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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贫病
交加的父亲经常得到侨居
马来西亚霹雳州的伯父资
助。在收到水客带回的猪
油、面干、衣物和侨批员罗
先生送来的汇款的同时，父
亲还经常收到经邮局寄来
的伯父或笔者堂哥来信，信
封上写着：“中国、汕头、大
埔、下洋、翁坑美张××先生
收。”当时刚上中学的我很
是奇怪：我们家乡下洋明明
属福建永定，为什么成了汕
头、大埔的？后来我才知
道，“中国、汕头、大埔、下洋”
这条不按省、县辖属的邮
路，是一条古老而特殊的侨
批邮路。

这条古老而特殊的侨
批邮路最早始于何时，难以
考证，也许在清末开办大清
邮政官局时就已开通。但
这条邮路的开通应该与下
洋人往洋过番者大多走汀
江——韩江这条黄金水道
有着密切关系。

早在18世纪末，不少下
洋过番者就步行三四十里
到大埔茶阳汀江码头，搭船
下汕头，再买棹南渡到婆罗
洲、星洲和槟榔屿等地。如
逝后被奉为庇能打金行行
业祖师的下洋中川人胡靖，
就是最迟于 18世纪末到达
槟榔屿而奋斗发迹的。再
如下洋古洋人陈洪魁则于
19世纪初南渡槟榔屿，以打
铁为业，创下一份家业后再
联合永定和大埔乡侨于
1840年成立了永大会馆，并
捐店屋一间作为会馆会址，
至今仍存。

因此，下洋往洋过番者
都知道往洋路线是：下洋
——大埔——汕头——出
海，而回乡的路线则相反：
海外——汕头——大埔
——下洋。旧时南洋水客
回乡，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他们帮侨眷带回的钱、物，
大多在大埔茶阳设点分
发。邮政官局设立后，海外
华侨的侨批邮路，也就约定
俗成，写上“中国、汕头、大
埔、下洋”。

于是，下洋侨批就一直
依托着这条海外华侨回乡
的线路。民国时期，侨居缅
甸仰光的下洋东洋村人罗
宏光及其弟罗第光、罗迪光
就在这条线路基础上，为永
定旅缅侨胞乃至南洋其他
地区侨胞开通了一条颇具
信誉的侨批之路。罗宏光
在仰光开设仁和堂大药房，
除了经营药业外，也为旅缅
侨胞提供侨批服务；罗迪光
在汕头开了一间“广福昌”

旅行社，接待来往水客；罗
第光则在大埔县城茶阳开
设“罗公记”京果店兼侨批，
为侨眷代收水客带回或邮
局寄达的侨批钱物。

实际上，旧时这条特殊
的邮路不仅仅是下洋华侨
的专利，金丰地区的大溪、
湖坑、高头乃至漳属南靖县
的书洋、曲江等乡镇华侨的
侨批也曾通过这条邮路到
达。如南靖塔下侨眷收藏
的一封泰国张秋光交寄的

“南靖塔下张和生堂煌生收
启”侨批，封背缄口耳子上
印有泰国“泰昌”字号，另钤
印“汕头埠育善街广泰祥总
代理”的朱文戳记，信笺中
附有“此银可尚大埔源茂收
可也”字句，说明此侨批是
从汕头经大埔、下洋到达
的。另有一封1940年代“和
生堂收”的侨批，批封上书

“香港九龙河源大埔下洋曲
坑交塔下……”，封背贴泰
邮一枚，加盖“广潮盛铁铁
行”及小字“兼收客属银信”
印记，另有泰英文标识。此
侨批不仅说明经大埔、下洋
到达，其他“客属银信”，也可
经此邮路送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
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尚未
建立外交关系，国家银行解
付一些国家的汇款仍有一
定困难，海外侨胞通过国家
邮局寄汇款也较少。于是，
政府及银行对原有侨批业、
侨批员采取维持保护政
策。下洋人罗宏光兄弟开
设的大埔“罗公记”及下洋

“合记”侨批局、胡慕芳开设
的下洋“新长隆”侨批局、胡
茂湘开设的下洋“湘记”侨
批局和曾仕衍开设的下洋

“中和”侨批局，都被批准经
营侨汇业务。这些侨批局
都通过“中国、汕头（或香
港）、大埔、下洋”这条特殊的
侨批邮路接收海外侨汇，并
由侨批员直接送达收汇
人。如罗第光之子罗祖禄
在接手经营侨批后，不仅分
送下洋本地侨汇，还经常步
行将侨汇送到大溪、湖坑、
奥杳、高头、古竹及大埔茶
阳的古村、大洋坑、石角里
等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侨汇
业务归银行办理之后，各地
侨批局结束经营，“中国、汕
头、大埔、下洋”这条特殊的
侨汇邮路也随之退出了历
史舞台。包括笔者亲属在
内的海外侨胞，也大多明确
下洋归福建管辖，侨批地址
于是逐渐改为“中国、福建、
永定、下洋……”

特殊的侨批邮路

□福建往事 ■张佑周

日前，在闽侯南屿镇桐南村薛
屿自然村薛峰山发现一通明代神
道碑，花岗岩质地，刻制于明成化
十六年（1480年），圆首，碑高 2.3
米，宽0.9米，厚0.14米。碑额右读
横刻“皇明”楷书 2字，字径 0.23
米；下镌刻右读直下“诰赠通议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赠户部
尚书栖霞黄公神道”楷书 4行 26
字，字径0.17米。该碑为明代碑刻
文物，彰显墓主曾获得过皇帝赏赐
封赠的尊荣。它对于研究封建社
会封赠制度及明代厚祺黄氏家族
历史等具有很高的价值。

《厚祺黄氏族谱》“十四世栖霞
公行实”记载：“公讳福，字伯成，行
七，号栖霞，聪之子。生于元至正
乙未（1355年）八月二十日。丰姿
秀朗，猎涉经史，博学强记，慨然有
仕进之心，弗利于时。因以栖霞自
号云。卒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
年）丁酉己亥，葬四月十九日，寿六
十三。成化乙未（1475年）以孙镐
贵，诰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
史，加赠南京户部尚书。配赵氏、
继张氏合葬于薛峰山之原。”

从上记载可知，神道碑所在山
名称“薛峰山”，栖霞墓就葬在碑的
近处，其元配赵氏、继配张氏亦合
葬同穴。黄栖霞及配偶之所以能
获得如此显耀官衔诰赠的殊荣，缘
自其孙黄镐。

黄镐（1420-1482 年），字叔
高，系厚祺黄氏栖霞公黄福之孙。
黄镐处事敏捷，器局弘广，明正统

十年（1445年）进士，历官广东按察
司佥事、浙江布政使、广西左布政
使、右副都御史、吏部左右侍郎等；
成化十六年（1480年），擢升为南京
户部尚书。谥襄敏，赠太子少保。

根据明代封赠制度，封赠父祖
之制，皆如其子孙之官职。参照臣
属的官品高低和功绩大小，将官爵
（虚衔）授予臣属的父母、祖父母或
曾祖父母。父祖在接受封赠时若
还在世上，叫做“封”，故去的叫做

“赠”。朝廷封赠父祖的代数，是由
官员官职的品级直接决定的。一
品官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封赠二
代；四品至七品只封赠一代。因官
员等级有高低，诰敕又分为“诰命”
与“敕命”两大类。一品至五品，授
以“诰命”；六品至九品，则授以“敕
命”。官员父祖与妻，生前受封者，
叫“诰封”“敕封”；死后受封者，叫
做“诰赠”“敕赠”。封赠制度还规
定，受封赠者享受冠服之殊荣。朝
廷在颁发诰封的同时，赐予男性受
封赠者官服、官帽，女性受封赠者
凤冠霞披。

鉴此可知，黄镐终官户部尚
书，官居二品，其封赠当推其父南
园、祖父栖霞二代。故岭东黄氏家
族有“三世尚书”之谓。《厚祺黄氏
族谱》亦有记载南园公被封赠的事
迹：“黄徽，字原美，行五，别号南园
翁，栖霞公之次子，生洪武二十四
年（1391年）辛未七月廿五日巳时，
涉猎经史，下及九流，亦加留意教
子有方。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

以子镐贵敕封文林郎、浙江道监察
御史。有克成厥子之褒。年逾艾
日，与乡之齿德者九人结为南园
社，有《九老集》藏于家。卒于景泰
五年（1454年）甲戌十月十九日，寿
六十四。成化乙未（1475年）诰赠
都察院右副御史；成化癸卯（1483
年）加赠南京户部尚书。”

如今，封赠制度随着封建社会
的覆灭而消亡，但它创立“对官员
及家人的一种推恩方式”的激励机
制，依然影响着当今社会；其所倡
导“光宗耀祖，显亲扬名”“以忠彰
孝”“因孝而尽忠”的忠孝精神亦被
继承与发扬。明黄栖霞墓及神道
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值得珍
视与保护。

后曹与土鸡口
后曹临近西湖，曹通槽，即后

曹在早先为古人尤其是官员浴马
之处。后曹既临西门街，入城车马
经湖浦水浴洗净征尘也是常情，另
外后曹外沿的西门街东北角，其坐
北朝南是一长溜的唐王朱聿键明
隆武帝的六部衙门所在地。

后曹还是福州四大民间故事
“缺哥望小姐”的发生地。相传，福
州西湖后曹浦尾处住着渔郎黄耆
和他的母亲，与闽王王延钧手下国
计使薛文杰的公馆为邻。薛文杰
有一女名品玉，貌美如花且品行贤
淑。黄耆家临品玉绣房，无论在家
还是在渔船上，都能见到薛品玉的
容颜。渐渐相思成疾，临死前，呕
心吐出一颗璀璨的相思石。黄母
将相思石给薛品玉看，放入水盂中
可现出薛家绣阁和薛品玉的芳容，
薛品玉感动于心。但薛文杰欲将
女儿嫁给达观显贵，薛品玉忠于爱
情投缳自尽，最后香消玉殒。

渡鸡口早年称土鸡口，是西门
街的繁华市廛。福州乡学经典《闽
都别记》第110回《道徒易试带看三
宝，权恶难化只渡一鸡》中说：石竹
山仙人林汝光修炼成仙下凡尘，腾
云驾雾，来到城内土鸡口。林汝光

变成一个生满疥疮且流出脓汁的
乞食流丐。他沿街乞讨却不要钱，
嘴里喃喃有词：“食我一虫消一劫，
食完度汝作神仙。”结果没有人理
睬他。有些商家见他浑身上下脏
兮兮的，都恶声恶气地驱赶，路人
也唯恐避之不及。林汝光走到了
一家店外，一只大公鸡昂首阔步迎
面而来，将他身上蛆虫一一啄食净
尽，随后渐渐变大，腾飞上天至凌
云端。自此，土鸡口便更名渡鸡
口。但也有另外版本，其中神仙林
汝光变成八仙中的李铁拐。

七十三行忆旧
有人说，旧时西门大街七十

三行，行行不缺。旧时，福州有个
重要市集，称为“皇帝殿”。所谓

“皇帝殿”，清时各省会都有，内供
奉“万岁牌”，各大节日和当朝皇帝

“圣诞”时各文武官员前来跪拜。
民国后改为集市，福州人称“皇帝
殿大集市”，就坐落在西门大街七
十三行。

《福州文史》第2辑称：“西门
‘水陆轩’京果店，加工真苏糕，深
受群众欢迎。”又，善化坊有纸伞作
坊，门庭若市，人谓“一把伞，四两
油”，既道出行业秘密，又揭示其中
不易。

福州妇女使用之篦梳，以西门
外“洪塘篦梳”最为有名，其工艺精
湛，原材料也是上乘。其于明景泰
六年（1455年）由洪塘郭厝里郭介
三创始，初在妙峰山脚林厝山崖上
晾晒。洪塘篦梳山由此得名。

清末，余府巷有累世官宦之家
的刘家，家族中一子弟在广东做
官，娶一粤女为内室，此女学有娘
家家传秘制去皮甜香橄榄技术。
刘某卸任还乡，其夫人见闽地橄榄
质量高，选制本洋淮安去皮橄榄制
作蜜饯，名谓“刘家馨去皮酥橄
榄”。抗战中民生艰难，城南之赛
园蜜饯厂组织技术人员研究后仿
制，大量供应市场。

林寿图《榕荫谈屑誊稿》云：
“西湖有个剃头匠，名叫林兴，平素
爱写旧体诗词。一日成《偶感》：

‘几辈下场如傀儡，何人做梦到邯
郸。’《夜思》云：‘酒尽寒生花影外，
诗成意入雨声中。’”

福州人爱花成癖，西关外有施
氏花园，园主人以鬻花为业。旧历
二三月，来园中踏青赏花者，林寿
图说“帽影鞭丝与红紫相映成
趣”。有人送园主人诗道：“香国平
分不计春，全家托庇在花云。”看来
西门街除了儒风特盛外，兼有魏晋
风骨，不愧为东南邹鲁。

□福州地名趣谈 ■管柏华

三山西门街轶事杂谈（下）

南屿发现明尚书黄栖霞神道碑

□史林折枝 ■曾江 文/摄

明尚书黄栖霞神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