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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照 片· 1954 年，县文化部门根据洋
边、青福等畲村婚礼舞蹈原始动

作，加工整理成 《畲族婚礼舞》。1957 年参加全国
第一届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被摄入舞台纪录片。国
家邮电部也取材 《畲族婚礼舞》，印制邮票全国发
行。 （图为 1957 年进京汇演时所拍，孔庆荣供稿）

明代桃城辨略

桃城是三沙重要的古代遗存，张景骞
老先生和李继昌先生等人对此进行了论
证，认为它是唐宋时的建筑。张老先生在
《沿革考》 中引 《霞浦县志·山川志》 （民
国版，下同） “桃城”条说：“桃城。在
三沙北四里许。前明人居此，后遭倭，迁
居三沙。今三沙沿旧名亦称‘桃城’。”又
引 《霞浦县志·城市志》 “下东区”条说：

“其上有‘桃城’古迹，城右侧有大石如
桃形，故名。”接着马上得出结论
说：“从这两条条文来看，‘桃
城’并不是明代的建筑物，而是
有更悠久的历史古迹。”这两条条
文的记载十分清楚，“前明人居
此，后遭倭，迁居三沙。”怎么会

得出非明代的结论呢？看来是“前明人”
三个字有歧义。古汉语中，“前明”并不
表示“明以前”。如“前清”，是民国人对
清朝的称谓。再如， 《辞海》 对“前汉”
解释：“即西汉。”而古汉语要表达“某
朝代以前”，多用“先”字前缀，不用

“前”字。如“先秦”。因此“前明人居
此”说的就是“明代人在此居住”。这就
十分清楚，三沙古桃城，是明代人所居
住，在遭遇倭寇侵扰之后，搬到了三沙。

说桃城是唐宋建筑，李继昌先生在
《唐宋古堡———三沙古桃城》 一文中引用
了 《三山志》 的记载进行论证。 《三山
志·地理类海道》 说：“十三潮：泊桃
门筋竹山。西松山港……东三沙、烽火
寨。”这里出现了一个古地名“桃门”。所
谓门，即海道。李继昌先生说：因为桃门

“正对桃城之门”，所以“说明桃城在宋代
以前已经存在了。” （《唐宋古堡———三沙

古桃城》）
桃门在宋代是存在的，但这是否就表

明现今我们称之为“桃城”的那个建筑在
那时就已经存在了呢？为什么不是先有

“桃门”，后有“桃城”呢？再说，“桃
门”的“桃”与“桃城”的“桃”有没有
关联、有怎样的关联，并不清楚，但至少
现有的史料并不支持直接关联。 《霞浦县
志·城市志》 说“桃城”是因为“城右侧
有大石如桃形”而得名的，并没有说与古
海道“桃门”相关。从逻辑上说，李继昌

先生的论证并不严密，缺乏必然性。
古 海 道 多 以 陆 地 为 名。 因 此 ，

“桃”这个地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但
“桃”是不是现在的“桃城”呢？如果
是，它必定有城吗？桃门作为一个海
道，又是怎样“正对桃城之门”的呢？

在 《三山志》 中，三沙与桃门是
两个同时出现的地名。但三沙是明确
的村级建置，其辖区当大于今天三沙
镇地域，假如“桃”村在宋代存在，
那么“桃”村必定只是“自然村”，并
且仅邻三沙，就在三沙之后山。那么，
桃门所对的首先是三沙。为什么古海

道不是取名“三沙门”而取名“桃门”
呢？

《三山志》 记载“桃门筋竹山”与
“三沙烽火寨”是有一定距离的不同的地
名。桃门与筋竹山更近，而与三沙、烽火
寨稍远。因此，“桃门”所对的，根本不
是桃城或者三沙，“桃门”与今天的桃城
并无关联。

那么桃门与筋竹到底在哪里呢？
《霞浦县志·山川志》 记载：“筋竹

山。在高罗东。”“烽火门。在筋竹山
东。”这个记载有点不确切，因为在高罗
以东，并无属于霞浦的大的岛屿。但若理
解为东北或者东南，大致就对了。也就是
说，筋竹山在高罗和烽火之间。 《福宁府
志·地理志·山川》 和 《福宁州志·舆地志·
山川志》 （明代万历版） 都是相同的记
载。民国的志书作者们并未去校正它。

《福宁府志·地理志·海防》
在“福鼎县”条下记载：“烽
火门水寨，驻劄秦屿，与烽火
山对峙，两山矗立如门。在福
鼎东南九十里，外临屏风、筠
竹、大嵛、小嵛、七星、四礵
等山。”这个记载表明，清朝的
时候，烽火门水寨曾一度驻扎
到了秦屿。为了显示秦屿地理
位置的重要性，作者将周围大
的岛屿按螺旋状罗列了一遍。

屏风，就是现今的火
烟岛，又叫屏风山。
其北就是筠竹，即筋
竹山，暂列不说。再
北就是大嵛山、小嵛
山、七星列岛、四礵

列岛。我们将筋竹山圈起不论，
看屏风山以北都有哪些大些的
岛屿未被列入，这样就能明白
古筋竹山应该就是什么岛屿了。
《福宁府志·地理志·海防》 在
“霞浦县”条下记载：“三沙港
口。海湾泊渔船出入，外列长
表、短表、大目、小目等山
……”屏风山以北大些的岛屿，除去前列
诸岛以及长表岛、短表岛、大目岛、小目
岛，就只有紧邻的北澳岛和根竹仔岛了。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两个岛屿就是 《三山
志》 所记载的“桃门、筋竹山”。北澳岛
比根竹仔岛大，现有居民；根竹仔岛不
大，没有居民，但从地图上看，根竹仔岛
的形状恰像是一粒桃子！显然“桃门”是
因为岛屿形状像桃而得名，而筋竹山就是
北澳岛了。

从目前残存的古桃城形置来看，其所
防御的，是来自三沙海边方向的敌人。最
大的可能性是倭寇。从烽火巡检司寨的设
置历史来看，烽火岛始终是唐宋以至元明
清的军事防御重心，岂容近在咫尺的村级
行政中心三沙有大股的盗贼海匪存在呢。
而防御一般盗贼海匪，历代烽火岛的驻
军，足够了，根本无须筑城。唯一的例外
是明代倭寇的入侵。烽火巡检的边防军仅
几十人，无力对抗强大的倭寇。三沙在海
边，对倭寇的侵略毫无防御，因此三沙人
不得不搬到山上，筑城守御。

李继昌先生还引了三沙排塘岭边的摩

崖石刻，来印证桃城。摩崖石刻为南宋淳
熙八年 （1181 年） 所遗。但那只是修路的
记载，印证了三沙在宋代的繁荣，却与桃
城无关。

总之，就现有史料来看，桃城是明代
防倭时所筑，而非唐宋建筑。而宋代的桃
城所在，当如今天一样，并无居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桃城原在山
上，遭遇倭寇侵扰之后，桃城居民不是往
更远的山里逃去，而是相反，反而搬到了
三沙海边来。海边无城堡可守，倭寇再来
侵扰，拿什么防守呢？

古汉语记载，因省略过多，常常产生
歧义。这里就“前明人居此，后遭倭，迁
居三沙。”说两种可能。一种是：明代人
居住在桃城，后来曾经遭遇倭寇侵扰，不
过最终迁居三沙。另一种是：明代人居住
在桃城，后来遭遇倭寇侵扰，搬离了；而
讲闽南语的新的移民则迁居到三沙来。拙
见以为当是后一种，不过真实的历史可能
还要复杂些。对这句话的理解，关联到三
沙在明代以后的历史，是另一个话题，就
不赘说。 （黄书兴 摄影）

三沙历史考辨（下）
郑学华

大云峰寺位于下浒镇王家衕村清水
洋后山垅山坳之中，距下浒镇政府 6 公
里，前为霞浦六大寺之一。据 《三山志》
载：“云峰寺招贤里，梁太清元年(547)
置”，后几度兴废，宋庆历八年(1048)重
建，明万历十八年(1590)僧传广重建，清
乾隆十四年(1749)僧悟道重修，同治十八
年(1879)重建，民国四年(1915)重建前殿，
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民国三十七年
(1948)僧青光重修大雄
宝殿。1960 年因沿海
国防建设需要，寺为
陆军某部驻防，继后
又为海军某部接 防，
迨至 1990 年部队奉令搬迁，寺产归还佛
协会。是年 8 月，僧青光及弟子僧世智重
修今所。

全寺坐北朝南，北倚和尚帽山麓，
其主体建筑分布系八扇、三进重檐悬山
顶式砖木结构院落，占地面积 2500 平方
米。殿堂、楼阁金碧辉煌，严谨错落，
主次分明，井然有序，飞檐翘角，盘璇

斗拱，轩然奇特。前院为现代建筑，并集
古今寺院建筑艺术浑然一体，进山门映入
眼帘的便是窗明几净的僧舍楼房，东西两
侧建有“九莲阁”、 “钟鼓楼”；二进头
殿为天王殿，中殿为大雄宝殿，东西庑为
斋堂、积膳厨，后院建有祖师堂等。

寺内保存有宋代石槽一只，明代石础
八个、大力士浮雕一块、石刻屏幅一对，
上刻：“灵山野鹤有时来，觉苑禅云终日

在。”以及清道光年间，
临济正宗宗□、海□禅
师墓碑和大云峰寺住持
比丘墓塔石构件。

寺南面有一座石古
塔，始建年代无考，为楼阁式七层六角实
心石塔，通高 6.26 米，由三部分组成，
最下部是塔基，中间为七层檐塔身，最上
部是塔刹。台基为自然岩石，上铺青石须
弥座，上下叠涩，中间微束，雕有云纹图
案等。塔身直接坐落在须弥座上，共七
层，向上逐层收缩，每层六角叠涩出檐，
六面均镌刻纹像、文字等，大都漶漫不

清。惟有第三层东西两面留有“清嘉庆
六年六月吉旦”、“住持比丘□□重建”
字样。塔刹在第七层塔身的檐顶，为葫
芦状。1981 年 5 月被霞浦县人民政府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登古塔山岗俯瞰，清水洋百亩田
畴，阡陌纵横；石崇岗山脉拱抱寺东，
金甲神山脉环绕寺西，塔山峰为寺前天
然屏障；寺周岩窟出奇，群峰俊秀，幽
隽多姿，寺隐其中，素有天然“燕窝”美
称，富有“青山隐寺古萧萧，静闻夜鸟独
鸣霄”之感。

大云峰寺
雷谢清

沙 江 镇
梅 洋 村 是 南
宋 绍 定 壬 辰
科 （1232 年）
进 士 、 刺 史
韩 伯 修 的 故
里 。 二 〇 〇
九 年 ， 岁 次
己 丑 ， 时 值
榴 月 ， 我 们

一行慕名造访这个韩刺史
后裔聚居的村落。村子里
仍然保留着连片的古民居，
走在石板或石子铺就的闾
巷中，仿佛时光倒流。

此次梅洋之行的最大
收获，当是发现几座老宅
中保留下来的牌匾，其中

“贡元”匾保存得最好，它
与清代的学校、科举制度
息息相关。

该 匾 左 边 的 文 字 是
“钦命国子监祭酒提督福建
全省学院加五级随带加一
级记录十二次吴保泰为”，
中间为“贡元”，右边是

“贡生韩履云立 咸丰乙卯
科乡荐中式第一名”。

先说左边的文字。它
表明了授匾者及其职官。
吴保泰，字南池，号和庵，
河南光州人，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庚子科进士。初
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
（1855 年） 升任国子监祭
酒，同治元年 （1862 年）
由祭酒升詹事府詹事。历
任广东、福建、浙江提督
学政。“国子监祭酒”，即
主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长
官。“国子监”为清代最
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
构的职能。“提督福建全
省学院”即福建提督学政，
也就是主管福建省学务及
考试的教育行政长官。清
代的提督学政一般由翰林
官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中
选派，三年一任。

再说“贡元”。清制，
童生经过县试、府试和院
试三级考试成绩合格者，

称为生员 （即秀才）。生
员可以经提督学政的考
选升入国子监读书。因
为是“贡献给朝廷”的
生员，故称贡生。 清
代的贡生有拔贡、岁贡、
恩贡、优贡、副贡五种，
合称“五贡”。据 《霞浦

县志·选举志》 记载：顺治
二年定府学岁贡一人，县
学二年一人。雍正五年，
拔贡定为六年一次，乾隆
以后改为十二年一次。贡
生名额很少，且选拔的间
隔年限又长，对一个府、
州、县来说，每次大都只
有一名，因而被选上的也
就 是 第 一 名 ， 故 称 “ 贡
元”。（“元”是第一的意思）

最后再看右边的文字。
科 举 时 代 考 试 合 格 称 为

“中式”。这段文字的大意
是：韩履云在咸丰乙卯科
（1855 年） 举行的贡生选拔
考试中，成绩合格，并且
获得福宁府或霞浦县的第
一名，时任福建提督学政
的吴保泰授予“贡元”匾
额，以资表彰。但民国版
《霞浦县志·选举志》 将韩
履云列入道光年间的贡生，
恐县志有误。

以上解读，不知可否？
请方家指正。

对
一
块
牌
匾
的
解
读

吴
国
雄

本性禅思录 ( 2 )

山 不 在 高 ，
有佛则灵。山若
在高，有佛不是
更灵吗？

在灵山之上，
多有名寺，信者，
多不畏山高，虔
而朝礼之。

因为体质或
耐力或决心等原
因 ，有人 登山 ，
也有人坐轿。

有坐轿，就有抬轿的。
有次，朝礼龙 岩天宫

山，数千个台阶，同修力劝
末学坐轿，末学婉拒之。我
在想，坐轿，不仅于己不利
也有害他人。本来，自己登
山，只要自己一人不摔倒，
便不摔倒人。倒了也只倒一
人。而坐轿，是两个人抬，
要两个人都不摔倒，自己才
不会摔倒，因此，不摔倒的
比例降低了 50%，摔倒的比
例增加 50%。而且，一旦摔
倒，摔得更重更惨，因为，
我们离开土地了，而且，高
度增加了。因此，坐轿者的
安全性降低了，危险性增加
了。不仅如此，坐轿一旦摔
倒，便是摔倒三人。这些，
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如从人性上看，自己坐
轿让人抬轿，实在于心不
忍。自己坐在轿上，懒懒地
躺着身，高高地仰着头，看
天、看山、看云、看路边的风
景，好不悠闲、好不自在，而
抬轿者呢，低着头，弯着腰，

眼睛仅盯
着脚底台
阶，喘着
粗气，冒
着 汗 水 。
坐轿于抬
轿，两者
差别何其
大也。

轿夫的辛酸，无需从其
抬轿上看，只须我们观察其
形象即可略知一二。因为日
晒风吹雨淋，他们多黑黑的
瘦瘦的。由于日日精神紧绷
肌体紧绷，因此，脸上总是
毫无笑容，身体总是战战兢
兢。轿夫的脚板，总是老茧
重重，五个脚趾，如五株老
竹之节，随时要扎长到土地
中一般。轿夫的头发，极少
有黑润的。

许多坐 轿的 朝 礼者 会
想，还好，我是坐轿者不是
抬轿者。但因果轮回，谁知
道呢。当我们上山礼佛，却
坐着轿子，间接地奴役他
人，这时，我们的虔心，是
否受到了考验和挑战。当我
们坐着轿子，看着轿夫，没
有惭愧，没有悲悯，甚至心
生得意和傲慢，以为自己高
高在上，却不知，借助的是
轿夫的肩膀。这时，我们的
功德是否被严重地消减呢？
而相反，轿夫虽苦，却锻炼
了坚强的身体与顽强的意
志。他们每天服务于朝礼
者，积善积德，每天服务于
山上的寺院，与佛与法与僧
结缘。因此，对轿夫而言，
山路早晚会不在是辛苦与沧
桑之路，而是快乐于幸福之
道，因为，此道将引领他们
走向前头的清净寺院与未来
之佛国净土。

看
到
轿
夫
不
忍
坐
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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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民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的经历有
许多相似点，例如我们同为六八届初中毕
业生，也就是所谓“老三届”最低一届学
生，我们在中学里经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文革”初的动荡，而后上山下乡，
再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乡村教员。我
们都喜爱写作，因写作而改变人生途径，
走上一条命定之旅，至今犹事笔耕。虽然
有许多共同，以往我们并未接触，彼此陌
生。有一位友人带着陈树民的书稿，把他
介绍给我，这位友人很可能就是陈树民小
说 《忐忑人生》 下篇里多处写及的“县委
宣传部老杨”，我与该友人当年相识大约
就在小说描写的那段时间前后，因此读来
别有感慨。我本人写小说，自知小说人物
与现实中人不能对号入座，我的联想也许
不确，但是情不自禁，其中一大原因在于
陈树民这一小说的纪实风格，以及它所描
绘的那段历史。

《忐忑人生》 为本书主要作品，它是
部小长篇，十三万字篇幅，介于刊物发表
的中篇小说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之
间，因此于发表或出版都有所不便。陈树
民写作多年，自然了解行内状况，我相信
他笔触略加展开，写到二十来万字也很容
易，那样的话可能好出，但是他并不介意
于此，这可能是他写作个性的一种表现。
我知道陈树民创作时已将所描绘的生活小
说化了，但是感觉上我还是倾向于把这部
小说当作一本自传来读，觉得陈树民是在
写他本人的故事。 《忐忑人生》 里的主人
公“我”早年随父母来到海边渔镇，父母
的单位收购鱼，渔汛到来时，黄瓜鱼像黄
瓜浪样从海上一潮潮涌来。主人公在渔镇
里成长，经受了当年历次政治运动给家庭

和个人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文革”使
一切都变了，少年主人公感觉到一种莫名
的兴奋，他写大字报，参加串连，在火车
车厢里捉衣服上的虱子，感受父母被批斗
的冲击，见证社会上的派别纷争直至武
斗。文革后期他当知青，在乡下种地，为

“九一三”等事件震撼，而后读师范，当
教员，经历丧父等家庭不幸，自己建立了
家庭。改革开放新时期变化巨大，他离开
教师岗位，成了县报编辑，他的笔下波澜
起伏，记录了
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大事，也
目睹了一任任
地方官员的起
落悲欢。他写
诗 ， 编 副 刊 、
月末特刊，与当地以及外地到访的诗友交
往，与此同时他的生活悄然生变，妻子离
他而去，因为感觉他是个不现实的人，总
活在自己的梦里。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女
儿不负其倾心培养教育，小小年纪就读省
艺术师范，十九岁毕业前夕出版了自己的
一本书。主人公在小说的最后部分经历病
痛，终于与一位旧日同事重续旧缘，建立
了新的家庭。他与文友在一个叫“木茗草
堂”的茶楼相聚，相约办一本 《逐梦》 文
学杂志。他在香港探亲返回的飞机上相遇
故人，萌发把过去那些事写下来的心愿，
于是有了 《忐忑人生》。

我在这里拼接陈树民小说主人公的人
生轨迹与故事，这些故事令我共鸣，因为
它唤起了我的许多记忆，那种记忆只属于
我们这一辈人，某些特定内容甚至只属于
陈树民与我这一年龄者。不论小说里的

“我”与其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多少对应点，
陈树民在小说里写出了我们这辈人共同的
步履，唤起了我们的共同记忆，以及与之
相伴的我们曾经有过的梦想。我们这辈人
各自的人生历程与体验互不相同，却又息
息相通，共生于一个大环境下，度过颠簸
周折，在内心深处希望着追求着，或称梦
想着。我可以在这部小说里非常强烈地感
受到往昔的这一切，或许这部小说的意义
与价值俱在于此？读陈树民这部作品时我

一再问自己：面
对当下一个全新
的世界，我们当
年那点事儿算什
么？除了我们自
己，还有谁想知
道？谁愿意去读

它？我相信陈树民在写作时也会这样自
问，如我一般。 《忐忑人生》 主人公的人
生故事最后落于 《逐梦》，这应当是陈树
民给出的答案。我们当年那点事儿已经远
去，飘散于天空，却也留有一些痕迹，如
星光于天际闪烁，这就是那一辈人的梦想
与追求，他们的努力与坚持。当下自以往
而来，每一代人的故事各不相同，精神和
感觉却可相通，有如我们今天依然为古诗
感动。我感觉陈树民笔下主人公的逐梦精
神给了这部小说一个有力支点，小说因此
而立。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个人感觉，或者
也是作者的主观意愿？毫无疑问它散布在
小说里，时而跳跃而出与我邂逅，只不过
我还希望它能更加集中和强烈，从而更显
鲜明。

陈树民的写作颇具个性，显然他十分
忠实于自己的经历与感受，笔下坦诚，不

受太多纷扰。以我所见不少作者写作中多
存纠结，下笔总想读者会接受吗？编辑感
觉可好？主编会不会通过？我本人写作也
常不能摆脱。显然陈树民更放得开，其写
作更听从于自己的心声， 《忐忑人生》 给
我这种感觉，这本书的其他作品也异曲同
工。书中的 《乡村四季》 分 《春末》、
《夏夕》、 《秋山》、 《冬日》 四篇，四篇
里的故事与人物各不相同，偶尔点到的历
史背景也不一样，它们组合一起，一眼看
去似乎相同的只有乡村背景，读之则有一
种共通的乡韵流淌其间，表现方式比较少
见。 《栗色马》 等一组小说给我的阅读感
觉更其独特。陈树民书中作品多为我们熟
悉的写实之作，由于教育背景与阅读习惯
等缘故，写实手法为我们这一辈作家普通
接受与使用，陈树民大体也不例外，但是
他却写了 《栗色马》 等一组极不相同的小
说。这组小说的人物都是“我”：“我”
在 《栗色马》 里骑着马在历史与现代间往
来；在 《病人》 里因为一幅风景画远行，
有了梦幻般离奇经历；在 《到乡下种玉
米》 里灵魂出窍般于夜间出没乡村古宅；
在 《迷失》 里不断进入别家住宅寻找自家
的房子。这是魔幻现实主义，是先锋派现
代派，是穿越，或者该叫什么？我的文学
理论素养不足以为之定位，我的阅读与写
作习惯与之有所距离，但是我能感觉到它
表现了陈树民创作的另一面，显然他不满
足以既有，他愿意另僻蹊径，寻求新的表
现形式和突破。他一直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这无疑难得。无论过去、现在或者未
来，梦想于我们都弥足珍贵。

（此文系福建省作协杨少衡主席为陈树民的
《忐忑人生》 一书所作的序）

记 忆 与 梦 想
———读 陈 树 民 作 品

杨少衡

由申闽 生同志主
编的 《新四军、长江
支队与霞浦》 一书于
2013 年 8 月 1 日建军
节正式出版。正当人
们对霞浦这块曾经被太阳和鲜血燃
烧的红土地逐渐淡忘和冷却时，编
者为我们重新吹响了集结号。该书
以 60 万余言的真情实录, 为同在八
一军旗下走过的两支队伍———霞浦
籍新四军战士和长江支队队员树立
起一座历史丰碑，使我们这些后来
人能为之景仰。

该书以大跨度、广覆盖、全景
式的崭新视角，再现了新四军、长
江支队革命先辈们在霞浦这块红土
地上战斗和建设的矫健身影。硝烟
弥漫、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劳动

号子，交相辉映。他们的革命风采，
使读者为之壮怀激荡。

该书始终以宣扬党的崇高目标
为宗旨，不管是写人记事，或是抒
情感怀，都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听
党召唤、艰苦奋斗、一心为民、勤
政廉洁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给
霞浦这块红土地留下了史诗般的美
好记忆，使读者产生崇高的向往。

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是，第一次
把因受时代政治的限制，被历史湮
没了整整 60 多年的霞浦籍新四军
273 名和长江支队 127 名壮士芳名，

通过编者认真细致的考
证采录，重新真实鲜活
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还
原了霞浦这块红土地的
真实历史。让我们对这

些曾经为霞浦的解放事业抛头颅、
洒鲜血的革命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吧。

开 卷 有
益。我们正处
在一个充满梦
想的新时代，
愿该书的出版
能作为霞浦这
块红土地上的
人们实现伟大
梦想的精神引
领者。

红 土 地 的 赞 歌
———写在《新四军、长江支队与霞浦》出版之时

启 迪

明代三沙港北山坡上，有一古
城，曰桃城。

城中住着陶、李、梅三姓人家。
陶家早年未育，上山求桃仙姑，不
久妻生一女，面如桃花，人称桃花
女。陶翁曾任山东登州卫游击，因
不满奸臣当道，辞官回乡，桃花女
从小随父习武。

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沿海。一
天，倭寇从浙江南下，官兵战败，
桐城沦陷，直指桃城，桃城无守
兵，危在旦夕。陶翁提议组建民
团，立刻得到三姓村民赞同，民团
公推桃花女为首领。

一日，山下走来一大汉，边走
边赏花，忽闻人喊：“有水牛相斗，
快闪开！”只见路旁有两水牛犄角相
斗，行人纷纷躲避。

大汉见状，纵身跃到牛身前，
伸出铁钳般双掌抓住两牛之角，大
喝一声：“开！”活生生将两牛掰
开。村民见之，无不喝彩。陶翁闻
之，赶来挽留壮汉协助训练民团。
此壮汉系韩城人，名王春，经桃城
村民盛情挽留，决定在陶家住下。

一日，倭寇攻打桐城，桃花女
同妹妹一同前往探听敌情。

到了桐城郊区，一打听，知倭
寇已逼近秦屿卫所。两人行到一山

坳，见有倭寇追杀村民，急亮剑，
杀死倭寇，探得实情，急返桃城。

李翁负责修固城堡，一时难以
备足修城石料，心急万分。

桃仙庙里的桃仙姑，本为桃城
保护神，乃召集部下 神将，说：

“我等地方神，受村民香火供奉，理
应为民分忧，今倭寇要犯我桃城，
修城墙缺石料，吾当助之。”乃率

黑、白二将前往万石山，施法力将
石料变成猪仔，赶往桃城，将至卯
时，大部分猪仔已到桃城，尚有一
些落后，行至狗头岭，鸡鸣破天机，
岭上猪仔尽现石形。如今，还可见
到此处形似猪仔的乱石遍布。

李翁因石料之事，彻夜难眠，
想不到天亮时，见城外四周堆满石
头，心中大喜，知是桃仙姑所助。

倭贼进攻青湾堡，堡上官兵寡
不敌众，堡巡检以身殉职。倭寇兵
临桃城，桃花女令王春率团丁出击，
倭寇死伤几十人，只好撤退。

倭兵败退，报告倭酋麻生三郎，

麻生亲自率众攻城。桃花女命团丁
抛下石头、滚木，倭寇死伤过半，
退扎城外。桃花女在城头察看敌情，
见敌营有炊烟，知敌在做饭，决定
趁倭寇饥饿待食之际，打他措手不
及。立即兵分三路，从左右两侧杀
入敌营，敌寇死伤百余人。

捱到天亮，麻生爬到山上偷窥
桃城，见桃城高大坚固，易守难攻。

正发愁，见部下抓来一樵夫，急
问城内情况，樵夫说：“城内有
兵数千，首领桃花女是桃仙转世，
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你们想
攻城，就等后世吧！”。麻生听了，
哈哈大笑。原来麻生误将“后世”

听作“后势”，便用少数贼兵，佯攻
正门，亲率主力，攻城后门。后门
因修城时石料不足，有一缺口为泥
土所夯，被倭酋识破，用木柱撞开
缺口，蜂涌而进。城内团丁奋力抵
挡，桃花女知倭寇主力在攻后门，
前门兵力薄弱，率团丁从正门冲杀
出来，杀得倭寇鬼哭狼嚎，只剩麻生
几人侥幸逃出，乃惊叹：“桃花女果然
是神女也！”率残兵向海边逃去，从
此倭寇不敢进犯桃城。

桃花女英勇机智、抗击倭寇的
故事，数百年来一直在三沙民间广
为流传。

桃花女抗倭
李继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