，每天早晨出車前母
親都會裝滿一大水壺的
茶水，再放點食鹽更入
味，冬天只裝一個軍用

的鋁殼水壺，外面裹上舊衣服放在車
上，如果是夏天喝水量大，便要用2升
的塑料桶，喝完了再加水，兩小塊清源
茶餅可以多次沖泡，清源茶餅已經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是烏龍茶與茯苓、
桔梗、甘草等中草藥合制而成，具有
開胃、健脾、提神等功效，物美價廉，
成為廣大勞動者的日常飲品。有一個星
期天我去找父親玩，父親在華僑大廈載
了一個老華僑，隨身攜帶著一個用籐條
編成的大行李箱，足有上百斤，老華僑
要回城東老家，父親便叫他坐前座，行
李放後座，我坐在後架上，經過九一
路、民生崎、到了仕公嶺，仕公嶺是個
長坡，行到半坡父親就踩不動了，我們
三人便下車，父親在前面拉車，我在後
面推，經過二十多分鐘便到了坡頂，正
值盛夏驕陽直射，每個人都已汗流夾
背，便在一棵大榕樹下休息，碩大的枝
葉帶來了陣陣的涼風，父親便把茶水拿
出來，分給我們喝，老華僑邊喝邊說：
「很久沒喝清源茶餅了，還是那個味，
好喝！」，說完便詢問茶餅那裡有售?
返回時準備買一些帶回僑居地。鄰居張
先生是單位裡的採購員，經常走南闖北
見識廣，有一次到安溪出差，回來時帶
來了一包茶葉，神秘地對好友說這種茶
稱為「半鐵」，鐵觀音茶葉當年分為
「全鐵、半鐵」，是比較稀少的緊俏
品，一粒粒呈黑色看起來很飽滿，並和
好友關在屋裡品嚐著。

1984年我結婚時，我倆舉行旅行
結婚的方式，第一站到廈門，第二天乘
著長途汽車到汕頭，出了汽車站便尋找
住宿地，在大眾旅社裡服務員說房間已
經住滿了，叫我們到其它地方找找，長
途的旅行比較疲倦，我倆便坐在大廳裡
休息一會，想到人生地不熟心裡有點愁
緒，拉開行李箱拿出一包「一枝春」
茶葉沖泡著，服務員雙眼直盯著「一枝
春」，我便熱情地請她們喝了幾杯，幾
杯下肚後便開懷暢談，服務員內疚地
說，這裡的住宿一向很緊張，每天只留
一個房間給關係戶，我們現在算朋友
了，那一間就讓你們住吧，聽完後我倆
喜出望外連聲道謝，想不到一包小小的
茶葉競有如此的功效。「一枝春」是泉
州茶葉公司的名牌產品，採用烏龍茶炒
制而成，每包重一小兩，雖然含枝但醇

香濃郁，便于攜帶，是當年時尚的茶
品。

上小學時學校組織「遠足」，母
親總會準備一些糕點小吃，再帶上一壺
清茶餅步行到清源山玩，如今清源山已
經成為國家五A級景觀,周圍林木繁密，
春季山桃，杜梨含情脈脈，初夏野薔薇
攀巖壁，竄高樹，漫山遍野，白瓣黃
蕊，暗香浮動。金櫻子，金雀梅花團錦
簇竟相綻放，秋季楓葉漸紅，野菊怒
放，冬季殷紅的丹楓嬌情似火，鳳凰
木，刺桐花熱烈奔放，猩紅的番石榴碩
果纍纍，艷紅的漆樹花枝招展，紫紅的
烏柏也盛裝迎賓，點綴在常綠的相思樹
中，黛綠的重陽木，翠綠的榕樹之間，
春夏之交杜鵑花色彩斑斕，翠鳥鳴叫枝
頭，蝴蝶紛飛，五彩繽紛的野雉雞穿梭
其間。如果你是雨季到訪，便可觀賞
彌陀飛瀑，瀑布有二十多米，泉水從
清源山左，右，中三峰彙集飛流而下，
經三段懸崖跌落，如白練似飛龍，清詩
人顧鋐贊曰：「飛瀑掛層巖，源清流不
竭。揮毫啟會心，肺腑沁冰雪。」唐乾
寧年間進士徐夤在《唐秘書徐公詠彌陀
瀑布》中記：「名齊火浣溢山椒，誰把
驚虹掛一條。天外倚來秋水刃，海心飛
上白龍綃。民田鑿斷雲根引，僧圃穿通
竹筧澆。噴石似煙輕漠漠，濺崖如雨冷
蕭蕭。......」巖壁上的「佛」字長達四
米，字體雄渾飄逸，超然脫俗，被譽為
「閩海第一佛」。

登山成為市民休閒健身的主要生活
方式，我們在好友「進哥」的召喚下，
每星期六早晨便聚集清源山下，從山門
開始你追我趕，每一步跨兩個石階，在
紫湖平緩路段便小跑起來，如果前面有
隊友更是緊追不捨，到了天湖往往氣喘
吁吁，大汗淋漓，大家坐在茶攤前休息
聊天，天南地北侃大山，山風習習，綠
樹搖曳，疲憊之感頓然消失，遠眺泉州
城風景如畫，心情隨之舒暢起來，炸菜
粿、炸芋頭、鹵豆乾、炒青菜每碟五元
的美食便成為我們的早餐。

「斗茶」也成為一種樂趣，大家輪
流沖泡自己帶來的茶葉，看誰的茶葉有
韻味能回甘，老李是公司裡的高管，他
帶來的茶葉都是小包裝，挑選精製的茶
葉，一斤分成40多包，然後抽掉裡面的
空氣壓制而成，即美觀又衛生，每小袋
可以裝一個蓋杯，非常方便，這種包裝
一直流行至今。

茶葉伴隨著我的人生，飲茶成為我
的生活習慣。

現在我晚睡前都要喝一杯薄茶，茶
水伴著我進入夢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