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露这天，忽然来了一种情

绪，莫名想通过味蕾翻找童年的

印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安

溪，物资匮乏，淮山算是稀有的美

食。淮山，古称“怀参”，作为煲汤

的首选用料，糯和香是评判它的

标准。元代画家王冕的《山药》中

写道：“山药依阑出，分披受夏凉。

叶连黄独瘦，蔓引绿萝长。”陆游

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

则有这样的描述：“秋夜渐长饥作

祟，一杯山药进琼糜。”

“改天我去安溪，你除了向我

推荐铁观音，还有什么好吃的推

荐？”每每外地的朋友问我，我总

会如是回答：“山格淮山。”

我的故乡感德，紧邻着长卿，

我的姑姑、姐姐都嫁在长卿。从

小，我便是长卿的常客。童年里对

于“好吃”的定义，便是过年到长

卿姑姑家做客可以吃上美味的淮

山汤。

长卿山格村地处凤髻山东南

坡，地势平坦，是一座天然粮仓，

所生产的淮山更是驰名远近。山

格淮山因其插在贫瘠的土地里也

能存活生长，供人充饥还能在那

个年代带来经济效益，于是成了

山格村对外的名片。山格人的年

夜饭，必定有一道淮山汤。碰上家

里有贵客，最好的招待也是淮山。

不管是蒸淮山、炖淮山还是

淮山汤，年幼的我都能吃上两大

碗，那份开心和满足，至今记忆犹

新。或者在某个醒来的冬季午后，

跟在表哥身后，把淮山放入取暖

烧火的灰炭中做烤淮山，烤熟后，

香气扑鼻，在寒冷的冬天，既当零

食又当主食，那种温暖直从脚底

往上冒。有时候玩晕了，忘了火堆

里的好东西，把淮山烤成了黑炭，

被大人们骂几句“死孩子”是免不

了的。

有关山格淮山的传说，我是

打小就听说的。相传早在元代，大

香山脚下来了一户陈姓人家，主

人叫陈智，平日靠放养鸭子贩

卖鸭蛋糊口。一日，陈智把鸭子

赶到古岩山背面水草丰茂的大

洼地之后，闲来无事便登上古

岩山的古岩寺（现更名为补陀

岩）。他虔诚地在观音菩萨像前

跪拜祈愿：“我从南斗村迁居山

格村，巡水放鸭，贫困度日，祈

求菩萨早日赐我兴旺发达……”

拜过菩萨之后，他走出庙门，朝

着山后小路继续闲逛。没走出几

步，突然，他发现草丛中有一株野

淮山，藤条粗壮，叶片绿黑，更为

奇怪的是藤节生长叶梗的地方，

结出一颗颗“淮山籽”。

“好兆头！”陈智大喜过望，虽

然他识字不多，但却隐约感觉这

株奇特的野山药蕴含“枝繁叶茂，

子孙满堂”的寓意。他小心翼翼地

采下一串“淮山籽”，藏到口袋里。

回家后，他把带回的“淮山籽”悉

数种到土垄上，每天在给菜地浇

水时，他都不忘给渐渐探出苗叶

来的淮山苗们浇上一两瓢。这样

从夏到秋，再从秋到冬，淮山苗渐

渐长大，长成了成片的淮山田，他

依靠种淮山卖淮山发家致富，原

先的草寮被建起的白墙青瓦“十

间张”大厝替代，他为新厝起名

“林兜厝”。他的后代从林兜厝出

发，不断繁衍生息，成为如今山格

村三大族姓之一。

而今，陈家的后代陈主义因

地制宜把种植淮山的传统秉承下

来，还创办淮山专业合作社，带领

村民将山格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

的“淮山村”。

在山格村行走，沿路目之所

及铺天盖地的绿，小路两边的庄

稼地里密密麻麻地种植着淮山，

长藤，缠着竹架，呈紫红色，卵圆

形叶片……山格村民待客的菜

肴，几乎都和山格淮山有关：淮山

炖排骨、淮山猪脚煲、淮山米粉、

淮山酥……山格淮山也正在走向

大江南北，变成了米粉、茶点，受

到各地人们的青睐。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在山格村品着美味淮山，仿佛置

身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意境。屋内，传来老人

小孩的笑声，笑声里带着浓浓的

乡音。屋外淮山的藤蔓绿油油的，

发着光。

在初秋的山格，我又记起当

年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哭

闹着要去姑姑家做客吃淮山。抬

头，星星笑了，我也笑了，而放眼

望去，眼前这美好的一切，都是勤

劳双手的浇灌，都是岁月沉淀后

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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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

八闽风光

乡村名片

邹鲁遗风山海奔腾
散文随笔 □林红晖

不成想，那一年的同安之旅，

就此与她结下缘分。

2019 年 2 月 7 日，人们欢度

新春佳节，我慕名参观同安。古城

墙，始建于宋朝，太阳耀眼，照遍

墙垛上下，时光斑驳，映在历史内

外。城墙以内，孔庙正在围挡维

修，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始建，南宗

绍兴十年迁建今址，是古同安科

学教育中心和文教昌明的标志。

文笔塔公园刚落成，新植的

花草树木掩盖不住扑面而来的风

雅气息，碧岳铺前里，以文笔塔为

核心，周边是厦门地区文物古迹

遗存密度最高且无断代的历史文

化区，天兴寺、东岳庙、郡马府、文

昌阁、古驿道、献臣墓，东溪之畔，

熠熠生辉，展示“古同安今厦门”

的文化底蕴。

同安很高调，海滨邹鲁，钟灵

毓秀，自晋太康三年以来，她的诸

多光芒不断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梵天寺，隋时敕建，比厦门南普陀

至少早建 300 多年。北宋宰相苏

颂，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

造家、药物学家，被誉为“中国古

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

科学家之一”。理学大儒朱熹是继

孔孟之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

育家，初仕泉州府同安县主簿期

间,积极整顿县学,创办书院,首创

讲学之风。

“挹三秀，枕轮岗，碧海滚滚，

双溪泱泱，黉舍开圣地，紫阳邹鲁

遗风长”。一年后，我调到了同安

一中工作。学校背倚大轮山，紧靠

梵天寺，从 1924 年创办的同安初

级中学开始，历经近百年，曾在孔

庙办学。科技创新领衔，清北重点

不断，成绩辉煌，享誉八闽，成为

同安人民家门口的最优学校，同

安学子向往的梦中学府。现已是

厦门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福建省

一级达标中学、福建省示范性普

通高中建设学校。

同安很低调，古城墙的纪念

石碑很小，静静地藏在东溪边的

大榕树下。在城市的变革之中，她

的版图也一再缩小，发展不愠不

火。2021 年的一场新冠疫情，让

同安的出现率增高，也让更多人

深入地思考。

潘涂站、智谷云谷站、小西门

站、同安一中站，地铁第一次要穿

过同安新城，连接同安老城，一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铁 6号线已

经动工。2021 年底，厦门发布信

息，离厦门岛最远的同安也将有

直达快速的进出岛通道，主线双

向 6 车道，设计时速 80 公里。

在宁德时代、海辰新能源等

一批高能级项目落地后，又一新

能源全国总部基地、超级项目入

驻同安。今年 8月，弘信电子新能

源全国总部在同翔高新城奠基，

规划投资 23 亿元，瞄准新能源动

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广阔市场，

与同安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高度

契合，将为同安经济发展提供不

竭动力。

在同安环东海域新城核心

区，银城智谷迅速崛起，是厦门高

起点、高标准、高层次、高水平打

造的现代服务业园区。自建设伊

始便肩负起践行跨岛发展战略的

使命，聚焦总部经济、信息服务、

文化创意等，将成为厦门产业转

型发展的智慧核心，经济转型发

展的全新引擎。以智谷、云谷、创

谷和厦门科学城核心区建设为依

托，同安新城片区已经吸引了不

少优质企业入驻。

新城里，大型双MALL 商业

综合体之一———爱琴海购物公园

已经正式封顶，另外一栋商业综

合体欧丽洛雅家居广场很快也将

实现封顶。这是厦门首座爱琴海

购物公园，两大商业综合体齐聚，

重点引入知名品牌，同安新城片

区即将迎来高品质的商业新地

标、消费新中心。海上歌剧院已经

开工，景观慢行桥明年完工，环东

海域医院年底竣工，新建扩建学

校陆续交付使用……

“弦歌起，铎声扬，英才乐育，

造就栋梁”。2017 年，同安一中滨

海校区落成，初中开办，2018 年

小学部开办，2020 年高中部开

办。学校再度以其魄力和胸怀，克

服重重困难，为厦门市、同安区增

学位、补短板、保民生、促经济做

出贡献，短短几年，各个学部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成为环

东海域的一颗耀眼明珠。如今，轮

山、滨海两个校区师生已近万人，

规模居厦门市中学前茅，教育教

学质量也领跑在第一方阵。

闽山闽水物华新，同心同力

且看今，同安侨乡，依山面海，气

象万千，不但有历史，有颜值，而

且有魅力，有质量。不论是扩大有

效投资、稳住经济大盘，还是改善

民生质量，提升城市品质，学习、

创业、生活，同安人民正在得到越

来越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正在

感受到越来越强的发展前景和前

进动力。

“修身心，养浩气，四维八德

矢毋忘。移风化，图自强，前程万

里大道康庄”。有了古文明，有了

新教育，有了地铁线，有了生活

圈，有了快速路，有了新能源，勤

劳质朴、勇敢智慧的同安人创优

争先，山海一定再谱新篇。诚如陈

寅恪所言：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之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于同

安时代奋进征途。

山格食事

山格村
位于安溪县长坑乡，凤髻山东南坡。原称凤山，因该地原有两片松柏林，树木参天，后改为山格。境

内有高岭土矿，凤形山麓的补陀岩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泉州市级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入选第六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名单。 （陈佩香来源：《泉州晚报》）

永遇乐·鹭园体验咏

寅虎中秋，社区体验，获益非浅。

仙境如临，裙楼矗立，书画琴棋选。

三餐荤素，自然搭配，营养均衡家宴。

古稀人、青春焕发，再活百年心愿。

退休倦雁，寻求归宿，医养洽融无怨。

唯鹭园真，安然自乐，飞空巢中燕。

今生如梦，享受生活，但有乐欢新愿。

瞬时对、高楼夜景，纵情赞叹。

□晨阳

厦门：
灿烂满枝似锦霞市花盛开迎宾客

近期，厦门市花三角梅颇有

“艳压群芳”之势———道路边、

天桥上，一丛丛三角梅进入盛

花期，为厦门这座生态文明之

城添上了一抹亮丽红妆。

今年厦门三角梅整体控花

效果显著，本轮盛花期持续到 9

月中旬。

（谢嘉迪 张江毅 来源：《厦

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