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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唯东：痴迷不过泉州一方石碑
目十行，
记忆力也特别的强”。

从《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
》看到
“毛邓
毛邓”
”
“你信神明吗？”
“我存敬畏心。”
唯东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公
职人员。读幼儿园前，他常被单独留
在家里的小套房。在一片寂静里，他
常“看”到一团黑影，蹲在他面前，有时
跑来与他招招手。
“ 两三岁的记忆，一
直如影随形，如幻吗？”因为对神明的
敬畏，他在宗教奥义和古书里寻
找趋近的解释。
所以，在他的客栈
里，近代的石狮蹲守
在 门 的 两 边 ，石
碾槽躺在一
边 ，宋 代 的
纸槌瓶，
上 个

大量的阅读，
极大扩张了他的视野。
他一直是个跳脱的孩子，常被跨
领域的未知所吸引，
“喜欢的东西实在
太多了，每一样都想学。”他组乐队，玩
甲壳虫的音乐，
带着对人生的思考。
也曾一度因为爱好特别多，不听
劝地参加了各类比赛，让高中老师十
分头疼。获过的大奖，随便一个都足
以令人吃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二
等奖、全国物理赛二等奖、全国化学赛
一等奖、全国生物赛二等奖，还抽空拿
了武汉市中学生计算机编程一等奖。
学霸的世界，多出的是选择的机
会。他曾玩儿似地参加了三次高考：
先是考上北大，因为专业不是自己所
想，大二退学，在等待下一次高考的间
歇，在中关村卖碟；后考上中国地质大
学，三个月后再离校，转身又考上中山
大学商业管理系。
他频繁地高考择校，其实是想学
文博考古类，
“ 你做的事，就该是自己
爱的，不然就消耗了生命”。只是，三
次高考都不顺遂。
“做不了考古，那就学经济，多赚
点钱吧。”大学里，他和两位伙伴，成立
了一家香港贸易公司，在广州的大学
城里发展了 3000 名学生代理，有如当
下的全球购，卖各种进口小商品，一年
纯利几十上百万元，
成了学校名人。
2008 年毕业之际，他进入北京的
一家私募基金，从实习生一路做到副
总裁，手上玩转几十个项目上百亿资
金，一年为公司赚下十几个亿，拿着年
薪 300 万元的报酬。他在他的客栈里，
语调平平地讲述，仿佛这场资本狂欢
的主角并不是他本人。
他参与建行的上市，云南白药、北
京同仁堂的上市，
在最青春的年华里，
激
情和理想尽情挥洒。他玩命地学习，
从
药品、
艺术品拍卖到房地产的运作等，
只
有懂得全行业的知识，
才能给投资人最
全最前瞻的信息分析。所以，
当客人聊
起鹿胎盘素，
他知晓它是怎样激活细胞，
灵芝、
石斛要产自哪里更具功效。
高薪的收入，反哺了他文博的爱
好，
收藏宋元高古瓷，
访名师学古琴，
频
繁地往来于日本神奈川，
学习少有人知
的
“居合道”
剑道，
还玩成了职业三段。
他在这份工作里，认识了现在的
老婆，生长在古城的泉州女孩思斯。
他们聊音乐、艺术，也聊城市的人文和

疯狂地爱上泉州
每一次的人生大选，
父母都给了他
最大的信任和不干涉。2011 年，
在事业
的顶峰时期，
他决定回武汉创立自己的
私募基金公司，专事房地产类投资。
2014年，
一线城市房地产从黄金时期走
入灰暗期，
公司投资的地块难以出手，
十
几个亿的投资被套牢，
他陷入了漫长繁
复的官司里，
被追债也追别人的债。
当这场创业危机褪去后，关了公
司，遣散员工，他回到了人生的起点。
人生海海，低谷过后，他开始一路向
南。经不住思斯又一次“泉州最美好”
的鼓动，他将信将疑地绕道来泉州，一
路叨叨说着，
“我可是要看真迹的”。
看开元寺、东西塔，他已经惊得说
不上话来了，
“ 千年古塔就立在眼前，
任你看，任你走近，任你触摸千年的塔
身，明清的石碑随意铺成了地板，这要
换在武汉，
都要关进博物馆”。
“太奢侈了，太过瘾了。”他用一切
能想到的词汇，热切地表达着他的震
撼，他停不下来这场泉州的神奇体验，
不知疲倦地推敲洛阳桥的石头，贪婪
地看遍承天寺、清净寺、天后宫、浔埔
渔村，看闽南建筑，听南音，品梨园、高
甲、打城、木偶。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古建、古乐、
古巷，
只能看到其中一样，
可你在泉州，
就什么都有！
”
这场文化盛宴太丰盛了。
波澜汹涌壮阔的前半生，
神奇地在
这座藏宝城一般的古城面前，回归平
静。临别之际，
他知道，
这短暂的到访，
只是缘分的开始，
他终将在这里落脚。
因为这场初访，他和思斯成了眷
侣，2015 年，他终如愿，在这里安家，在
古榕巷里开了这家集展览、住宿于一
身的容驿客栈。
3 年了，他在这里享受了想看就可
以走近的古迹，
上花巷郑玮念的泉州方
志书店，
遍览泉州的过往，
拜访一位位泉
州名人，
也遇到许多相谈甚欢的客人，
一
起喝茶饮酒听戏探古，
互为朋友。
开着客栈，收着古玩，教人剑道、
古琴，日日听思斯唱南音弹琵琶，他正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在古城，任
逍遥。
（花巷微公号）

首届
“海丝·蟳埔”
民俗文化旅游节 15 日开幕

多年未见的祭海祈福表演将在真武庙上演
说到祭海活动，世代生长在沿海
地区的泉州人或许并不陌生。然而，
关于祭海，每一个具体环节代表什么
意义，许多人并不了解。
3月15日上午，
作为2018年丰泽区
首届
“海丝·蟳埔”
民俗文化旅游节的开
幕重头戏——祭海祈福表演，
将在真武
庙广场呈现。而这场祭海祈福表演，
已
经多年未在真武庙展现。这也意味着，
错过的话，
也许还要再等上好多年……
泉州法石真武庙始建于南宋时期，
主祀玄天上帝。当时，
泉州海外交通昌
盛，
作为海神的玄天上帝是泉州祭海的
主神之一。为祈求商舶往返平安的祭
海就是在真武庙举行的。泉州郡守每
年两次到此举行祭海仪式，
端午前后为
“回舶祭海”
，
秋冬为
“遣舶祭海”
。
明万历年间的《泉州府志》载：
“玄

丝路碧海情
于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说连载（054）

武庙在郡城东南石头山，庙枕山漱海，
人烟辏集其下，宋时为郡守望祭海神
之所。”清道光年间的《晋江县志·卷
69·寺观志·城外寺观·真武庙》也记载
道：
“ 真武庙，在三十六都郡城东南石
头 山 上 。 庙 枕 山 漱 海 ，人 烟 辏 集 其
下。宋时建，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
真武庙山下的法石港位于石头街
东北街尾、晋江流域出口处，是江海交
汇的港口，
也是中外商人荟萃之地。直
到南宋庆元二年（1196 年），在泉州城
南
“笋江、
巽水二流之汇，
蕃舶客航聚集
之地”建起顺济宫（后称天后宫），祭海
的主祭对象才被海神妈祖所取代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泉州每年的出海祈风、祭海仪式古已
有之，九日山和真武庙是两处重要的
祈风、祭海场所。其中，九日山是最早

的祈风、祭海场所，始于南宋时期，主
要是祭海神通远王。
据泉州学研究专家林少川介绍，
宋
代的泉州港是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
宋时，泉州郡守将真武庙作为“望祭海
神”
的重要场所，
这里因而成为泉州海神
信仰的重要史迹，
反映出泉州港繁荣时
期中国沿海独特的海神崇拜与海洋观。
虽然开始的年代时期不同，
但与九日山
祈风一样，
真武庙祭海仪式，
也是对
“海
丝”
起点泉州悠久的海交历史的见证。
近年来，九日山多次举办复古祈
风仪式，而真武庙祭海活动却已多年
未见。
2017年，
位于丰泽区的真武庙被认
定为古（泉州）刺桐史迹所在地，
在这里
再现一场祭海祈福活动颇有意义。本
活动将以传统颂典表演的形式展现祭

岁月如逝，时间一天天过去，兰香有
时到店铺为爸爸王茂源打点生意，有时去
丰州古城转转。她看到护城河畔随风摇
曳婀娜多姿的垂柳，看到人行道旁红艳绚
丽的三角梅，不禁触景生情，又思念起龙
蛟。有时，她坐在护城河畔的石头上，掏
出龙蛟临别前赠送给他的木质奖牌，上面
刻着“冠”字样，有海滩、海浪、椰树图案。
奖牌赠送给她倾注着龙蛟对她的挚爱，她
视奖牌如宝贝，如生命，看到它如同看到
龙蛟，她将奖牌时时刻刻带在身边，想起
龙蛟她就拿出来看看，摸了又摸，亲吻了
又亲吻。由于奖牌天天看，天天抚摸着，
奖牌变得光滑锃亮，十分美观。夜晚，她
更衣上床，少不了将奖牌握在手中，有时
贴在心窝前。奖牌握在手中，睡觉睡得
甜，睡得香；贴在心窝前，她似乎觉得龙蛟
就在她的身边，龙蛟的心与她的心一起跳
跃、共振，她常常梦见龙蛟，她俩在一起促
膝聊天，她俩依偎在一起陶醉。
有时候，她凝望着奖牌想，龙蛟呀，凭
着你的本领、睿智，你一定能实现你的愿

海的场景，
表达海路祈安的主题，
并以海
风旌旗的展示，
体现祈福的礼仪文化。
本次活动由丰泽区人民政府主办，
区委宣传部、
区文体新局、
区文联、
东海
街道等承办，
将集中展示传统祭祀典礼
与具有海洋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
3 月 15 日，相约真武庙广场，除了
迎祥祈福之外，还能享受视觉盛宴，体
味传统海洋文化的魅力与气息。用祭
海祈福表演作为开幕式，2018 年丰泽
区首届“海丝·蟳埔”民俗文化旅游节
也将随即启动，届时，丰富多元的系列
民俗文化活动，
将继续精彩你的三月。
本届文化节将以一年一度的蟳埔
妈祖巡香活动为契机，以独特的方式
演绎丰泽蟳埔的多元文化传承和记忆
画卷，
带给您别样的蟳埔风情体验。
（泉州市旅游局微公号）

望、誓言，捉拿到海盗头目陈祖义伏法，为
我家死去的亲人报仇，为许许多多被陈祖
义杀害的下南洋的闽南人报仇，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畅通做出贡献。龙蛟已经出海多
日了，不知道他跟郑和大人下西洋捉拿陈
祖义否有结果？听说陈祖义这个大盗狡猾
多端，阴险毒辣，你和同伴们去对付、捉拿
可要小心呀。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
你有什么闪失，
我们家再也经不起打击了，
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一天下午，兰香又来到丰州护城河畔
一块石头坐下，掏出龙蛟给他的奖牌凝视
着，
欣赏着，
抚摸着，
亲吻着。
这时江流风身着长衫路过这里，一看
是兰香坐在石头上全神贯注地欣赏一块木
块，
便悄悄走到她的身后，
看清楚了原来是
一块奖牌，
看来是龙蛟临别前赠送给她的，
她视如宝贝，
正在思念龙蛟哩。
“美人儿，
你大概是在思念你的郎君龙
蛟吧”
江流风嬉皮笑脸地说。
兰香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收起了奖
牌，
一看是江流风，
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说：

获高级职称
本报讯 高级教师职务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公布啦。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
发布通知，经研究，批准确认由福建省中小学
幼儿园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
勾晔凡等 782 位同志中小学（幼儿园）高级教
师职务，任职资格确认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4
日，并予公布。
记者发现，泉州共有 154 名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获高级职称，其中，南安共有 20 人获高
级职称。
南安市获评高级教师名单
南安市第一小学

李翠月

南安市石井中心小学

卓娜旋、郑少玲

南安市洪濑中心小学

黄丽琴

南安市洪濑第三小学

黄振鸿

南安市美林中心小学

周丽环

南安市仑苍中心小学

郑秋燕

南安市柳城小学

洪惠敏

南安市洪梅中心小学

刘堆衿

南安市翔云中心小学

卓尤贵

南安市金淘启亨小学

叶志发

南安市东田中心小学

洪建庭

南安市省新中心小学

尤文英

南安市水头中心小学

苏成奎

南安市第三小学

梁亚瑜

南安市梅山中心小学

刘志明

南安市霞美中心小学

黄清敏

南安市溪美中心镇山小学

李雪亮

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吕美萍

南安市实验幼儿园

黄小彬

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

吴莉莉

详细名单
扫码查看

“你信神明吗？”
古榕巷有一处特别的存在，白色
落地的玻璃房沿巷而立，像一个透明
的大礼盒。
玻璃房里，汉砖支起成了古琴的
琴桌，百年前的日本彤红花瓶插着腊
梅，观音鹤首瓶站在同样沧桑的石墩
上，元代的龙泉窑香炉养着水仙……
你也许还不知道，泉州竟有这样一处
奢侈而古朴的客栈。
客栈主人 36 岁的韩唯东，是武汉
来的男子。
客栈玻璃门常常上着锁，三层被
刷成清爽白色的小屋，正对着红砖护
厝的番仔楼。三楼的卧室，起身便能
望见东西塔尖，屋顶天台可以看见塔
身，他有时会拿着望远镜打望，塔上
浮雕的佛像似近在眼前，岁月斑驳着
的是千年不变的法相。
“前半生的足迹，切换在多个一
线 城 市 ，很 表 面 的 城 市 ，我 留 不 下
来。从未遇到过一个如泉州一般牛
气的城市：开元寺的一只石狮，就可
以 让 你 摸 一 个 下 午 ，一 座 塔 够 你 看
一个月，石板路上都能邂逅明末、清
代 的 石 碑 。”一 个 嗜 古 如 命 的 人 ，天
天 看 得 欣 喜 若 狂 ，视 这 里 为 终 老 的
地方。

世纪的座椅……他是福建古玩商会
的理事，每一样古玩在他眼里，都住着
各自的灵，
因缘而聚。
爷爷是他在古玩上的引路人。韩
唯东上小学后，刚退休的爷爷成了一
名“孙经理”，
担起照顾孙儿的任务。
爷爷曾分管文博系统，退休后开
了一家古玩店，收藏明清瓷器。耳濡
目染下，韩唯东八九岁就开始买景泰
蓝的小杯子、风铃，而后买玉石，对历
史沉淀的物件有着天然的爱。
因为古玩，
唯东对历史有着强烈的
求知欲。爷爷家里有满满两柜子的书，
历史类的书最多，兼有苏联、波兰国家
的文学作品，爷孙俩约定：书柜的书任
他挑选，每看完一本都有酬劳，按书的
厚度、
难度来计费，
从 5 毛到 10 元不等。
每本书看完后，
爷爷都要抽查，
过关
了才能顺利领到
“辛苦费”
“
。《古文观止》
《水浒传》
《西游记》
《三国演义》
《李自成全
集》，
甚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小
学就都看完了，一年能赚几百元零花
钱。
”
零花钱想买什么都可以，
他最意气
风发的时候，
是给角头里一二十名小伙
伴，
一人配了一把
“枪”
，
领着大家玩打仗。
赚的钱越来越多，蓬勃的求知欲
也越来越强烈，他拼命看书，一周至少
一本，从历史到艺术，到宗教，到建筑，
到经济……眼睛和脑子也被锤炼得十
分迅敏，
“ 白话文写的书，可以做到一

放弃北大重新高考

古迹，到博物馆，看一件件与他有着一
堵玻璃距离的文物，他的脸贴在玻璃
上，
却依旧看不全每个细节。
“北京没有泉州好，不信你要来看
看。”思斯第一次这样说时，他压根没
当回事。

泉州 154 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泉州特教学校将建融合幼儿园
日前，
泉州市发改委批复，
同意实施泉州市
特殊教育学校附设幼儿园项目，项目总投资匡
算 2000 万元。
该新建项目位于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城 东 校 区 西 侧 ，占 地 面 积 2113.3 平 方 米 ，总
建 设 面 积 4468.32 平 方 米。建 设 内 容 包 括 一
栋 4 层的附设幼儿园大楼，购置幼教教学及
办公设施设备。业主单位是泉州市特殊教
育学校。
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蔡景灿告诉记
者，
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原有一所附属幼儿园，
主要招收普通儿童为主。这所即将新建的幼儿
园是融合幼儿园，规划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普
通儿童，部分是特殊儿童，年龄在 3 至 5 周岁左
右。让普通儿童和特殊儿童一起在同一所幼儿
园上学，有利于特殊儿童在正常环境下学习生
活，
拥有健全的心态和行为。
目前，项目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准备招标，
预计 2019 年建成，
2020 年投入使用。
（闽南网）

“关你什么事。”
“美人儿，我心里一直里惦念着你，常
常梦见你呀！”
“恶心！”
兰香转身就想躲开他。
“你也许会关心下郑和下西洋的消
息吧，我可有最新消息呀！”江流风卖弄
关子。
兰香将移动的脚步停住了，用期待的
眼神看他一眼，
心想，
龙蛟跟着郑和大人下
西洋近两年，
也该有返航的消息了，
陈祖义
是否被捉拿也该有个水落石出。
“前天，
我在泉州听几个从南洋回来的
人说，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已经返航了，
海盗
头目陈祖义已被捉拿押回了京城。”
兰香脸上掠过一道道喜色和欣慰，她
想启齿向江流风问一下情况，可话到嘴边
又戛然停止。
“你肯定想打听和了解你的郎君龙蛟，
哈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
消息！”
兰香又看了他一眼，
似乎以眼神问，
有
何好消息？有何坏消息？

遗失声明
本人潘荣城将泉州中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保利香槟公馆项目开出的入会基金
收 据 遗 失（收 据 编 号 2310048, 收 据 金 额
10000 元），特此声明该收据作废，不再具
有付款凭证功能，由该收据产生的任何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2018 年 3 月 13 日

“我在泉州听人说，
海盗头目陈祖义是
被我们闽南籍的一位战船船长擒拿，然而
这位船长擒拿了陈祖义后就被陈祖义手下
的人用暗箭射中，
受伤落水罹难了，
嗯！壮
哉！悲哉！”
兰香一听，
不由心中咯噔了一下，
活捉
陈祖义的是闽南籍船长，
莫非就是龙蛟，
也
可能他在下南洋中表现突出晋升为船长，
他应征时就表示要誓死捉拿陈祖义，为我
们一家报仇，为许多闽南人报仇。有了机
会，
他绝不会放过陈祖义，
难道他捉住了陈
祖义真的是遭遇不幸……她不敢再想下去
了，心扑通扑通剧烈地跳动，双脚有些发
软。转而一想，
江流风对他一直不怀好意，
是不是瞎编故事来哄她，戏弄她、欺骗她，
她沉着脸说：
“我才不听你胡编乱造呢！”
说
着拔腿就走。
江流风拦住他说：
“ 美人儿，这真的是
我在泉州听到的，骗你是王八蛋，是狗，不
得好死！”
兰香又停住了脚步，
看了他一眼，
好像
对他的话有些相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