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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滨海侨乡福清西郊，

有一座常因祈梦得福愿而闻名

遐迩的石竹山。福厦高速路上

南来北往川流不息的车辆，飞驰

而过的和谐号动车，每每经过宏

路服务区路段时，人们都会情不

自禁转头朝西向不远的这座海

拔数百米的峰峦注目骋怀。你

能看到山半腰之上，绿树翠竹掩

隐的巉岩峭壁之间，错落有致次

第矗立着一大片飞檐翘角朱红

瓦顶的建筑群；每当雨后初晴或

落日熔金的时刻，山下的石竹湖

就会氤氲出大量水雾蒸腾，彩虹

飞驾，看去宛如人间仙境天上宫

阙，让人叹为观止。这里就是石

竹山道观寺院。

古有诗云：“石能留影常来

鹤，竹欲摩空尽作龙”，道尽了石

竹山石奇竹秀的天籁妙趣。相

传汉代福州太守何任侠有九子，

于城内于山修行炼丹，得道于仙

游九鲤湖后，来到石竹山显灵托

梦，为百姓消灾赐福。因此民间

有“春祈石竹梦，冬求九鲤签”之

说。山中的石竹寺始建于唐大

中元年(847年)，初时名灵宝观，

宋代亁道九年(1173年)，巫相史

诰重修道观，见周围奇石遍布，

幽竹茂盛，就改名为石竹寺，此

后数百年的发展中，逐渐融合了

佛教与儒教文化，形成了以道教

为主，道释儒三教和睦共处的独

特景观。

小暑当日的午后，我们文友

一行受邀走访石竹山，随着沿山

脊近乎45度的缆车缓缓升起，亦

真亦幻的梦境开始起航。福州

及周边地区前段近月阴雨，才放

晴几天，天高云淡，满眼葱翠欲

滴，每一片绿叶都在闪烁发光。

次第展开有近处的苍松翠竹绿

树，东张水库大坝下浪花翻卷的

溪流，坝上碧波荡漾的库区一

角，随着水流望去，是逶迤穿城

而过的龙江，两岸大片参差错落

的楼群，极目远方就是临江派海

波涛汹涌的大东海。

蝉鸣一路鼓噪将我们迎入

山门。沿峭壁间小道行不远，一

处稍宽阔处依山立一片广告长

廊，有石竹山道院在每年立春日

等举办接春祈福、拜祭禳太岁等

诸般活动的介绍。景区石板小

路平缓易行，数座各式造型庙宇

建筑几乎在等高线上，年轻的女

导游沿途依次介绍，有道教的玉

皇阁、佛教的观音殿、儒教的文

昌阁等，里头都分别供奉各个教

派的仙圣鎏金塑像。

文友们都随导游往高处去

看摩崖石刻了，因前些日子膝盖

有些扭伤，我便渐渐落在后头。

九仙祈梦殿里香烟缭绕，雕龙画

凤的殿堂神龛间一溜竖立着九

位几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鎏金

佛像，这就是传说中的何氏九

仙。据说殿里的祈梦签诗很是

灵验，只要心诚，来这里祈梦的

香客总是有求必应。

相传明隆庆八年，福清港头

人叶向高18岁考取举人第三名

后，上石竹山九仙殿求梦，梦见

进京途中搭船，被竹篙撑破肚

皮，落水而亡。惊醒之后，急找

寺中长老解梦。长老告知：“下

山问耙田老农便知。”其时，叶向

高恰逢一同来解梦的莆田秀

才。交谈中得知，该秀才也做了

同样的噩梦。两人同下山后，见

一老农在烈日下吆牛耙田。走

在前头的秀才在田头大声呼叫：

“耙田老头，仙君托梦我搭渡时，

被竹篙撑破肚皮，有何见教？”老

农见秀才如此无礼，便没好气地

应道：“那你必死无疑。”见秀才骂

咧咧走远，叶向高向前问候，让

老农先歇会儿，并将带来的点心

奉上，一边帮老农吆牛耙田，一

边告知了来意。老农吃着点心

爽快地回答：“此乃好梦，都说宰

相肚里好撑船，你往后看来会当

宰相。”果然，叶向高后来官至内

阁首辅，而莆田秀才则横死非

命。

福清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在

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体长篇纪实

《心若菩提》里谈到其四上石竹

山问签，三次问财一次问命的经

历。1990年，曹德旺受弘一法师

李叔同传记的影响，虽生意风生

水起，却动了出家为僧的念头。

迷茫之中，他第四次上石竹山问

签。老和尚看了他手中抽到的

签文说：曹总，你今生有佛报，却

没佛缘，你保重身体安心工作，

晚景会有更好的回报。曹德旺

从此定下心来，努力将事业做大

做强，如今将福耀玻璃打造成世

界第二的汽车玻璃跨国集团，并

累计向社会捐赠100多亿。从某

种程度来说，是家乡的石竹山指

点迷津，给予曹总创业的信念和

勇气，成就了“玻璃大王”的传奇

人生。

我在殿角的草席上斜躺下，

脑子里闪回着梦的相关话题。

关于梦，古今中外有异曲同工的

大致解读。西方心理学精神分

析大师弗洛伊德在其《梦的解

析》中，从科学的角度认为，梦见

证了人类个体内心最深处的欲

望，首次提出人性的根本主宰在

于“潜意识”之说。道家讲究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自我完善及

兼善他人，我将无我，与自然融

为一体，清净无为，对睡梦的解

读则显得飘逸悠然，呈现另一番

意境。

返程路上，文友们一起在路

边一方镌刻有一人多高鎏金

“福”字的巨石旁留影，不远就见

一突出于悬崖之上足有百多平

方水泥铺砌的平整场地。导游

说，这是石竹山寺院常年用于举

行祭祗法会的道场，8月上旬将

在这里举办一场盛大的祈福法

会。我看见道场中间横展的红

布条幅上写着：“海峡两岸道教

圆梦祛疫祈福法会”，靠里的一

幅十来平方米的牌匾上红底白

字有如下字样：两岸千家宫庙共

同宣言“岁值壬寅，同庆华夏升

平，时在荷月，共祈两岸圆梦；千

家宫庙，缔结神缘；兄弟情谊，勾

连血脉……”再往下是若干条具

体宣言以及大片留红的宫庙代

表签名。

我倚着道场的外围栏杆举

目四顾，悬崖底下是碧波荡漾浩

瀚无边的石竹湖，蓝穹高远，围

栏边许多绣有道教标志的龙旗

猎猎飘扬。我仿佛看见青云山、

灵石山氤氲的云朵都携着长风

朝这里赶来，远方的海水正在涨

潮，一波一波的水浪正携着鱼群

和各类水族，越过天宝陂坝沿着

龙江逆流而上；鼓乐齐鸣鞭炮声

声里，成千上万的各路信众正抬

着扛着彩旗、佛像、香火从陡峭

的山道上蜿蜒而来，火烟弥漫

中，来自彼岸的诸多宫庙代表纷

纷在“共同宣言”上签名留影

……

景区缆车五点停开，夕阳晚

照里，我频频回头，向这座神山

行注目礼。一个国家民族，政通

人和河晏海清，老百姓是有福

的；能常到石竹山来祈梦的人是

有福的。

石竹山祈福

□福清·福韵 ■张冬青

汽车穿过村庄，驶上一条长
长的海堤，视野便一下子开阔了
起来。海水退去，留下大片的浅
水海滩，赶小海的渔民们挽起裤
脚，扎进泥泞的滩涂，开始一场
收获之旅。咸湿的海风，温柔的
阳光，一望无垠的海水，皮肤黝
黑的渔民们……令人向往的海
岛生活扑面而来。

过了海堤，道路蜿蜒而上，
大海越来越远，却越来越清晰而
完整起来，直到两侧不断有巨石
闪入视线，才猛然发现，我们正
远离大海，投奔向一座小山峰。

山名为九使山，位于福清市
龙田镇东壁岛，海拔不上百米，
却是东壁岛上的最高峰。“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而山上九使宫
庙中供奉的九使公，便是九使山
的“仙”与“名”。庙始建于何年，
已无从考据，庙额上“大山九使”
石刻横匾和边上的“通天洞”是
仅存的遗迹，洞深不可测，有当

地胆大的村民曾想到洞里探个
究竟，可一到洞口，所有照明灯
火就全部熄灭，村民认为那是九
使公的住所，不敢惊扰神明，就
把洞口封死了，仅留有十几米的
巨石缝隙组合成的明洞，供人游
玩。

我们躬身进入明洞，行走于
逼仄的缝隙之间，不过几步，便
豁然开朗，到达九使宫庙之内。
如今的九使宫庙为村民筹善款
修建，在妥善保存旧庙古迹的前
提下，立柱于通天洞周围的巨石
间修建大殿，其构思巧妙，既保
留了古迹的斑驳沧桑，又增添了
新殿的富丽堂皇。可以说，我们
是从旧庙一路穿梭到了新庙。

狭小的与宏伟的，古老的与
崭新的，庙宇虽历经修建而愈发
壮观，但经年绵延的香火却印证
了那个亘古至今的传说，每当岛
民出海遇到风浪雾霾，常看到九
使公于山顶口吐明珠，如光照穿

云破雾，指引船只平安回港。
登上新庙前宽大的祭台，望

不到头的一片海豁然出现在眼
前，本以为钻进了山就远离了
海，没想到却以这样一种方式与
大海打了个照面，比来时海堤上
所见更加深刻而真切。站在小
岛上极目远眺，碧海蓝天，水天
相接，一种蓝映着另一种蓝。

东壁岛曾经是一座四面环
海的孤岛，一项巨大的围海工程
将她与大陆连接，孤岛总算有了
依靠，我们来时途经的海堤便是
她连接外界的纽带之一。围海
工程还把环岛的大海分为两部
分，内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花蛤养
殖基地，外海通往东海，有岛民
拥有的总吨位达25万吨的运输
船队从这里出发，是东壁岛辐射
全国各港口城市的黄金水道。

曾经的孤岛也许渺小、脆
弱、缺乏根基，但她就这样与大
海搭上了线，如同完成了一个华

丽转身，从无人问津到享受着得
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不仅实现了
自身发展，也为外界的海洋运输
提供了便利。

前往九使山途中，眼见最多
的是山路两侧的巨石，据说九使
山初始是没有路的，登山者只能
在这些嶙峋巨石间攀爬，如今新
辟了登云道直达顶峰，这些怪石
却成了九使山的一道特殊景观，
苍石拙重，重峦叠嶂，巍峨雄奇，
不可尽数。岩石叠加堆砌成深
深浅浅的洞穴，大大小小的暗
室，曲折逶迤，颇有曲径通幽之
意趣。

这些巨石也为山上随处可
见的摩崖石刻提供了基石。九
使山上，摩崖石刻是一绝。古来
摩崖题刻多刊诗词，刻画者甚
少，九使山一组“梅竹双清”图分
别雕琢于前后错落的岩石上，相
映成趣，还有山顶上的“金猴献
桃”，九使宫庙旁的“对弈图”，都

为山上的摩崖石刻增添了异样
光彩。

海风拂面，阳光渐渐柔和下
来，我们坐车下山。正是下午五
点多钟的光景，下山途中，可见
点点霞光洒落海面，与来时的壮
阔不同，晚霞尽染下的海面，更
显宁静与深邃。听向导说，当日
落来临，水与天与落霞染成一
片，可谓东壁岛上的一大奇观。
行程匆促，我只能期待着下一次
的光顾，期待能像当地人那样赶
一场小海，看一场海天尽染的深
情日落。

从一座悬于海上的孤岛，到
联通全国各个港口城市的黄金
水道，从无人问津到中国最美渔
村，东壁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人
文景观和海滨资源，正渐渐让她
的身影耀眼夺目起来。在这片

“三福之地”上，灵山秀水的东壁
岛正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文化
符号。

海岛蝶变

□福清·福韵 ■李晟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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