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霞浦县沙江镇竹江村
举行“阿婆走水”活动

5 月 5 日，霞浦县沙江镇竹江村举行
“阿婆走水”活动，纪念海神妈祖诞辰 1053
周年，吸引了众多乡民以及摄影爱好者前往
观看。霞浦沿海 10 个乡镇，信仰妈祖者甚
多，每年必祀妈祖。由此形成了霞浦县妈祖
信仰独有的民间传统习俗。 （林 强）

霞浦县举办首届民间藏品展览

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5 月 17 日，霞浦
县博物馆举办首届民间收藏品展览。此次展
览为期三天，参展的民间
藏品 368 余件，种类繁多，
包括了瓷器、书画、老照
片等，吸引了广大市民前
来观看。县领导到现场进行观看和指导。此
次展览彰显了霞浦地方的文化特色，为市民
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大餐”。（霞浦县博物馆）

易学专家江国樑到我县讲学

5 月 5 日，省易学研究会副会长江国樑
到我县讲学。江国樑教授向我县易学爱好者
和研究者讲授了 《易经》 的基本知识，引导
大家在学 《易经》 过程中，要熟悉和掌握博
大精深、玄奥善变的易学基础内容。

江国樑著作颇丰，他发表的 《二十世纪
科学未解之谜》、《易学中的“光———气学说简
论”》 等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得到钱学森教授
和海内外知名学者的关注和好评。（黄亦钊）

省文联到霞浦采风
4 月 14 日—15 日，省文联一行到霞浦采

风。期间，省音协副主席章绍同在霞浦大京三
沙等地进行文艺调研，我县宣传部长周平、
文体新局局长高建、教育局副局长陈锦燕陪
同参加。省音协与霞浦音协携手为当地百姓
送上一台异彩纷呈文艺表演，丰富了群众的
文化生活。

4 月 15 日，省作协主席杨少衡在霞浦一
中诗歌朗诵基地举办文学讲座。我县喜爱文
学的青年聚集在一起聆听，收获匪浅。

（霞浦县文联）
汤养宗诗歌获《诗刊》
2012年度诗歌奖

5 月 30 日，“张浦杯”《诗
刊》2012 年度三项诗歌大奖颁奖典礼在京举
行。汤养宗《立字为据》获《诗刊》年度诗歌奖。
空林子的《浣溪沙·见友人两鬓斑白有感而作》
获得《诗刊》年度诗词奖。评委会认为，汤养宗
的《立字为据》意蕴深沉而诗兴轻逸，能量充沛
而设喻精奇，体现了自然洒脱、想象灵动的艺
术特点。祖籍霞浦的女诗人空林子的诗词透彻
冷峻、空灵洒脱，恰到好处的表达与微妙的心
理呈现，韵味苍凉悠远。

（霞浦县作协）

王雪森荣获 2012年度
《中国楹联报》“十佳攻擂高手”称号

霞浦县楹联学会会长王雪森自 2008 年以
来，积极参加省内外征联活动，多次荣获高
等级奖项，今年又获 2012 年度《中国楹联报》

“十佳攻擂高手”称号。 （霞浦县楹联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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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去年 9 月 14 日台湾马
英九说，他最近在搜集钓鱼台史料时，看
到前台湾知府周懋琦写的 《全台图说》。
马英九引用了 《全台图说》 里面清楚记载
的“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
余”。重申钓鱼台主权不容置疑。 《全台
图说》 还对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淡
水厅、澎湖厅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各行政县的设置作
了具体说明。 （其实早在清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年） 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 《坤舆全
图》 就有钓鱼岛。）

周懋琦，字韩侯，号子玉，安徽绩溪
人，曾两度任福宁府知府、台湾府知府。
1862 年(同治元年)，周懋琦以监生的身份
到台湾主事军务。次年，在台参谋军事期
间，因协助平定戴春潮事件有功，升为员
外郎分部候补，并赏加四品衔。1869 年
(同治八年)，首次任福宁府知府。周懋琦
到任之后，即批阅旧志，熟悉地情，亲临
属县调研考察，经常深入民间，很快就找
出制约福宁发展的症结，并提出兴修道
路，开展多种经营的主张。在任短短的二
年中，经他督促整修的霞浦境内道路有 6
处，桥涵 2 座。他还亲自督促重修杨家溪
桥。据周懋琦撰写的 《重修杨家溪桥记》
记载：杨家溪桥建于明天顺四年 （1460
年），至乾隆十六年 （1751 年） 崩于水，
二十七年 （1762 年） 重修后不久毁于洪
水，此后近百年“而桥仍以渡哉”。同治
八年 （1869 年） 冬，周懋琦来典宁郡，杨
春荣等因拔贡生张国纶为余言，重建杨家
溪桥之举，历三月而工如竣，董其事者为

郡人庠生杨春荣、武生周步青、周步衢、
谢鸿鑑、潘思仁等人。还记载有：桥阔一
丈，长四十数丈均砌以石，桥之东有亭，
亭以外大路。周懋琦在同治九年九月再次
访杨家溪桥时，发现桥之第玖堵被该处附
近居民毁坏，为了更好的保护这座修建不
易的杨家溪桥，又亲自撰写 《禁欸》，严
禁“石块乱击桥……桥下设有排路可以由
路撑行，不准撑排之人将竹篙铁头乱搅”。
并严禁“附近居民亭内不准堆积柴草，上
溪边禁录杂木，并难民流丐聚宿，各宜凛
遵，毋远特示。”

周懋琦十分体恤百姓生
活。据民国 《霞浦县志·惠政
志》 记载：敬节堂。霞浦浑
朴，比户多习诗书，妇女亦崇
节义，唯苦节之妇往往乏食不
继，时有冻馁之虞。同治九
年，郡守周懋琦、县令汤箴卫
商办恤嫠之举。将西郊白衣堂
改名“积善堂”,乡为敬节办公
之地。将牙户应缴府、县规
费，并历年各户认捐牙饷，积
成巨款，发与生息，购置产
业，为常年恤嫠经费。立章
程，定名额，作久远之计。时董其事者西
社章大珠等、东社王师礼等、南社王汉英
等、北社卢庆瑜等，十有六人。分别四
社，按月轮值发给。总理稽查，则举人吴
玉书、拔贡张国纶任之。

周懋琦一生重视文化修养，其治学成
果丰硕。周懋琦虽为官在身，但仍勤于治
学，在青铜器铭文、地理学、经学、古音

学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成果。他编撰
《荆南萃古编》、 《全台图说》、 《渔洋山
人精华录训纂补(11 卷)》 等书；撰写 《安
平第一桥》、 《重修杨家溪大桥》 等碑文；
校跋《古周易订诂》、《音学五书三十八卷》、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易通变四十卷》。
同时，他在研究 《水经注》 方面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
学家陈桥驿 《水经注研究》：“第四章、
历代水经济刊刻研究概说；第五节、清代
之水经注；四三、周懋琦校本。”陈桥驿

在 《历史上徽州郦学家的 < 水经注 > 版
本》 中说：“在历史上，徽州郦学家有 9
人，除郦学大家戴震和胡适之外，程大
昌、吴瑖、孙无挠、项絪、黄晟、马日
璐、周懋琦等都曾对郦学版本刊刻校理作
出过贡献。” 《胡适日记全集》：“1944 年
11 月 11 日：光绪七年(1811 年)周懋琦作
《水经注汇校》 序……”。

周懋琦不仅勤于政务，还十分重视文
化教育和人才培养。据 《霞浦县志·惠政
志》 记载：九年 （注：应该是光绪二年至
五年间） ,郡守周懋琦回任，阅近圣书院考
卷，批云：“该邑文风，依然不振。由于
官师不能提倡，致经学全无根柢，汉、唐
诸家经疏及清代诸老著述，不但未阅其
书，且并不知其名。”遂特筹专款生息，
作经课膏火，并购置钦定 《三礼义疏》、
《四经传说》，汇参通志堂、学海堂 《经
解》，另发自置之桂氏 《说文义证》、 《广
韵》、 《集韵》 诸书，汇藏于书院室中，
以供书生研究。并就 《学海堂经解》 提出
段氏 《说文注》、王氏 《广雅疏》、 《经传
释词》 等种,用朱笔签出，分令诸生抄读，
以冀识字。所藏各书札,饬学官交在院卢生
庆宝管理，月给薪金。嗣以经课无成效，
恐制艺、试帖反因之荒陋，遂将经课停
罢，专课一文一诗，而在塾定额缩减为十
六名。

1881 年(光绪七年)，任福州船政提
调，同年以监督的身份带领中国第二批海
军留学生陈伯璋、陈才踹等 10 名分赴英
法学习驾驶、制造。1886 年，李鸿章再从
北洋水师学堂选取学生 10 名，从福州船
政局选取驾驶学生 10 名、制造学生 14
名，由周懋琦率领第三批海军留学生赴欧
留学。

周懋琦一生建树颇多，限于篇幅，以
上拙文仅是将目前所搜集到关于周懋琦生
平的内容加以整理，希望籍此得到方家关
注，使我们的研究考证工作得到进一步完
善。

把钓鱼岛写入 《全台图说》 的福宁知府周懋琦
吴春明

5 月 19 日， 《美丽中国·霞浦滩
涂》 邮票在我县举行首发仪式，发行
后将在全国 5.7 万个邮政网点和国际
邮联 167 个成员国公开发行销售，向
全国、全世界打开美丽霞浦、美丽宁
德的全景视窗。

《美丽中国》 普通邮票 1 套 6 枚，
“霞浦滩涂”是其中的第一枚，其他五
枚分别为湖南张家界天子山、海南三
沙七连屿、辽宁盘锦红海滩、江苏兴
化垛田、广西龙胜梯田等特色风光。
这是中国邮政继 2002 年发行普 30

“保护人类共有家园”与普 31“中国
鸟”普通邮票后，间隔 10 多年再次发
行的普通邮票。

《美丽中国·霞浦滩涂》 邮票的发
行不仅填补了宁德地方题材邮票的空
白，更是对霞浦滩涂独特生态之美的
充分肯定。对于宣传宁德推介霞浦，
扩大霞浦滩涂摄影文化的对外宣传交
流，打造宁德 （霞浦） 国际滩涂摄影
基地具有重要意义。霞浦滩涂摄影产
业的发展将赋予这片土地更深厚的文
化底蕴与商业前景。 （本报记者）

霞浦滩涂风光入选中国邮政《美丽中国》普通邮票

“2013 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
三节庆暨福建第二届三月三畲族文化
活动节”于 4 月 13 日至 14 日在我县
举办。期间，举办海峡两岸
民族乡镇发展交流会、“山
哈杯”民歌赛、“三月三”联欢
大会等。参加这次活动的有
省市领导、专家和各地少数
民族代表、港澳台嘉宾、媒
体记者等 500 多人。三月的
春风吹拂着明媚如花的节日，
三月的阳光照耀着民族团结
的舞台。赛歌会上畲族少女

低吟浅唱，曲调悠扬，畲族男歌手歌
声嘹亮，共同表达了畲族同胞的心
声。 （筱荷）

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三”节庆活动在我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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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敏，就业于宁德市烟草物流有限公司霞浦中转
站，工作之余，把玩根艺，并收藏诸多上乘素材兼有创
作。今特刊出佳作数件，以飨读者。

张 灵 敏 根 艺

根的艺术，来自大自然，
蕴藉作者的灵感、构思与创
作。顺其自然是根艺的最高标
准，根艺作品无须强求它象什
么，可以“似是而非，似非而
是”，然所要留心的是韵律、
节奏、纹理、线条、团块、洞
孔、质地……具有内涵意味的
抽象之美。 ———编者

奇石，系指天然形成
的形状不一般的石头，其
材质、造型、色彩、花
纹、肌理等不同寻常，除
了满足人们猎奇及审美情
趣之外，可供观者收藏把
玩，并具一定的经济价
值。在我国历史上又称之
为怪石、丑石、珍石、异
石、孤赏石……

奇石作品是形象艺术
与心境艺术的交汇，是天
然艺术妙趣和生命自然本
质的缘合。

———编 者

林
汝
恭
奇
石

时间的张力 75×50cm 香樟

部落头饰 35×20cm 阴沉木

演奏 130×70cm 阴沉木

梦圆 170×85cm 阴沉木急流勇进 150×65cm 阴沉木

唐僧弘法 16×12×13cm 霞浦玉

忠义千秋 35×16×58cm 彩灵璧

射箭运动员 17×10×18cm 九龙壁

达摩 13×8×24cm 九龙壁

麒麟送子 48×38×20cm 灵璧石龙腾盛事 56×30×21cm 彩灵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