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25 日

责编 刘玉纯 美编 郭秀春
投稿邮箱:fzwb9999@163.com
新闻热线：
83770333

星期五

□访古探幽 ■孙伟 葛椿 文/图

于山北坡的牌坊上，镌刻着
一副对联
“一山贮满古今史，
万民
垂青诗画城”。在它周边有市级

A13

品读于山
“金粟台”

建省文保单位。2013 年 5 月，于
刻:“张公常平等翁，长沙何谊直
陈旸与友人游于山
山、乌山摩崖石刻列为第七批全
浩然、
走马承受公事，
大梁张玨君
国重点文保单位，金粟台也属其
陈旸题刻在金粟台东向，
文： 瑞，
知州事、
郡人张励深道同登金
中。
“政和三年闰四月初十日，
闽清陈 粟台。政和壬辰冬至后一日。
”
于山金粟台在于山白塔西北 晋之，温陵李子中、林宪叔昭远，
张励，字深道，永福（今永泰
约 50 米处，有宋福州郡守元绛题 临章吴可权，
三衢祝达权，
会饮高 县）人，
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进
刻
“金粟台”
。此处有一堆巨石重 明轩。”摩崖高 120 厘米，宽 65 厘 士，
政和二年（1112 年）知福州，
系
重叠叠，
高 13 米，
底周长 33 米，
系 米，
楷书，
纵四行，
字径810厘米。 张元幹大伯父。
一块大石头自然开裂而成，形状
宋朝，
福建闽清文人辈出，
北
张元幹祖父张肩孟，
字醇臾，
似蒸熟、去皮不规则开裂的一个 宋嘉祐八年（1063 年），邑人许将 宋皇祐五年（1053 年）进士及第，
大金粟。顶上石块平整成台，宋 科举状元及第，成为福州地区历 后以朝散郎通判歙州。张肩孟生
初台旁定光塔（白塔）中，有闽王 史上第一位状元。其时，闽清还 五子，
长子张励，
张元幹父亲张动
王审知塑祀的金粟如来佛像，故 有成为礼乐大家的陈祥道、陈旸 为第五子，字安道，宋建炎二年
名金粟台。后来元绛的侄儿积中 兄弟。
（1128年）进士。
金粟台已成小公园。
为福州郡守，绘制金粟佛像于台
陈旸，
字晋之，
北宋音乐理论
张元幹，字仲宗，号芦川居
侧。元绛，字厚之，钱塘人，1030 家。自幼精通音律，熟悉儒家经 士 ，永福（今永泰县）嵩口月洲
年进士，
1062年知福州，
终太子太 典，
27 岁中
“贤良科”
进士，
官至礼 人。宋靖康元年（1126 年），与李
保。
部侍郎。他用了 16 年时间，完成 纲僚属，
积极抗金。后秦桧当权，
金粟台在五棵榕树之中，其 《乐书》200 卷。全书上至宫廷雅 张元幹不屑与奸佞同朝，辞官归
中东向、西向各两棵，为水榕、小 乐，
下至民间杂戏，
收录音乐条目 乡，寓居福州 29 年。他是宋代豪
叶榕。榕树在岩石中间攀爬、连 1000 多条，是我国第一部音乐百 放派诗人代表，
词风豪放，
自成一
体交融，
形状奇特。北向一棵，
为 科全书。陈旸笃行佛教，在政和 家。著有《芦川归来集》16 卷、
《芦
笔管榕，
高度不超过15米，
但枝干 三年（1113 年）闰四月初十日，和 川词》2 卷，卒后归葬闽之螺山。
舒展，枝繁叶茂。五棵古榕数十 几个知己朋友，
游于山金粟台。
2011年9月，
在张元幹诞生920周
根枝干，弯弯曲曲，似蛇似龙，相
陈祥道写《礼书》，
陈旸写《乐 年之际，其塑像在永泰县落成揭
互交织，
似群龙共舞，
冠幅直径四 书》，二陈兄弟的事迹历久弥新。 幕,安放在嵩口镇街区中心广场。
五十米。
在闽清县城，清朝嘉庆年间就修 2011 年 10 月，
位于永泰县塔山公
除了榕树奇观，金粟台的历 建了“二陈先生祠”。如今，陈祥 园的张元幹纪念馆对外开放，展
史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有十几 道、陈旸纪念堂为闽清县优秀传 示其生平事迹。
金粟台摩崖石刻。 处宋明清的摩崖石刻。其中，宋 统文化教育基地。
如今，古榕树下的金粟台已
以北宋音乐理论家、
闽
辟为小公园，人们在此歇息、纳
文物保护单位五处，分别为法海 刻有五处，
张励为张元幹大伯父
凉，观赏古榕奇观以及奇岩怪石
寺、金粟台、高士其故居、李世甲 清人陈旸和南宋词人张元幹伯父
金粟台东北向有一处张励题 上的摩崖石刻。
故居、
宦贵巷黄氏故居，
白塔为福 张励等所刻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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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延平、
铁邵武、
纸褙福州城”
的由来

福州有句民间谚语：
“ 铜延
平、铁邵武、纸褙福州城。”
“铜延
平、铁邵武”疑似语出成语“铜墙
铁壁”。
“ 铜墙铁壁”的意思是比
喻防御十分坚固，不可摧毁，故
“铜延平、铁邵武”的含义显然是
与 军 事 有 关 的 。 而“ 纸 褙 福 州
城”与军事方面有没有关系则见
仁见智。

点的海拔落差达1383米。邵武自 “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置，
驻兵 福州城”这顶帽子，戴到福州城
古以来便是中原入闽的重要通 戍守”，说明延平府的地势险峻。 上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水、
道，闽西北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 古人说它
“激滩当天险，
横肖极地 火那倒是不假。关于水的内容，
地，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 形”，
《福建通志》说它“负山阻 清乾隆的《福州府志》有一些简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水”
，
地势险要。而南平县，
《延平 单的记载，摘录如下：
“崇祯十四
北宋宋太宗在位时的太平兴 府志》说，
“南邑为全闽咽喉，
崇岗 年五月二十日，大水淹城及半”
国四年(979 年)，始置邵武军。在 叠嶂，倚伏缭绕，东西二水，从柘 “顺治三年五月十八日，城中水
登高山以东，
紫云溪(今富屯溪)南 浦、
樵川夹城奔汧而会”
“
，城踞山 深六尺”
“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十
岸筑土城(今邵武市区)，长十余 阻河颇称天堑”
。所以，
不管是延 六日，福州大水入城，市肆行舟”
里。西跨熙春和西塔（今金整峰） 平府，
还是南平县，
都是易守难攻 等等，在洪水面前，福州城是如
“铁邵武”
与
“铜延平” 两山山脊，凭高据险。南宋右丞 之地，故称“铜延平”一点也不为 此的不堪一击。
延平、
邵武、
福州是福建分布 相文天祥于南剑州设府，派将领 过。与之相比，闽都福州城四面
不过，
“纸褙福州城”的重点
在闽江及其支流岸边的三个重要 吕武率兵收复邵武。元至正二十 环山，无险可守，则显得有点脆 恐怕还是在“火”上。清乾隆的
城市。邵武，
又被称为铁城，
历史 四年(1364年)，
总管常璜以累石加 弱。
《福州府志》记载，
“南门火，延烧
上还有过“武阳”
“昭武”等称谓。 固邵武城墙。清咸丰三年（1853
千余家”
“延烧居民庐舍百余家”
“纸褙福州城”
邵武有邵武府和邵武县，历史上 年），
清政府因抵御太平天国起义
“火烧双门楼，延民居千余家”等
的邵武府曾经管辖四个县，包括 军，
命邵武府办理联甲团防局，
修
“纸褙福州城”，说的是福州 等。为应对火灾对福州的威胁，
邵武、
光泽、
泰宁、
建宁，
宋朝时还 筑 关 隘 ，加 强 防 御 。 咸 丰 六 年 城市部分，而不包括它管辖下的 明朝的时候，福州还特意设了消
管辖明溪（归化）。
“铁邵武”形容 （1856 年）十二月，城女墙加高 3 其他县。福州四面环山，中间一 防部队，
“ 都司所属左、右、中三
的是邵武县，还是邵武府？看似 尺。邵武城经历代的修建，作为 条江通过。受地理环境、气候条 卫，额有火军，专备巡警，遇有火
二者兼有。理由是后一句是“铜 军事要塞之坚固不言而喻，号称 件等因素的影响，福州城自古以 发，督令拆卸民居，断绝火路”。
延平”，而不是铜南平。延平是 “铁城”
应当之无愧。
来就受到兵、水、火的威胁。但 火军就是消防部队，其专职就是
府，
南平是县，
故
“铁邵武”
说的既
延平府历史上曾经管辖南 对于战事来说，福州还不至于脆 巡 逻 防 火 ，发 生 火 灾 就 进 行 救
是府，
也包含着县。
平、将乐、永安、尤溪、顺昌、沙县 弱到纸褙之地步。比如顺治五 火。为了做到早发现，
早扑灭，
人
邵武县，
《邵武府志》说，
“旧 等六县。清同治年间的《延平府 年 ，在 福 建 的 南 明 武 装 攻 打 福 们在福州的于山、
吉祥山、
大庙山
志云登高猊踞，石岐龙盘”
“千山 志》说，
“古封建相延有年，
秦废为 州，把福州城围困了十四个月， 等高处，
曾经设有消防瞭望台，
全
表裹，重围过一水”，足显邵武是 郡县，
其变革之祖乎”
“迄为郡、
为 都没有被攻陷，城内粮食吃光， 天候瞭望。发现哪里发生火灾就
个易守难攻之处，故红色苏区曾 镇、为州、为军 ，或分或并名不 “城中民相食”。最后，李率泰奉 发炮为号，通知人们前往救火。
经在邵武府设有根据地。邵武县 一”
。且不管它历史上怎么分、
怎 命前来救援，抵达建宁时，知道 过去，
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火灾，
发
有近 1700 年的建城历史，曾为福 么并，重点是它的“为镇”和“为 福州还没被攻破，连忙派人抄小 几声炮都有一定的规定。如今吉
建八府之一，
境内重峦叠嶂，
连绵 军”
。
路飞速给巡抚传递命令，
“ 使侦 祥山和大庙山的瞭望塔还在，于
不断。据说邵武从最高点到最低
“镇，安也”
“ 重要，险要处” 备”。所以从军事上来说“纸褙 山的瞭望台在遗址上建了音乐

厅。

在火灾面前福州城为何如
此不堪一击？这跟福州的气候、
民居、工业体系等等方面都有莫
大的关系。首先，福州城地处盆
地中心，夏天闷热潮湿，冬天严
寒湿冷。因此，福州民居多以本
地盛产的木头搭建房屋，利于通
风透气除湿。屋内地板也多铺
以杉木板。这些材料都是易燃
之物，加之年代久远，房屋结构
里的柱子、木板都非常干燥，一
旦发生火灾，如同纸一样快速燃
烧，祸延百家千户不在话下。其
次，福州制作木制品的行业很发
达，生产加工过程产生很多工业
下脚料，如木屑、刨花、小块木板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极其易燃
的，稍不留神丢下一点点火星就
会引燃大火。福州冬天寒冷，福
州的木炭便宜，是过冬取暖的主
要供暖能源，所以过去火笼是福
州百姓必备生活用品。冬天人
们手抱火笼御寒，甚至放在被窝
里取暖，一不小心就引起大火。
福州过去的消防条件又极其简
陋，明朝设立的消防兵，其消防
工 具 就 是 绳 子 、铁 钩 等 拆 房 工
具，遇到火灾只能拆房子阻挡大
火延烧，消极被动地消防，故过
去的“纸褙福州城”之称谓，确是
货真价实，一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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