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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拍报�闽南文化在身边

【闽南童趣】“班长扳柴头，扳仔血那流！”：少年时代的童趣话，很想
进步的小弟看见姐姐的成绩，产生的酸葡萄心理。

【故事解说】1.阿芳今天飘飘然。2.臭弟问她在高兴什么？她自豪地
说自己做了班长。3.没想到臭弟来了一句顺口溜“班长扳柴头，扳仔血那

流”。4.阿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懊恼地要打他。

福建省副刊好专栏

蔡永辉《惠女阿芳》
闽南文化系列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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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扳柴头

安海
捆蹄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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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下午，首届“夕

阳红杯”灯谜邀请赛在市老年

活动中心举行，经过笔赛获得

优秀成绩的我市19名60岁以

上的灯谜“智叟”参加公开组和

学员组电控竞赛。这是石狮市

继举办侨乡谜会、校园灯谜艺术

节、校园灯谜精英赛、巾帼灯谜

精英赛和家庭谜会之后，又一项

大型灯谜赛事，从而形成涵盖老

中青少各个年龄层次的赛事。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电控赛的

蔡德锡老先生，已87岁高龄，依然

精神矍铄，意气风发，敢抢敢拼，射

术精湛，赢得全场阵阵掌声。据了

解，蔡老先生以耄耋之年参加灯谜

电控赛，破了一项中华谜坛上场比

赛年龄最高的纪录！更为可喜的

是，在19名选手中，有9位是奶奶级

的女选手，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老中青少四代同堂，弯弓射虎

其乐融融，彰显石狮“中国灯谜艺术

之乡”传承发展、继往开来新常态！

（记者高荣芳张泽业通讯员纪培明）

蚶江古街形成于宋代，已有千年的

历史，至清初迁界成废墟，复界后按迁

界前的遗址重新建成，并保存宋代遗

风，这是清代古街中，全国保存最完整

的一条。

首次来蚶江老街，古朴、静谧的老

街令人神往。烈日高照，阳光被两旁的

楼房遮挡住，所以这条老街又被乡亲们

亲切地称作“一线天”街。这里的每一块

石板、每一家店铺都有属于它们的故事。

从老街头走至老街尾，店铺不过

八九家。一家卖纸钱和生活用品的小

店激发记者的好奇心，走进店内与老板

聊起了属于她的“与老街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女老板是一位姓纪的

大妈，是土生土长的蚶江人，她在老街

已住40多年。纪大妈告诉记者：“我在

这家店里做过理发生意、卖过服装，

现在转行卖一些祭祀用品和生活用

品。”在聊天过程中，纪大妈告诉

记者，她最引以为豪的是，在老

街给街坊理发，当时最早在旧

菜市场附近经营了一家理发

店，“每天客流量大，顾客是一

个接着一个排队等着我给他们

理发，从早上忙到傍晚几乎没停

过，那时候，几乎整个蚶江的人都

来找我剪头发，也有些人特地从石

狮跑来给我理发，生意非常好，后来

老街的人渐渐地到外面去发展，这里

也慢慢萧条，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熟识

的街坊邻居日渐远离，而今再也听不到

故友的声音，感受不到以往老街的繁

荣，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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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捆蹄，闽南地区特色

小吃之一，选用猪前蹄配以猪

皮，经过针线缝制、煮熟、晾干

和冷冻多个步骤制成，然后拆

线、切薄后即可食用。由于捆

蹄味道香醇，常为拼盘小菜之

一。安海最出名的捆蹄，出自

李氏卤味店，位于安海镇海八

路中段，近日，记者便走访此

店，见识这大名远扬的“百年卤

味”。

离店铺还有5米距离，便

“未见捆蹄，先闻其香”，店内食

品柜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

捆蹄、腌肠、叉烧等冷盘小吃，

肉味飘香。据悉，李家制作捆

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制作

工艺仍采用传统方式，目前李

氏卤味由第四代传人李少林接

手管理。

“想要做出口感香脆且无

油腻的捆蹄，选料、配料、腌制

都很重要。”说起捆蹄的制作，

李先生兴致盎然地介绍，选用

新鲜的猪前蹄加以处理，分离

猪脚皮和前蹄肉，随后在猪皮

内填入腌制好的前蹄肉，用干

净纱布紧紧包扎，并用同样长

短的四条竹板夹住四周以防弯

曲，“捆蹄”之名也因此而来。

最后放在锅里煮上一小时左

右，退热、速冻、洗净，再速冻就

成成品了。

李先生表示，当初父亲直

接在家里做卤味生意，虽地处

偏僻，却也有许多人慕名而去，

考虑到大家买卖更方便，便在

此租了店面，挂上“李氏卤味

店”的招牌。来此买捆蹄的张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家的东西

干净又美味，从我父亲一辈开

始就来这买，有时买点回去招

待客人，或当下酒菜，都是最好

不过的选择！”

从历史、手工、原料各个方

面来看，这捆蹄如此“得民心”

果真理所当然。摆盘上，红色

的表皮，扎实的肉馅，配以香

菜、菜头酸等食材叠放盘中，再

以醋、酱油和蒜蓉所制的酱汁

为佐料，色香味俱全，入口微

凉，外皮劲道有嚼劲，初嚼美

味，再嚼生香，若能再配上一口

啤酒，真可谓人间极品，百吃不

腻。

（见习记者 陈萍萍）

姜糖，一种闽南传统小吃，

纯手工姜糖以其独特的口碑而

闻名于厦门、漳州等地，是具有百

年历史的特产，制糖艺人们一代

代身传口谕至今。上周末，记者

与朋友结伴到厦门曾厝垵游玩，

亲眼见到这种传统工艺做出来的

姜糖。

“将姜糖一片一片叠在一起，

再用刀一刀切下去，干净利落。”只

见正在切姜糖的是一名80后小伙

子，记者了解到，这名小伙子姓陈，

前来购买姜糖的熟客都叫他小陈

子，小陈是漳州人，在厦门曾厝垵
生产和销售姜糖，这家店已有三年

的营业时间。小陈告诉记者：“我

是看我父亲做姜糖长大的，15岁

时，就开始跟着父亲做，后来念完

高中，我就跟着父亲做姜糖卖姜

糖，三年前，听闻几位朋友在厦

门生意做得不错，就想着也来厦

门试试看，把老一辈的拿手姜糖

宣传开来。”

（记者 刘巧丽）

古早味�闽南吃透透

一条蜿蜒幽深的小巷，一

段崎岖的青石板路，一排排残旧的木制古厝，这就是蚶

江古街，一条拥有千年历史的老街，老街又被称为“一线

天”，由于两边楼房的遮挡，天空成一线而得名“一线天

街”。 清朝时期，老街就有上百间店面，人来人往、车水

马龙，一片繁华景象。如今，它却平静下来，更像一位上

了年纪的老人，笑看潮起潮落，风云变化。

今天，《石狮故事》栏目就带领大家走进蚶江古街，

去回忆古街故事。

走在鸿山镇莲厝村的乡间小路

上，会发现几乎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

刻有“九牧传芳”或“西河衍派”四个

大字，和闽南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

村民也会将家族的堂号刻在自家的

正门上方，沿袭着闽南人追根溯源、

崇尚家族遗风的习俗。

那么莲厝村的“九牧传芳”与“西

河衍派”是什么意思？莲厝村村委林

修桥为记者解答了疑惑，他告诉记者

门楣上镌刻“九牧传芳”和“西河衍派”

的人家肯定都姓林。

“西周授比干之子坚为林姓，林坚

即为林氏家族始祖，后在中原西河地

区繁衍子孙，西河衍派则为林氏的源

头。”林修桥说，林姓在中国百家姓里

排第18位，作为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姓氏，林姓依旧香火鼎盛，不禁让人感

叹岁月流转，血脉相传的神奇。“林姓

重要分支九牧林，在历史上曾显赫一

时，得以冠之于传芳之名。”林修桥解

释道，闽南人一直都有尊听祖训，传承

先祖遗风的习惯，所以常常把姓氏里

最出名的人或事作为堂号，以此警醒

后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闽林十六世林

披的九个儿子均任刺史，世称“唐

九牧”。宋代林尊的裔孙林杞，也有

九个儿子，登第后任知州，世称“宋九

牧”。故此，林披、林尊派下，都称作

“九牧第”和“九牧传芳”。闽南人非

常重视宗族关系，在门楣上刻上家族

堂号、堂联，一方面可以教育后代，树

立凛然正气，另一方面也可以光耀门

楣。“堂联左右第一个字一般是刻上家

族男主人的名字，最末或倒二则是女主

人名字。”林修桥补充说，“每年的农历

十月廿六，太始祖比干殉难日还会举行

祭祀活动。”

在家规祖训的教育下，莲厝村林氏

家族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物。明嘉

靖年间，林俊卿官至河南承天府等多地

主簿、布政使、知县。而当代旅菲华侨

林贞英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从上世纪

70年代起就开始捐资建设家乡，三十

多年来帮助家乡完成了建电厂、建小

学、修祖厝的工程。

闽南文化中的宗族纽带，家庭教

育，浓缩在一方方门楣中，感化着一

代代子孙，九牧雄风从一千多年前

吹到了我们这代，也将继续恩泽着

下一代。

（记者 占婷 见习记者 林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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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老街踏着石板路，不禁会回

想老街以往的辉煌，许多木制的大

门，不乏大朱红漆的痕迹，依稀可以

看出当年繁荣的影子。而大部分居

民也已经搬离了这条老街，木门紧

闭，有些幽深的老街更显寂寞。不时

一辆自行车、摩托车急驰而过，伴随

着一阵清脆悠长的铃声，小巷顿感生

气。记者随意向几位居住在老街的

老人询问，老人们一致说道：“这里现

在都没有什么人，这条街以前是多么

繁华，老人家年纪大了，就图个安享

晚年，习惯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安

静的生活。”

记者找到对老街较为熟悉同时也

是蚶江文史爱好者的纪培明先生，他

告诉记者：“老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家就住在老街的街头，我的童年就

是在那里度过的，还记得小时候与小

伙伴经常光着脚在老街奔跑，在老街

我还做过小生意帮父母卖番薯叶，那

时候一把一块钱，一天可以卖十几把，

生意相当可观，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当时商贾招揽生意的吆喝声，这些

都很值得回忆。后来数家店铺改造成

石头房，失去了原本古色古香老街的

特有风格，老街外面的街道变得宽敞，

店铺也多了，老街里的店铺也就越变

越少。”

千年古街，经商之所，与台湾商务

往来，两地文化互相流通，经商氛围广，

人们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升。希望政

府能好好保护一线天老街和锦江蚶江

的古街民居，将老街作为一条旅游线

路，希望更多人呼吁保护我们的历史文

化遗产。

（记者 刘巧丽 郭雅霞 见习记者

陈萍萍）

漳州
纯手工姜糖

尽管现在的老街渐渐褪去繁华，也

有一些老居民离开了这里，但还是有一

些人愿意住在老街。走在这条370米

长的古街上，有小孩在石板上奔跑，有

老人坐在椅子上乘凉，有村妇们一起谈

天说地，一派祥和安静的景象。而记者

发现，老街里住有十几户的外地租客，

来自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他们千里迢

迢来到石狮打拼，拖家带口，定居老街，

过上幸福的生活。

记者得知，杨大妈来自四川，一家

六口人在老街居住2年，儿子和媳妇在

镇里的工地上打工，她和老伴王先生在

家帮忙带带两个孩子、做做饭。

“2年前来到老街居住，是因为这

里的房租便宜，起初住不习惯，后来慢

慢适应这里的生活，我跟老街的居民也

成为朋友，经常到他们家泡茶、下棋、聊

天。”王先生告诉记者，闲暇时也跟着邻

居学南音、学闽南话，感受这里的闽南

文化，品尝闽南小吃，参加一年一度的

蚶江与鹿港对渡的海上泼水节。“其实

住在老街很舒服，这里很凉爽，照不到

太阳光，很安静，夏天的时候这里没有

蚊子，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一旁的杨大

妈补充道，她觉得蚶江老街还是很有文

化味道的，尤其是逢年过节，很多闽南

的习俗让她觉得很有意思。

这十几户外地租客，他们来到石

狮，住在蚶江老街里，感受着老街千年

的历史文化底蕴，不知不觉已把老街当

作自己的家，他们相信石狮这个地方可

以让他们有谋生的机会。

智叟射
虎喜空

前

高甲戏里，最吸引

我的，是后台的锣鼓师

傅。他们是整台戏的

节奏控制者。锣鼓师

傅一般都是年轻小伙

子。他们偶尔聊聊天，

抽抽烟，吃吃瓜子，在

演奏时随性发挥，可能

抽口烟顺势敲下一

笔。也会把鼓棒拿起

来当作指挥棒舞动欣

赏后台的管弦乐。

九牧遗风在乡间

石狮市文体旅游新闻出版局
石狮市博物馆
石狮日报社

主办

单位

石狮
故事

闽南的
锣鼓师

傅

建国初
期的奖

状

在洋厝村郭女士

家中珍藏着一张 63

年前的奖状，这张奖

状是晋江县人民政府

颁发给她婆婆卢月娥

女士，以表彰其在爱

国卫生运动中的工作

成绩。

今天这样一张泛

黄的奖状，则成为建

国初期闽南人民生活

的缩影，成为一代人

的记忆。

蔡世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