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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文化

三山 话史史

先说“唐部”。
在战国时期，越国被楚国所

灭，越国遗民陆续迁移到更偏僻
的福建，当时称为闽。越王勾践
的后代无诸在福建境内自己创立
了融合闽族和越族的闽越国。而
秦始皇只把无诸任命为郡长。后
来无诸帮助刘邦打天下有功，汉
高祖刘邦就封他为闽越王。无诸
在南台受封，建冶城。到汉武帝
时期，闽越国余善叛乱，自称“东越
武帝”，汉武帝派朱买臣率兵灭了
闽越国。由于朱买臣率领的士兵
多为山西的陶唐氏族人，被叫作

“陶唐兵”。战后，闽越国没什么男
丁了。得胜的唐部士兵就娶了当
地无诸部族女子，就有了称男人
为“唐部人”、女子为“诸娘子”的民
间说法。

“唐部”在福州方言中存在。
而有座山叫“唐部山”，是实际存在
的。

唐部山即现在闽侯县鸿尾乡
鸿尾中心小学所在处。唐末，王

审知派属下王穆源治理鼋里，其
率部安营驻扎于现鸿尾中心小学
的小山丘上，先民故将此山称之
为“唐部山”。据村中老人说，当年
建学校时，山丘顶部就有宅基地，
一直还保留一座碉堡式的寨子，
后人作为防匪的瞭望哨。唐部山
地形似八卦，先民将其视为风水
宝地。长期以来，人们就围绕小
山丘四周建了许多坟墓，久而久
之，村民就称此山丘为多墓山。

鸿尾村于1921年，选择在多
墓山（唐部山）创办了化育小学，后
来转为公立穆源中心小学。1944
年，福州第二次沦陷，福州一些机
关内迁鸿尾，随迁子女就在穆源
中心小学读书。外来学生及其家
长认为多墓山的名称不吉利，提
议将“多墓山”谐音改称为“良模
山”，并编创了《良模山之歌》作为
校歌。但村里人还是习惯叫多墓
山。如今，当地人士又提议将地
名“多墓山”和“良模山”恢复为历
史名称“唐部山”。 （林山）

国际化历史五大特色
福州作为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的滨水城市与古老港口，先人充分
发挥环境与人文优势，在悠久的历
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全面的对外
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和科技、工艺
的知识交流与人员交往，成为国际
知名并影响广泛的大都会。

福州城市的国际化进程，大体
经历了二千多年历史。世事历沧
桑，社会在演进，福州的国际化历史
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是由内向外，从隐到显。即
是从域内、国内的物产运输交换到
向国外（由近及远）的商业贸易、物
产交易；从向中央王朝的土产进贡、
政治朝觐，到向海外各国的远洋巡
航，招徕交往。这是由经济发展与
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决定的。远
古先民凭借简陋的运输工具，是如
何实现海上大迁移，而远航到达于
南太平洋诸岛的，至今还是有待深
入研究的课题。

二是在很长时间内，我方输出
的是大量地产土物，而交流进口的
多是各国以进贡名义输入的香料、
药材、珍禽异兽及珠宝牙角等奢侈

品。民间的商品百货贸易见诸记载
的也是由少到多。福建地方向中央
王朝贡奉的多是奇珍异宝，当时大
量的商贸活动主要在民间，国际商
贸活动的发达是沿海居民与外国商
人共同推动的。

三是对外的人员交流和文化
交流多是从贡使、僧人开始，而后发
展为民间商人；文化内容也多从宗
教学术交流，进而及于儒学、文学、
天文、历法，及至明清以后有留学
生、勤学生的专门修习。文化交流
方式从早期的口传面授到宋代以后
的著作、载籍交流。从福州输出的
学术文化有佛教和儒学、文学、医学
等，更有书法、绘画和各种知识技
艺。

四是福州地处东南海隅，文化
发展较晚，但自晚唐五代以后骎骎
日上，至宋代已超越中州，居全国
各地之上。闽学作为新儒学，对海
外汉文化圈国家影响巨大。许多
海外各国文人如日本、朝鲜都慕名
来学，或购书回国，福州成为图书
出口重镇以及日、朝等国文人学习
汉学的首选之地。

五是福州人秉持对外友好交
往的历史传统，善待来学的各国文

人、学者和僧侣，同时也以包容的
态度和勤学的精神，与外来学者交
流切磋，结成深厚的友谊。海外学
生在福州留下许多学术交流、诗文
唱酬和结伴观览的佳话。

福州社会发展与声望的提升
是经历了许多世代的努力，它没有
辜负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和先辈们
的长期顽强拼搏，终于成就了今日
的繁华。回顾前瞻，作为福州人我
们都应当感到幸福和满足。溯源
初始，作为“岛夷”“南蛮”的洪荒初
民，从衣着“卉服”“织贝”，到进贡

“海蛤”“文蜃”的原始状态；经汉东
冶港的“贡献转运”枢纽，到六朝闽
中“篙工楫师”之驰骋江海；从初建
州郡时的“户籍衰少”到盛唐时的

“东南重镇”；从晚唐的“文儒之乡”
到南宋的“海滨邹鲁”；从明清初的

“禁海”镇国到近代的开放通商。
正如明人林恕赞颂的：“万国梯航
归禹贡，九仙楼阁倚崆峒。”说明自
唐至明，人们都一致认定福州是万
国梯航所归、天文共戴的海外交往
枢纽与运输口岸。福州不断内聚
潜力，外向发力，在中国开启风气
先声，向世界展示国际范型。（完）

（卢美松）

在福州地区，见过清朝皇帝颁
发给船政“大清御赐金牌”和“大清
御赐银牌”实物的人不多，笔者算
是其中一位。此等船政文物，存世
数量有限，很是稀罕。

来自法国的御赐银牌
先说银牌。1996年 10月，马

尾造船厂收到一封寄自法国的来
信，寄信人是旅法华侨，中文名字
傅瑞胜。他随信附来一张复印件，
上面的物件令我十分惊讶。傅先
生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在法国友
人处见到一枚清皇室御赐银牌，雕
工精细，反面为‘福州船政成功’。
我估计此牌可能为福州马尾船厂
由于造了我国第一艘兵舰而赐
……”

复印件十分清晰，尺寸大小也
没走样，此枚银牌略呈椭圆形，横
向直径 86mm，竖向直径 90mm，厚
度未标出。上方有栓缓带的圆
环。银牌一面（且定为正面）外侧
有线形花边，正中上写“大清”（从
右至左）二字，中间竖写“御赐银
牌”四字，两旁对称雕饰神采飞扬
的四爪飞龙，龙形线条流畅简洁。
另一面正中书“福州”二字，下书

“船政成功”，两旁雕饰环绕的瑞
云。正反两面造型皆端庄古朴，字

体为楷书。
信和复印件转到我的案头，对

眼前的“大清御赐银牌”图案，我十
分茫然。因翻阅过不少船政的文
献资料，均未有见过铸造或赐给什
么人金牌银牌的相关文字记载。
但看这精美的图案，心中判定此物
应该是真家伙。我随即请教了对
船政史素有研究的陈道章、陈贞寿
诸专家，他们也都说未见闻过此
物。不久，我就给傅先生回了信，
谈了自己对这枚银牌的看法，并请
他有机会将此银牌带回国内看看，
或能转让。

第二年秋末的一天，傅先生告
知已将银牌托人带回福州。来者
是一位中年女士，用电话通知我到
福州华林路她的亲戚家里会见。
我当即约了陈道章先生和马江海
战纪念馆张寒松一同前往，张寒松
特意还带了一台照相机。几经问
路，我们终于来到这位女士亲戚的
家，见到了这枚银牌。好家伙，真
的非常精美，纯银质地，浮雕感很
强，尤其那两条雕龙活灵活现，令
人爱不释手。我们几位轮番翻看
品鉴，很为当年船政有这么精美的
御赐赏品而感慨。征得同意后，张
馆长拿出相机开始拍照。他嫌房
间内光线不好，那天正好阳光灿

烂，遂移到阳台放在阳光下拍摄，
正反面都拍了好几张。接着，我们
和这位女士谈起了敏感的话题，即
让售。女士表示此次将银牌带来，
就有这个意向。我们询问了价格，
说是要20多万元。那时船政文化
尚未热乎，对船政文物的收藏并无
官方授意。我们几个只是想，如果
价格适合的话，就个人掏钱购下。
听到这个价格，都张口结舌了。过
了几天，那位女士携银牌离开了福
州，我们心中一阵怅然。好在拍了
照片，谁知，张馆长将胶卷送去冲
洗，却是一片模糊，原来在强烈的
阳光下拍照，银牌会反光，真是遗
憾。如今陈老、张馆长都已作古，
现仅有我亲睹过这件珍稀文物。

御赐金牌疑云
再说金牌。2001年6月，我的

一位同事李元标收到他在福建云
霄县工作的远亲庄先生来信，信中
附来两张照片，说是船政的御赐金
牌。庄先生信中说，他是文物收藏
爱好者，前不久用几件字画从别人
手中换得这块“金牌”，因心中没
底，就拍下照片寄给我厂，请人鉴
定。同事将信和照片转给我看，我
更惊讶了，银牌来历尚未弄清，又
冒出“金牌”来。仔细端详照片中

的“金牌”样式，造型字样与银牌基
本一致，只是一面文字为“大清御
赐金牌”。庄先生在信中介绍，这
枚“金牌”有磨损，质地实为纯银，
只是外表镀金而已。另外，这枚

“金牌”的尺寸比上述银牌小了很
多，造型为浑圆，直径 48mm，厚
4mm，重55克。我又询之陈道章先
生，都认为不可能是伪造物。陈老
还苦笑道，难道清政府真穷到这个
地步，标明金牌，实质却是金包银，
好笑。我给庄先生回了信，谈了对
这一船政文物的判断，并也提出转
让的意思。庄先生明确答复：不考
虑转让。

那一年正好是船政创办 135
周年，厂里搞小规模的厂庆活动，
我也正参与筹划“马尾造船工业旅
游”项目申报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工作。遂对照银牌复印件和金
牌照片图形，仿制了银牌和金牌，
作为旅游点纪念品。这些仿制品

赠送各界人士，作为船政吉祥物，
很受欢迎。那几年，省市各级领导
重视船政文化建设，船政文化成为
福州地区四大文化品牌之一。为
再现船政历史，传播船政精神，马
尾区建设了大型的船政文化博物
馆，一时名扬遐迩。而在两年前
（1999年），福州台江区一位干部
到青海挂职，无意中在牧民家里见
到一枚“大清御赐金牌”，就将其收
购，随后转赠给船政文化博物馆。
这枚历经百年的“金牌”，已磨损得
现出里面的银质，大小形状都与云
霄庄先生收藏相同。

不久，船政文化博物馆又收到
英国人转赠的6枚“金牌”，转赠者
说是曾在船政工作过的英籍教师
的后代。这几枚“金牌”肯定很有
来头，但据馆内工作人员细心鉴
定，发现这6枚“金牌”质地却是铜
和铁的，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林樱尧 文/图）

“海水旋流倭国野 天文共戴福州城”
——闽都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七）

船政御赐金牌和银牌的来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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