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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福州西湖边长
大，家就在西湖公园里。上小
学时，我与小伙伴一起摘柳枝
当帽子；放学后，到后山茂密的
树林里捉迷藏，在公园里打打
闹闹一路回家。上中学时，我
与同学泛舟湖上，进影剧院看
电影。那时进园要门票，从三
分钱到一元不等。同学们都羡
慕我，能在公园里随意出入游
玩。因为那时福州仅有3个公
园，同学们只有节假日才到公
园。我上山插队后，又回到公
园工作。而后，我进入园林机
关工作一直到退休。

在西湖工作时，我常常在
清晨看西湖日出。红彤彤的旭
日跃出屏山（那时西湖酒店未
建），光芒四射，缓缓上升，湖面
上金色的波光闪烁，周边的花
草树木、亭桥路堤都好似披上
一层红纱。西湖的晚霞也是那
般灿烂，我在玉带桥上远眺夕
阳，只见天边云锦，霞晖映水。
华灯初上时，彩带灯勾勒出西
湖的倩影，只听竹笛声声，随风
断续。

西湖后山的鉴湖慕鱼景
点，是我喜爱的景点之一。这
里有假山瀑布，碧水莲池，游人
可凭栏观鱼品花，可驻足平台
看瀑赏景。景点周围草木葱
茏，四季花香，不愧清李拔所题

“湖山胜处”之名。
记得一日清晨，我从家中

走出，望着湖面，惊呆了。湖上
烟雾氤氲，湖心亭、玉带桥、飞
虹桥，若隐若现，犹似天上仙境
一般。这美妙的景色深深地印
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却。

如今，经过1700多年的岁
月洗礼，西湖仍保持着青春活
力，公园里游人络绎不绝。在
几代西湖人的辛勤努力下，西
湖更显得如诗如画，令人陶
醉。西湖，是西湖人的福园，更
是福州人的福园。

我退休后，家离西湖远了，
去西湖少了，但时常在梦中回
到西湖。西湖是父母工作生活
了几十年的地方。今年我与家
人，推着轮椅，带父母观赏西湖
春季菊花展，上玉带桥眺望博
物院，回忆曾经的西湖岁月。
我也一直关注着西湖的变化，
上巳节活动，举办荷花宴，“数
字”进公园，智能化导游等功能
融合了西湖的历史故事与文化
底蕴，引入老人及残疾人使用
的智能代步车，让市民体验智
慧公园……西湖人不断推陈出
新，使西湖充满魅力，古典秀丽
的西湖正跨入一个新时代。

西湖，我爱恋的西湖，我心
中永远荡漾的西湖。

■黄丽珍

西湖缘

陪一拨外地的文友在江

滨吃过晚饭，时间尚早，突然

起念，想在江边走走。

虽然以前在办公室抬头

即可望见闽江，但因为太熟，一

直没记住什么，向往什么。

这时，夜幕低垂，华灯次第

亮起，闽江畔人流如织，热闹非

凡。顺着人流，走上新近的打

卡热点青年会广场，江风迎面

吹来，暑意顿消，心情豁然开

朗。这时，闽江正在涨潮，江水

轻轻拍打江岸，涛声隐隐，两岸

星光点点，若隐若现，恍若面对

梦境。不远处，连接南北两岸

的解放大桥，犹如横在空中的

一条彩虹，耀眼夺目，引来众多

游客注视、拍照。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

彩练当空舞”。此时的大桥，

无疑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走下青年会广场，就是大

桥头。桥边有两块巨大的条

石相互枕藉，上面的一块还被

一只大铁锚紧紧链住，显得既

突兀又落寞。从石头上的说

明文字得知，这两块条石长

9.2米 ，高1米，宽0.9米，重达

21.5吨，它们都是当年建桥的

桥梁，后因为大桥改建，从激

流中退了出来。现在，它们像

一段不愿老去的历史停泊在

岸边，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千

百年来那波涛汹涌的时光。

时间后退，潮水上涨，远

古时代的台江还是一片沼

泽。潮来茫茫汪洋，潮退只剩

下一片片芦苇、红树林与高耸

入云的水杉在风中起伏。后

来，随着潮水后退，一片又一

片的沼泽地变成沙洲陆地，相

继露出水面，大约在宋天圣元

年（1023年），初成楞严洲（今

中亭街一带）。宋《三山志》记

载：“元祐以来江沙频合，港疏

为二，中成楞严洲。”楞严洲的

出现是大自然对这一片土地

莫大的垂爱。

试想一下，宽阔无边的闽

江，如果中途没有出现这么一

块跳板式的楞严洲，以后的造

桥将何等艰难。楞严洲，将台

江分为南北两港，南港即今闽

江，北港即今达道河，这是江

河自然演变的结果。但我更

愿意这样认为，楞严洲带着爱

和使命，从时间深处走出，一

手牵着南港，一手牵着北港，

风雨同舟向未来。

宋元祐八年（1093年），福

州新调来一位知府。上任的

那一天，当他坐船经过闽江之

时，只见江边纸幡飘动，不少

人对着江面焚香烧纸，恸哭之

声不绝于耳，遂向艄公打听缘

由。原来这是前两天，有一条

载满渡客的船只，行至半江忽

遇风浪，船翻人亡，全船过江

人全部葬身鱼腹。他听完心

头收紧，双眉紧蹙。那一刻，

呜咽的江水可以作证，他默默

立下了造桥惠民的宏愿。

这位新任知府名叫王祖

道。他一到任，即到闽江边向

世代打鱼的渔民求教水文和

水下地形地貌。当他了解到

台江南港水深流急，风大浪

高，地形复杂。按当时的条

件，他知道，要在这里造桥，比

登天还难。后来，他想到了在

江上造浮桥。依托楞严洲用

120艘木船造南北二桥，北桥

亦称“沙合北桥”，用舟20艘，

南桥用舟100艘，船上铺以木

板，两边各有栏杆以方便行人

通行。因为南港较阔，同时用

粗大藤索将船牢牢地缚在18

根竖立在江中的石柱上，防止

风雨对浮桥的冲击。浮桥历

时一年多，终告完工。从此，

终日隔江相望的台江与仓前

山将风浪踩在脚下，伸手相

握，结束了望洋兴叹的历史。

沧海桑田，江水在暗中用

劲，不断将上游的泥沙搬运到

下游。大约在崇宁二年（1103

年），台江南港又升起一个沙

洲即今之中洲岛，浮桥遂分为

三段：南港、中港和北港，这时

北港的“沙合北桥”也因沙涨

大大缩小。

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大诗人陆游在任福州决

曹时游南台，写下了《度浮桥

至南台》的七言律诗：“客中多

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

江心。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

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

在，醉吹横笛坐榕阴。”其中的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

大江心”的诗句，形象地再现

了波涛之上的浮桥那荡人心

魄的壮观景象。意大利旅行

家马可·波罗曾到过福州，他

在游记里称赞：“这城的一边，

有一条一英里宽的大河，河上

有一座美丽的桥，建筑在木筏

上面，横跨河上……这城里建

造许多船只，航行在河上

……”当时闽江的繁忙情景从

中可见一斑。

建造浮桥的王祖道，琅岐

岛吴庄村王厝前人，是琅岐岛

走出的第一位进士，两度出任

福州知府，官至兵部尚书、端

明殿学士。

时间在风吹雨打中过了

两个多世纪，闽江上的浮桥坏

了修修了坏，风雨飘摇。每遇

台风暴雨，江水猛涨，往往船

只破裂，绳缆挣断，造成伤亡。

滔滔闽江，在焦急地等待

一个人。

元大德四年（1300年），离

浮桥不远的万寿寺迎来了一

位僧人，俗姓王，名法助，时人

称平海头陀，泉州人，先辈世

代务农。法助12岁出家为僧，

奋发钻研佛经内典，一生造桥

修路无数，济世利民。当他发

现江上浮桥常被江洪冲断，屡

有险情发生，即立下誓愿，要

造一座与故乡泉州洛阳桥一

样的大桥，以利行旅。

建桥工程于元大德七年

(1303 年)开始，元至治二年

(1322 年)完成，前后历时 20

年。石桥全长170余丈，计造

桥墩28座，分29个孔道分流，

桥面铺设长石板，两侧建扶栏

护翼，桥两端建有小亭，供来

往行人憩息。

古代闽江水深流急，风浪

很大，打桥墩是一件非常不容

易的事情，很多石头退潮时抛

下去，涨潮时又被冲走。王法

助想出一个办法，先在要打石

墩的周围打好木墩，然后在木

墩里面堆石头，再在石头的基

础上砌桥墩，这在当时非常先

进。当代著名桥梁专家罗英

在《中国石桥》里说:“简支石桥

的构造，采用石板石梁并用的

尚未多见，福州万寿桥即采用

这种特殊结构。”

万寿桥的建成，不仅大大

方便了闽江两岸的交通，还成

为南台一个重要的景点。元

代大诗人、御史萨都剌在就任

闽海廉访知事时，在福州写下

《南台月》的著名诗篇：“城南

江上逢中秋，城南石梁初截

留。长虹一道贯秋色，中分百

里江南洲。”明末清初福州的

“南台十景”，其中的“三桥渔

火”就跟万寿桥紧密相连。三

桥者，依次从北向南：沙合桥、

万寿桥和江南桥。当时漫步

桥上，可观闽江全景，饱览水

上风光。三桥周围聚居着水

上疍民，他们以舟楫为家，居

无定所，在碧波万顷中，逐浪

捕鱼，运输货品，扁舟渡客。

夜晚，从桥上远眺，只见渔火

点点，皓月当空，水天相接，令

人陶然忘机，不知今夕何夕。

大桥竣工时，法助已圆

寂。民间感其功德，以其生前

所居万寿寺为桥名，曰万寿

桥，同时建头陀寺祀之。寺内

立有镌《头陀寺法助禅师赞》

的石碑，碑文字字含情，句句

入心，百姓的感激爱戴之情溢

于言表。头陀寺原在台江大

桥头附近的坞尾街，后因万寿

寺废弃，民间渐将两寺混一，

将它称为万寿头陀寺。2000

年因开发中亭街项目，移建于

仓山龙潭角。

历经700年的世事沧桑

风云变幻，这位法助师傅现在

可好？

一天下午，跟仓山的一个

好友一起去拜谒万寿头陀寺。

寺在一个小山坡上，只见陡滑

的台阶上飘满落叶，水流漫漶，

藓迹斑斑。估计是水管爆裂，

长期无人修理的缘故。到了门

口，却见山门紧闭，遍寻四处不

见关门的理由。在门口呆站一

会，心中不免怅然。头陀寺游

客稀少，香火惨淡应该是事

实。不过，江风浩荡而过，总有

人到此不为别的，只为瞻仰与

感恩，风骨与情怀。

1949年8月，为追歼国民

党部队，解放军某部副营长魏

景利和几名战士牺牲在大桥

上。1971年，为纪念在桥上牺

牲的解放军将士，将桥改名为

“解放大桥”；1995年因水毁重

建，1996年建成。改建后的解

放大桥在桥的两侧设置钢管

弧形空中吊桥，分担桥身的负

荷。这些橘红色的弧形吊桥，

仿佛靓丽的彩虹，横跨在宽阔

的江面上。

2019年，在解放大桥南桥

头仓前公园竖立起了一块“解

放福州纪念碑”，并配有介绍

解放福州的碑文。作为闽江

上空的福州记忆，万寿桥承载

着一大段的历史。我想，在纪

念碑的旁边，应该还有其他的

碑刻，碑刻上还有更多的名

字。当我们凝神细读，这些名

字会发光，会飞翔，会成为闽

江上空的星辰，熠熠生辉，让

后人抬头仰望。

■叶发永

应是长虹卧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