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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

2021 年 11 月 25 日

狮城诗联夜话

凤鸣古邑狮声振
11 月 22 日上午，由泉州
古城办、泉州文旅集团主办
的“小山学堂·泉州学讲座”
文史系列第一期第二讲在
小山丛竹诚正堂精彩开
讲。10 至 14 世纪，泉州是怎
么从一个不怎么醒目的城
市崛起为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的？这是一段奇迹般的
历史。原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
王连茂先生讲述了宋元泉
州跨地域、跨时间及跨阶层
的宗教共融的“番人区”生
活。
10 至 14 世纪，世界各地
不计其数的外国人持续不
断地涌进泉州，让这座城市
变得大不一样。看完这些
文人留下的手稿、文献，王
连茂先生得出结论：是这些
外来族群，让泉州变得如此
繁 闹 而 又 多 姿 多 彩 ，成 为
“天下之最”的商贸中心和
国际大都会。讲述宋元泉
州海交史、文化交流史、城
市变迁史等，这的确是绕不
开的话题。但是，主要依赖
文献和实物资料，确实无法
回答有关这个侨民社会任
何一个具体化的问题。也
许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冰山
一角。

宋元泉州的
“番人区
番人区”
”生活
生活，
，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
1
外国侨民知多少

众所周知，侨民的人数、成分结构、经济实
力、文化层次、婚姻形态、在侨居地的时间长短
和居住状况，以及侨民同当地居民的人口比例
等，都直接关系到不同文明之间互相交流、影
响和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这是个饶有趣味的问
题。
但有关宋元泉州的人口记载一直没有明
确说法，更别说侨民的数量如何统计。通过手
稿和文献等各类记载推算，王连茂先生得出元
代后期泉州的侨民至少有 7 万至 8 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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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印度教寺建于何时

3

景教徒合葬墓碑的原墓主是谁

4

泉州方言里的阿拉伯-波斯语

讲座上，王连茂先生指出，13 世纪的泉州
明明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印度教寺，而且发现了
两三百件精美的建筑遗构和神像雕刻，但奇怪
的是，各种文献和地方志竟然找不到只言片语
的记载，
实在令人费解。
更奇怪的是，有关这座教寺的唯一一条资
料，出现在明初无名氏的一篇小说体文章《丽
史》。说元末波斯军队叛乱的后期首领那兀呐
是当时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的女婿。又说：
那兀呐既据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充其室，为
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撄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
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贮积其中。数
年间，
民无可逃之地，
而僧居半城。

上世纪 90 年代，一方雕有十字架的泉州
汉族景教徒合葬墓碑被发现。很多考古人员
认为这是一方元代中后期泉州汉族女性景教
徒合葬的墓碑。然而王连茂先生却认为其存
在多种可能性：从原墓主下葬到墓碑被人取
走，至少需要 30 至 40 年，而死者生前入教到去

宋元泉州偌大一个侨民社会，阿拉伯-波
斯人、印度人在与泉州当地居民的长期接触
中，
他们的某些日常用语难道一个都没有留下
来，
成了泉州话的语词？王连茂先生对此感到
疑惑。
王连茂先生发现，泉州人的口头语“庵”
字，
确实是波斯语。
“庵”
是借音字，
原义没有汉
字可以准确表达，但在泉州话中，它已形成了
一个以“庵”字的音组合的系列词语，应用极
广。

南音在石狮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
近年来，
丰富多彩的非遗进校园活
动深入开展，有一批人坚守基层教学
一线，为非遗传承不遗余力。日前被
评为第三批石狮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龚丹蓉就是其中
一位。
龚丹蓉自幼跟随父亲龚文鹏学
习南音，
“父亲常常到各处去教学，我
就跟着去，
在旁边旁听，
久而久之就学
会了南音。”龚丹蓉说，从小的耳濡目
染让她对南音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后
她还师从石狮南音名师纪安心、蔡维
镖，
在不断学习中，
她逐渐掌握南音的
乐器及唱腔技能。龚丹蓉还保留着几
张年少时学习南音的老照片，有的是

她在南音社练习演唱的场景，有的是
她横抱琵琶在舞台中心演出的留影，
稚嫩的身影中有着一副认真演唱的模
样。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龚丹蓉就已
在石狮、
泉州的南音比赛中崭露头角，
曾于 1993 年荣获第三届泉州市中小
学生南音比赛二等奖；1997 年获泉州
市第七届中小学生南音比赛一等奖
等，
为日后传承南音打下扎实的基础。
龚丹蓉主修南音琵琶演奏，掌握
南音上下四管及唱腔理论研究，2001
年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南音
传承。如今，在石狮、泉州等地文化
展演中都能见到龚丹蓉的身影，她不
仅多次随团参加海内外的南音文化
交流活动，也时常组织学生参加中小
学生南音演唱比赛并荣获佳绩。在
南音教学中，龚丹蓉认真口传心授，
创新地将传统南音与现代音乐理论
体系结合，在传统唱腔教学上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在当代的南音舞台表达
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尝试，她通
过实践为南音的薪火相传不懈努
力。
（胡丹扬）

占当地居民人数约 30%。
海交馆陈列的记有名字和卒年的伊斯兰
教墓碑有 30 方，记有 5 个波斯男性侨民死于叛
乱期间。10 年前，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
的博士生汉尼是伊朗人，陪同在北大访学的德
黑兰大学一位教授来海交馆参观，他是伊朗研
究古波斯文的权威学者。当他看到这块墓碑
便驻足不前，大喊惊奇，说这个人在波斯非常
有名，但后来却不知所终，没想到他居然在刺
桐身故。

凤栖古地，
千年络绎繁商埠；
里畅和风，
盛世康宁惠民生。
观音亭这一片老街，
千年风雨滴
落鳞次栉比屋檐下的遐想。斑驳街
道上，
络绎不绝行走着南来北往的商
旅，摊贩吆喝声此起彼伏，琳琅满目
的货物散发着市井的气息。历经隋
唐的风霜，
穿梭过上世纪 80 年代“有
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的
盛况，这里是石狮最早的发祥地，是
民生的缩影，
也是繁荣发展的源头。
石迎旭日行商旅；
狮醒东方护国邦。
“石狮”地名来源于凤里庵前那
一尊石狮子，从隋朝伫立到今天，身
上剥落的痕迹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寺庙的香烟熏黑了年轮，默默地驻
守着一方水土。古时候人们相约碰
面时常以这里的石狮子为标志，于
是逐渐演变为地名，流传至今。
“石
狮，不见不散”，其实“石狮”不仅仅
是约定的地点，更是自古以来的一
种信守，
一种承诺。
沿街而下，闻名遐迩的石狮城
隍庙在香烟环绕中格外庄严肃穆，
正门悬挂清代才子郑板桥手迹“城
隍庙”匾额及清代“敕封忠佑侯”匾
额。正门后的上方挂着一副大算
盘，正门上的对联“阴阳非有两般
理，善恶只凭一点心”，彰显了百姓
对赏罚分明、秉公执法、公正断案的
纯朴希望。
走入喧嚣闹市，隋朝铲起了第
一勺海蛎煎，至今还弥漫着当时的

香味；外婆的蒜蓉枝，演绎成华侨与
家乡血浓于水的亲情故事；一碗浓
浓的花生汤，舀满了平头百姓在辛
劳后皱折下的笑颜；
“ 清珍”饭店的
肉羹香飘四溢，勾起多少人的童年
记忆；钟楼古迹已无从寻觅，街市繁
华却无限延续，
“ 大众”照相馆、
“三
八”粮站、新华书店等老一辈记忆仍
然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具有南洋
建筑风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木
结构骑楼式街道，纵横交错，呈九宫
形状，一入其中，如入“八卦阵”，就
形成了“八卦街”
的说法。
“宽道纵横融百姓，仁风惠畅泽
狮城”
“ 仁盈古镇开春色，里沛甘霖
绽笑颜”，凭空追忆已拆除的葱井，
想起了两句俗语：
“ 来宽仁三天，就
是宽仁人”
“ 吃了葱井水，就不能相
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在这里自古就得到最好的诠释，也
体现凤里的包容与胸怀，体现石狮
的和谐与气度，体现时代的同步与
主旋律。
石参云汉矗神州，
狮舞珠旋岁月悠。
文武奋蹄张翅翼，
家园建瓴竞韬畴。
百川汇海东流骋，
大道朝天寰宇游。
桑梓应书晨灿色，
满城尽带锦春秋。
和谐凤里、美丽石狮，在这片老
街，
铭刻的岂止是记忆……
（江南鸿）

文化活动
泉州市第 34 届戏剧会 25 日拉开序幕

到“闽南戏窝子”泉州来看戏

王连茂先生对番佛寺充满了疑惑，在海交
馆馆长任内，曾多次与印度驻华大使馆联系，
请他们推荐两位印度教寺建筑专家根据已发
现的构件，帮忙绘制出寺庙的复原图形。后来
因经费问题而未能实现。
后来，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生
李俏梅（中文名字）的论文以及在泉州南门伍
堡街民房内发现了一方泰米尔文、汉文双语石
碑，得出结论：建寺的时间被普遍认定为 1281
年（元至元十八年）。而从泉州发现的大量印
度教石刻，也证实了泉州是泰米尔商人最东端
的侨居地，他们完全有条件在 13 世纪初建造
这么一座寺庙。

世的时间姑且以 20 至 30 年计算，由此推算，这
方墓碑是南宋之物也不为过。景教于南宋已
传入泉州，是完全可能的。雅各的手稿也说：
“在刺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聂斯托里派（即
景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和主
教。
”

在翻读刘迎胜著《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
译语〉研究》这本书时，
王连茂先生发现有一个
波斯文下面用汉字注
“愚，
阿恩”
，
著者在按语中
指出，
此字波斯文
“义为共同的、
粗俗的、
凡人、
非
先知后觉、不聪明的”，
还用英文标出正确的读
音是
“āmm”
“
。āmm”
正是泉州口头语的读音，
字义除了
“共同的”
外，
其余均十分吻合，
尤其是
指
“不聪明的”
。著者所依据的这部明代的教科
书，
将这一波斯文的字义翻译为汉字的
“愚”
，
十
分准确。
（洪亚男 刘柏涵 成冬冬）

坚持传承南音不遗余力

正中表演者为龚丹蓉

文坛万象更新，艺苑百花争
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创排的新编
艳。为进一步推动戏曲传承发展
高甲戏《围头新娘》、泉州市闽南
和文艺精品创作，全面展示泉州
民间歌舞传承中心创排的舞剧
闽南戏窝子的独特魅力，11 月 25 《南侨机工》、福建省梨园戏传承
日至 12 月 8 日,泉州举办第八届
中心创排的梨园戏《倪氏教子》等
福建艺术节泉州分会场活动暨泉
剧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资助
州市第 34 届戏剧会演活动。
项目、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泉州戏曲文化异彩纷呈,有
重点扶持剧目。
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宋元南
优选出 14 台新创剧目新创
戏遗响”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
排的现代戏讴歌解放战争、改革
偶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
世界级非遗的中国音乐史上“活
实践，生动展示了我国人民奋发
化石”南音；还有以首批国家级非
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历史的辉
遗“拍胸舞”为代表的泉州民间歌
煌成绩。除此还有一批新编历史
舞。近年来，泉州戏剧事业发展
剧和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如梨园
态势良好，文化艺术精品创作成
戏《倪氏教子》、提线木偶剧《小金
果丰硕。3 个剧目入选全国“百
刚传奇》、高甲戏《衣衫换江山》、
年百部”优秀传统剧目复排计划， 打城戏《真假美猴王》，以及南音
2 个剧目入选《百部优秀剧作典 《阔阔真》等剧目。
藏》，3 个剧目入选全国首届戏曲
此次参演剧团除了国有院团
百戏盛典，更有多个剧目入选中
外，还有民营院团，彰显了泉州市
国戏剧节、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
各类艺术院团的创作热情和群众
节，登上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央
性戏剧活动的蓬勃发展态势。
视春节戏曲春晚和央视春晚的舞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
台。亮相国务院春节团拜会，并
终要看作品。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功承办 2019 年央视戏曲春晚
泉州将以戏剧会演为起点，继续
分会场活动。而获得省艺术节优
做热“闽南戏窝子”这个品牌，创
秀剧和各种奖项更是不计其数。
作推出更多优秀戏剧作品，营造
每三年一届的戏剧会演是泉 “最闽南”文化空间，全面展示泉
州市展示优秀戏剧创作成果的重
州戏剧独特魅力，使之成为海内
要平台，为参加第八届福建艺术
外游客了解泉州的窗口，凝聚海
节和全国性重要艺术赛事储备一
内外泉州人“乡愁”的重要载体，
批新剧目。
为建设海丝名城、智造强市、品质
本届会演是历届参演剧目最
泉州贡献文化力量，让戏曲艺术
多、规模最大的一届。其中由泉
在新时代焕发新魅力。（洪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