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不郎，秀不秀”，是我们霞浦流行的一
句俗话。它和“田鸡伓(me，不)像田鸡，水鸭
伓像水鸭 " 相似，含有比喻、讥诮不成材没出
息，或高不成低不就的意思。

然而，好长时间，这句俗话的正确写法和
原来含意，我却一直没有搞清楚、弄明白。

记得，学生时代，在一次作文中偶尔用上
这句俗话，写作：“狼不狼，兽不兽”(本地方
言，兽、秀同音，至今还有不少人这样写。)老
师批改时，加了圈点，说是使用民间俗话，风
趣生动。也许正是这么一圈点，引起特别注意，
进而一想———不对呀!“狼”不就属于“兽”吗?
二者怎能相提并论呢?问老师，只道是民间俗话
嘛，没有那么太讲究。连老师都不甚了了，也
只好悻悻然付诸阙疑了。

后来，读 《红楼梦》，八十四回贾政谈及宝
玉婚事，道：“……第一要他自己学好才好；
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儿，
岂不可惜?”心头怦然一动：这“不稂不莠”，
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句俗话么？一查
词典，知道稂是狼尾草，莠是狗尾草。 《诗·
小雅·大田》：“即坚既好，不稂不莠。”本谓耕
作精细，禾苗不杂稂、莠之类野草。后指既不
像稂，也不像莠，正是用来比喻不成材、没出
息的。多年阙疑，总算有一个着落。可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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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 版） 乎每个房间都配有电脑。这是为了
满足摄影人从创作点回来迫切处理作品的需
要而准备的。

海内外摄影爱好者大量涌入，悄悄改变
着这座千年文化古县。据不完全统计，近年
来霞浦每年接待摄影人数约 10 万人次。接待
游客的海鲜馆时常爆满。旅行车、出租车频
频往返于城市与景点之间。滩涂摄影为当地
创造了 2000 多个就业机会。来自税务部门的
统计显示，2006 年，霞浦县从事住宿和餐饮
业的总户数是 162 户，实现税收 470 余万元。
到 2011 年增加到 399 户，实现税收 1100 余
万元。截至今年 4 月，住宿业、餐饮业总户
数又增加到 424 户，而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霞浦滩涂摄影一步步向产业化迈进。当
地政府为此也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 2007 年，霞浦县政府与 《中国摄
影》、 《大众摄影》 杂志社联合，成功举办了
《霞浦：我心中的那片海》 摄影艺术大赛，通
过这次大赛，将我县独特的滩涂风光推向海内
外，在业界赢得极大反响。

为了更好地为摄影人创作服务，政府还出
资一亿元改善了 15 处旅游景点的道路设施，
第一期建设的北岐、围江、小皓等重点摄影景
点道路设施和停车场工程即将竣工。

主管文化的霞浦县文体新局，更为霞浦滩
涂摄影热情服务。2012 年 6 月 16 日，县文体
新局积极组织各摄影协会以“霞浦滩涂摄影”
为主题，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电机电器博览会
暨第十三届宁德投资贸易洽谈会文化产业展示
活动，并获最佳创意奖。同时，还为“福建省
摄影家协会”“ 美国摄影学会”提供工作室。

2012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县委
书记杨培钦表示，要提高霞浦滩涂风光摄影在
海内外的知名度，确立了以“摄影文化兴县”
的战略目标，将抓住中央、省市支持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契机，积极规划，促进旅游与文化
融合，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2012 年 12 月 12 日县委县政府成功举办了
“第四届海峡 （霞浦） 摄影展”。这次摄影展的
顺利召开，助推了霞浦招商引资空间的拓展，
增强了霞浦打造全国知名滨海休闲旅游胜地的
信心。县长王斌说，目前霞浦县正加紧推进

“海峡摄影旅游文化度假区”等摄影旅游文化
项目的建设，准备启动建设投资 12 亿元的

“宁德(霞浦)国际滨海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
全力创建“中国最美的滩涂”这一特色旅游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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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块巨大的石头围成了圆圈，而附近保留
着堆积数米高的贝壳，这样一处带着神秘气息的
山顶，和史前人类文明有着紧密联系。霞浦县博
物馆工作人员，在文物田野调查中发现这处贝丘
遗址———屏风山，将霞浦人类活动历史推至 5500
多年前，是目前闽东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
中早期遗址。

屏风山位于葛洪山西向支脉，东北距古县村
2 公里，西南距南屏村 1.5 公里，是一座相对高
度为 150 米，呈烟墩状的小山，因山上巨石像一
道屏风而名，与古县鼓楼山遥遥相对。屏风山北
面、东面山坡灌木杂草丛生，西面沿坡开垦成园
地，南面山体开采石矿，破坏严重。沿着西面小
道踟躇而上，半山腰地层断面上可见贝壳堆积，
并夹有石器及陶片，为典型的贝丘遗址。

屏风山贝丘遗址东至古县村后自然村，西至
马 （槽） 岭 （头） 机耕路，南至南屏水库，北至
南路引水渠道，总周长 2791 米，总面积 269294
平方米，堆积中心面积 31549 平方米。山顶最高
处由十多个巨石围成一个 40 平方米的圆，它的东

北、西南各开一口，分别面向福宁湾和东吾洋。
在东北口下的山坡有 1.5 米厚的贝壳堆积层。主
要有褶牡蛎、丽文蛤、泥蚶、锈凹螺，其中夹
杂着兽骨、鱼骨以及夹砂灰陶片、凹石、石锛、
火烧土等。

从这些 “物证”中，可以推测，生活在屏
风山的闽东先民们，过着亦狩亦渔的生活。当
海潮退了，先民们便去抓鱼抓虾捡海螺；涨潮
了，男人们便带着小狗，拿着石锛、石戈、石
球等去狩猎，获取鹿、野猪等猎物。女人们把
兽骨、贝壳磨成漂亮的饰品，挂在脖子上，戴
在手上。人们在地面上挖坑做灶，烧火烹饪，
不再茹毛饮血。人们使用夹砂陶做成碗等各种
盛食器。

屏风山贝丘遗址与 1987 年发现的黄瓜山贝
丘遗址相对比，首先，屏风山贝丘遗址相对高度
为 150 米，离最近水源 560 米，离最近海港 3000

米，这与之前发现的黄瓜山等贝丘遗址通常在相
对高度 50 米以下，离水源近的地方有差异；其
次，遗址最高处有巨石围成的建筑遗迹。站在其
中，福宁湾和东吾洋刚好在同一条线上，可观日
出日落，这是先民们的天文观测台，防卫瞭望塔，
还是原始宗教活动场所？而黄瓜山贝丘遗址发现
的两组木构栏杆式建筑遗迹均在半山坡；另外，
采集的陶片以夹砂粗灰陶为主，饰之以绳纹、戳
点和刻划纹等，与黄瓜山贝丘遗址以泥质橙黄陶
为主，并普遍施彩绘，有明显区别。从工艺和火
候上分析，屏风山出土的陶片更久远。

2012 年 11 月 4 至 6 日，县博物馆邀请厦门大
学教授，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美
国毕士普博物馆, 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和福建博物
院自然馆副馆长范雪春等专家来霞浦考察屏风山
遗址。几位专家通过遗址四周环境、地层情况、
贝壳种类、陶片特点等分析，初步判断屏风山贝
丘遗址的时间为新石器中早期， 5500 年以上，比
黄瓜山贝丘遗址 （3000—4500 年） 至少早 1000
年。

这样，霞浦人类活动历史将提前 1000 多年，
填补了中国史前考古瓯江到闽江一带，6500 年到
5500 年这一时期考古材料的空白，对于探索闽台
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原南岛语族的起源以及
探讨河姆渡文化的扩散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目前屏风山文物标本已送往北京大学做科学
检测，古人更多的信息将被揭晓。

新石器中早期遗址———屏风山
吴春明 雷谢清

福宁中学堂
首届学生：清光
绪二十八年(1902)
十月，创立宁郡
中学堂，址在南
门钱塘里，光绪
三十三年（1907），
址迁城北旧试院
(旧霞浦一中址)。
民 国 5 年 (1916)，
改称福宁中学堂，
即 霞 浦 一 中 前
身。

（郑德宽供稿）

·老 照 片·

仔细想想———也不对呀!这“稂”、
“莠”读音如“良”、“友”，较
我们那句俗话，到底还是差别不
小的。但又回头转念，“稂”、

“莠”知名度、知音度都不如
“狼”、“秀”，且大凡“秀才认
字读半边”，大概早先有人将

“ 稂 ”、“ 莠 ” 误 读 成 “ 狼 ”、
“秀”，以讹传讹，流传下来。这
倒也自圆其说得过去，于是乎，
自以为那句俗话，就是“稂不
稂，莠不莠”了。

再后来，读大历史学家吴晗
《灯下集·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
呼》，文章说得明明白白：“王
应堂 《柳南随笔》 卷五说：‘江
阴汤廷尉 《公余日采》 云：明初
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
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
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
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
人自定分，不相逾越。’可见，
从宋到明，官僚贵族子弟称秀，
市井平民只能称郎，是不能乱叫

的。”文章特别提及：“明清两
代社会上有一句话‘不郎不秀’，
是骂人不成材，高不成低不就的
意思，一直到现代，还有些地区
保留这句话，却很少人懂得原来
的含意了。”此外，明·田艺蘅
《留青日札·沈万之秀》：“元时
称人以郎、官、秀为等第，至今
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
不高不下也。”亦堪征引。

我们霞浦，是个有一千七百
三十多年建县史的古老县份，文
化积淀相当丰富、深厚。“郎不
郎、秀不秀”，正是我们这一地
区，“一直到现代”还保留着的
一句颇有代表性的古老俗话，不
妨以语言文化“活化石”视之。

至此，我这一介纯草根的文
化匹夫，总算“寻源探胜，考故
释微”(恩师邱继仁题勉)弄清这
句传世俗话的来龙去脉，且如吴
晗老前辈所言，还顺便懂得“戏
文里演民间故事，男人叫什么郎
的道理了”。如 《卖油郎独占花

魁》 中，秦小官卖油就叫
“卖油郎”，肩挑叫卖小商
品的就叫“货郎”等等。
我们霞浦民间山歌里，亦
不乏其例：牧童就叫“看
牛郎”、樵夫就叫“擖 (ka，
拾、捡，砍)柴郎”……

看来，弄懂一句俗话，
尚且如此费劲，真要“自
己学好”求索道德文章什
么的，须下怎样艰苦工夫，
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乎，
又想起一句俗话：“活到
老，学到老”。否则，“郎
不郎，秀不秀”，“半桶水
唧嘟溅(jī du jià，淌得
很) ”，耽误平生，抱恨终
天，“岂不可惜”!

屏风山

文物标本

焦天龙、范雪春教授考察屏风山

地表断面文化层

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看着细
雨横飞的夜空中,伴随着微风之声，寻求一份
心的坦然。" 秋天的雨夜，是耐读的，有着
难以言表的风景 "，一路走来，轻轻地抖落
灰暗与失落，犹见岁月在记忆深处曾经或淡
或浓地记录下了某些瞬间的心迹：憧憬的诞
生和毁灭、离愁的浮升和跌落、工作的欣喜和抱怨……拥有这
样的风景，开启尘封的心扉，无法让我在这细雨横飞的夜里，
安静地入眠。

记得，刚刚走出校门时，带着对梦想的期盼，我步入了人
生第一工作岗位———高速公路征费工作。一成不变的工作程序，
辛苦的三班倒，枯燥的业余生活，几乎磨灭了我所有的理想。
在一段时间里，我的心境就象个解不开的死结，越扯越紧，数
年如一日的收费工作，是否有如无声细雨那般，没有令人艳羡
的目光，没有任何壮丽的语言，就消失在漫长夜色中？

有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与事，选择是那么的渺茫和无力。
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不同的生活，怀着坦然的心态去面对选择的
生活，就会发现生活变美了。辛勤的收费员，工作在三尺的票
亭里，每天面对着空旷冰冷的收费棚，面对着呛人的汽车尾气、
油烟灰尘和震耳的汽车马达声、刹车声,是为了那南来北往车辆
的畅通无阻，是为了延伸这条乘载着幸福与希望的高速公路，
是为了闽东交通事业的发展贡献自我。谁能说你生活得没有价
值呢？你也许一生都过得很平淡，但只要你坦然，就没有必要
羡慕别人所谓的辉煌，因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固有的价值。
为人类提供优质的蚕丝，是春蚕的价值；为人类提供光明，是
蜡烛的价值；找准自己的最佳位置，让零配件构成一台精密的
机器，是螺丝钉的价值……

坦然并
非 不 思 进
取，而是不
过分地刻意
追求，不计
较一城一池

之得失。因此，人活得好不好全都在于自己，生活就是生活，
把它理解成酒也好，理解成歌也好，抑或理解成别的任何什么，
你坦然些也许就能过得有滋有味。有位诗人曾经说过：" 只要
你是一株飘香的花，你又何必在乎被安排在哪个角落被冠以什
么名儿？" 倘若你认为生活就是受罪，那你就只有整天唉声叹
气的份了。

怀着坦然的心，我在快乐中生活，在生活中寻求艺术，用
自己的笔记录工作的点点滴滴，宣传单位的好人好事，提高单
位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表达了自己对高速公路事业的热爱；记
录生活的琐事，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用自己的相机留下珍贵
的瞬间，或唯美，或欢喜，或忧愁，总会触动心灵，成为感动
你我的永恒记忆，这些不都是一种快乐吗？如今写作、摄影已
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我一生执著的追求，是
我工作、生活快乐的源泉。

记得泰戈尔的最有名的一句诗：“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这不就是对“坦然”作了最好的诠释吗？没有蓝
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
雅；没有原野的芬芳但可以有小草的翠绿！生活中没有旁观者
的席位，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光源，自己的声音！
我们有美的胸襟，我们才活得坦然；我们活得坦然，生活才给
我们快乐的体验。

心 的 坦 然
陆筱旻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 （1598），朝
廷任命当时著名的学者焦竑为福宁州
（霞浦） 同知。

焦竑 （1540—1620） 字弱侯，号
澹园，又号漪园，人称澹园或漪园先
生、焦太史。祖籍山东日照市。祖上
寓居南京。在南京建私家藏书楼———
澹园藏书楼，民间俗称为“焦状元
楼”。

焦竑是个出身簪缨世家的子弟，青少
年时在他父亲的严格督教下，就接受了良
好的教育，加以天资聪敏，读书过目不
忘，使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他家境并不富
裕，自幼养成了嗜书、集书、抄书的良好
习惯，他不但读遍家中及亲友的藏书，同
时还遍访古迹轶闻，有所得就记在纸片
上，时积月累。案头的稿子越积越厚。焦
竑在他的著作 《澹园续集》 回忆说他是

“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
必购读”。十多年的孜孜不倦为他
后来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丰硕成
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六岁时，焦竑就被选为京兆
学生员，二十五岁时中为举人，但
尔后的二十五年会试中，焦竑却连
年败北，但他毫不灰心失望，仍矢
志不渝，继续打拼，经过了长期的
刻 苦 攻读 ， 终于 在 万历 十 七 年
（1589），夺得廷试第一，中了状
元，成为明开科取士 252 年来第
72 位状元。是时，焦竑已是一个
年近五十岁的老人了。

万历十八年 （1590），焦竑因
以进士第一，援例授为翰林院修
撰，正五品。焦竑到了翰林院，就
凭借此间丰富的“石室金匮之藏”
和翔实、全面的国家典章、图籍等
档案资料，深入细致地搜集、整
理、考证了许多可用的素材，从事史学研
究。 “以片纸志之，储之中箱”，他认为

“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予田
夫野志而已者” （《玉堂丛语序》）。为了
志而不忘，焦竑亲手抄录了许多读过的
书，还做了很多笔记，后来他将这些札记
和论文等，汇集为八卷本的 《焦氏类林正
续集》，成为焦竑考据和学术思想的重要
文献。

万历二十年 （1592），焦竑被任命为
会试的同考官；二十二年 （1594），皇长
子出阁问政，他被任命为讲师，日侍左
右，甚为倚重。他以独特的教学方式方
法，多提问、多启发，使皇长子的学问大
有长进。这个皇长子叫朱常洛，四十八年
（1620），万历死后继位，朱常洛继位，焦
竑以副考官的身份，主持顺天府 （北京）
乡试。

斗转星移，焦竑在翰林院为官，一晃
就是八年。此后，焦竑的官运日渐不济，
开始走下坡路。明嘉靖、万历年间，政治
极端腐败，官场逢迎之风盛行，焦竑性格
梗介疏直，政见不同便上书谏争，因此受
到当政者陷害，就在这次主持顺天府乡试
中，因录取举人曹蕃等人受到诬陷，当时
的朝廷也借此将其弹劾，把他谪到当时被
认为是个穷山恶水边远地区的福宁州 （霞
浦） 为同知 （现副市长级）。

万历二十七年 （1599），到任不足二
年的焦竑已年登花甲，垂垂老矣。政繁力
衰难以胜任，遂向吏部递了辞呈，回归故
里，不再出仕。此后二十多年，焦竑一直
在南京读书讲学和潜心著述。他的大部份
文史哲力作，都是这时候完成的。

焦竑一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猎涉
广泛，著作宏富。他在史学、金石文字
学、考据学、文献目录学、哲学、印刷出
版、佛教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他的著述
卷目有自撰、评点、编纂三大类计 79 种，
1020 卷，有 《澹园集》 （正续）、 《焦氏
类林》、 《焦氏笔乘》、 《国朝献征录》、
《国史经籍志》、 《皇明人物考》、 《逊国
忠节录》、 《玉堂丛语》、 《老子翼》、
《庄子翼》 等。他对明代的人物和当时人
的典籍著作尤其熟悉，如他自撰的 《国史

经籍志》，使有明“一代文献足征”。集辑
的当朝人物资料而成的 120 卷 《国朝献征
录》，使“当朝一代人物有传。”关于 《献
征录》，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
黄宗羲的高足全祖望在 《神道碑》 文中
说：回忆他的老师黄宗羲曾这样对他说，
他的父亲黄尊素被阉党陷害，被捕入狱
时，一再嘱咐黄宗羲要认真读书，“不可
不通知史事，可读 《献征录》”。黄宗羲的
另一高足万斯同，是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实

际编纂 《明史》 的总纂，他说，焦竑的
《献征录》 等，搜罗的传记很丰富，可供
史家采择。 《献征录》 六十一卷的“释疑
平冤，整饬法制”章节，记载了“王珣按
苏松，地方获‘盗’数千，王珣按其非
实，多所平反，有人诱以利，他断然回答

“吾不能杀人求进也”，足可为后人学习。
焦竑的史学著述，能受到史学大师黄宗羲
及其弟子万斯同、全祖望的重视，可不是
一般著作了。 《献征录》 等对 《明史》 的
能编纂成书，产生过重大影响，它在我国
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焦竑博精的学识，宏富的著述，远非
一般文人所能比及，他在中国历史上享有

“巨儒宿学，北面人宗”的崇高学术地位
与社会声望，黄宗羲在 《明儒学案》 中更
拿他与当时的大文士后七子王世贞比较，

说他“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
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
理学倡率，王弇州 （王世贞） 所不如也。”
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回忆焦竑的回忆录中写
道：“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
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 （按：
指焦竑曾中状元），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
是很高的荣誉……这个人素有我们已经提
到过的中国三教领袖的声誉”

焦竑是位很笃实的学者，他认为，
“先儒言，才学便有着力处，既学便有得
力处。不是说了便休。如学书者必执笔临
池，伸纸行墨，然后为学书；学匠者必操
斧运斤，中钩应绳，然后学匠。如何学道
只 是 口 说 ： 口 说 不 济 事 ， 要 须 实 践 ”
（《澹园续集》 卷四七）。在学术上，焦竑
还一反当时人的空疏，喜欢考证。他把古
今史事及在书籍中发现的错误汇编成了
《焦氏笔乘》、 《续乘》 和 《俗书勘误》，
其书上起先秦，下迄宋元，无所不及。

焦竑交游甚广，是个情深义重的人。
有着共同的志向、思想，使他们成为终生
挚友的就有李贽与徐文启。

李贽 （1527—1602），号卓吾。福建
泉州晋江人。是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儒学
大师、史学家和文学家。官至云南姚安知
府。一生著作几十部，最重要的有《藏书》、
《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与个性解
放的时代，领导这一时代潮 流的是被称为

“异端之尤”的思想家李贽。焦竑与他过
往密切，声气相投， 《明儒学案》 卷三五
中说：“（焦竑） 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
必是圣人，可有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
万历二十七年 （1599），焦竑辞官回南京
时，与早已神交时年七十四岁高龄的李贽
相聚。这一年，焦竑与李贽会见意大利传
教士、学者利玛窦。

焦竑与李贽思想的共同点，那就是孔
孟之道的叛逆者。焦竑和李贽都是以孔孟
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
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
都大力予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
对思想禁锢， 《四库提要》 卷一二五记
载，焦竑和李贽“相率而为狂禅，势至诋
孔子，而竑亦至崇杨墨，与孟子为难。”

李贽在南京时，焦竑在经济上不断接

济他，在学术上提供自己的
丰富的藏书，使李贽能完成
许多著作，李贽的重要著作
《藏书》，焦竑为他作了 《序
言》。焦竑因与李贽有共同的
异端思想，受到统治者及其
代言人的极端仇视和攻击，
甚至詈骂说：虽天地之大，

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 （《四库提
要》 卷一二五）。

万历二十九年 （1601），李贽应卸任
御史马经伦的邀请北上通州，1602 年，被
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奏以“肆行不
简”、“惑乱人心”罪，被逮捕关进锦衣
卫大狱，同时焚毁他的著作，是年三月十
五日，李贽在狱中夺取狱吏为他理发的剃
刀，断喉自刎，时年七十六岁，后被经伦
收葬于通州城北马厂村。挚友焦竑为他题
书并铭刻了“李卓吾先生墓”碑。

焦竑是徐光启 （1562—1633） 的恩
师，万历二十五年 （1597），焦竑受皇帝
之命，为国选拔人才，任顺天府乡试主考
官。36 岁的徐光启参加这次乡试，焦竑在
落选卷中看到徐光启的试卷， （焦竑）

“击节赏叹，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
名世大儒无疑也。”毅然决定将已名落孙
山的徐光启“拔置第一。”

徐光启后来的成就，证明了焦竑的眼
光与见识。徐光启后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
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毕生致力于研究天
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农学等自
然科学与技术，成为学贯中西富有远见的
明代科学家、政治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徐光启一生著述达 60
多种，有 《崇祯历书》、 《测量法义》 等，
他总结中国历代农业生产经验，编选了
《农政全书》，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徐光启终生不忘焦竑的知遇之恩，终
生尊焦竑为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光
启的后代人才辈出，其第十三代孙是位军
人，这位军人有一个外孙女名叫倪桂珍，
她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
———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

万历四十八年 （1620），焦竑在南京
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一岁。这位才华横溢
的著名学者，结束了他艰辛而又勤勉的一
生，但他的精湛的著述和光辉人格，却永
远为后人所纪念。

焦竑的传世著作，主要现存北京国家
图书馆，济南、南京、上海等图书馆及台
湾、香港，海外日本、韩国等地，并被翻
译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中华民族
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注 ： 1986 年 再 版 的 《霞 浦 县 志》
（旧） 焦竑被误植为“焦竤”。

曾当过福宁州父母官的焦竑
○ 游 艺 许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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