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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人的海运传奇
石狮人的
海运传奇

侨捐电力设施
为家乡点亮明灯

11 月 12 日，
“ 宋元中国看
泉州 海丝航标看石狮”世界文
化遗产点宣传系列活动在我市
举行。
千百年来，石狮人沿着“海
上丝路”走向世界各地，留下了
许多传奇的故事和珍贵的“海
丝”遗迹。本期《闽南故事》就
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石狮磅礴大
气、
荡气回肠的海运传奇。

那些与
“船舶
船舶”
”
有关的故事
在石狮乡间流传着许多
创办“源顺”商号，从事海上
关于“船舶”的传说，从侧面
运输贸易，蔡亚龙继而发扬
反映出旧时石狮海运的兴
光大。青年时期，他便带领
盛。
渔民开辟北至中国的大连、
清朝时期，永宁古卫城
旅顺和境外的日本，南至东
内有一间永进商行，其鼎盛
南亚地区的多条航线。其
时拥有大乌槽五艘，最大的
中，开辟的新加坡航线更是
乌槽船可装每袋 180 斤的大
石狮远洋航运史上的先例，
米一万袋。该商行在青岛、 掀开了中国与新加坡航海史
天津建立货栈、小码头，曾捐
的第一页。蔡亚龙被称为
资参与重修天津妈祖庙，财 “祥芝船王”不仅因为他拥有
力雄厚。
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更
祥芝船王蔡亚龙，其父
因他将古代泉州造船技艺提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多
处设有船只修造厂，其铸造
的 多 桅 帆 船“ 万 顺 ”可 承 载
1600 多吨货物，远比郑和下
西洋时所造的战舰更为巨
大，开创了泉州东南沿海建
造大型帆船的先例。
蚶江镇锦江村海边有一
片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古厝
群，其建造者是清代蚶江颇
负盛名的郊商——万吉行郊
的创办人纪隆草。当时，正
处于蚶江鹿港对渡的黄金时

代，相传万吉行鼎盛时期，有
100 艘运输船往返于蚶江和
台湾之间。后来万吉行郊不
断发展，船工多，船上的物品
也 多 ，纪 隆 草 谋 划 着 建 房 。
道光初年，纪隆草填海修建
了 18 座皇宫式大厝。

然而，
梅林港的海交贸易活跃
异常，港边设有很多商行、货
栈，
外高、
金埭置有不少旅馆、
客舍。其时，
泉州大通轮船公
司、
捷益商行船务部在永宁港
边、梅林建造许多仓库，堆积
大量货物。不少商家在永宁
开设轮船代理行，
厦门太古轮
船公司在永宁港外高垵停靠
葡萄牙
“胜罗沙号”
小火轮，
运
送华侨返回侨居地，晋江、安
溪、
永春、
惠安、
厦门、
同安、
南

安等地侨客纷纷到永宁等候
船期。由于当时交通断绝时
间较久，乘客极拥挤，一艘小
船满足不了需要。因此，
几天
后轮船公司再派“安庆”号客
轮和“张家口”号货船来外高
垵接客，两次共运送 1600 余
人。1940 年日本侵略军登陆
永宁，制造了“七一六”惨案，
梅林港所有商船渔船被烧毁
一空，海运及贸易繁荣 期 遂
告结束。

如今，石狮人的家门口
就有“世遗”，为海洋文化的
传承带来了新契机。我市将
围绕海丝文化、闽南文化、生
态文化等多元文化，打造世
界“海丝”航标文化旅游目的

地，让丰富生动的海丝文化
资源，通过优质文旅项目的
生成，切实转化为文旅产业
效益，也让石狮市民更加了
解 海 洋 文 化 ，提 升 文 化 自
信。
（记者占婷 颜华杰）

永宁港之兴衰
石狮除了石湖港、祥芝
港等港口，曾经永宁港也颇
负盛名。南宋绍兴年间，永
宁与后渚、石湖、安平并称为
泉州四大商港，因此当时在
宝盖山上兴建了关锁塔，作
为商舶往来的重要航标。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永
宁的海上贸易甚为兴旺。据
《永宁镇志》记载，
“永宁岑兜
人李振仲永乐十二年甲午，
事
业有成，置帆舟廿艘，贾漳、
福、台之间。 ”至清初，尤其
是实行
“迁界”
政策后，
永宁海
运及港口贸易濒临绝境。清
乾隆年间，
开放蚶江与台湾鹿
港对渡，永宁港的海上运输、
对外贸易得以复兴。当时，
著
名商号永进、霞源、兴源、宝
藏、日兴和东源等，都从事海

上贸易。其中，
永进商船一般
抛锚停泊在外高垵海面，每
年出海走春冬两趟，南风时
北上，走天 津 、青 岛 、大 连 、
烟台等城市，北风时则南下
安南、实叻、菲律宾等地。永
宁与台湾的航线中两地船只
来往也颇为频繁，
先后有许多
永宁人到台湾安家落户，
从事
与大陆之间的贸易，
如林元品
经营的
“日茂行”
，
为鹿港一财
力雄厚的郊商。沙堤村海上贸
易也非常发达，
有东益、
东回、
东源、
合宝等著名商号，
拥有乌
槽船十多艘。道光年间，
清政
府于永宁设立
“闽海局关”
，
征
收进出口税。
1938 年，厦门沦陷、航道
被日寇封锁、
海路之商品供应
物停顿，华侨往来陷入困境。

传承千年海洋文化
千年前，古老的海上丝
化的魅力；东埔村的弘洋渔
绸之路开航。千年后，航海
文化馆不断“上新”，利用现
与通商的史迹，丰富、灿烂的
有地形增添石雕景观，再现
海丝文化遗存，提醒着人们 “ 渔 歌 归 来 ”等 场 景 ；今 年 9
铭记那段融通世界的美好时
月，第五批石狮市级非物质
光。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
在泉州 22 处世界遗产点
第三批市级非遗传承人公
当中，石狮占了三处，分别是
布，古船模制作技艺入选传
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 统技艺类“非遗”，蔡国栋、蔡
它们是当时石狮、泉州拥抱
立新、丘国丕入选古船模制
海洋、走向世界的起点，也是
作技艺传承人；今年 11 月，石
当年迎接万国客商的第一
湖村“直挂云帆济沧海”专题
站，更是石狮传承海洋文化
展示馆开馆，讲述了 10—14
的载体。
世纪石狮、泉州先进的航海
作为石狮三大节庆活动
技术与繁荣的海上贸易……
之一，在每年开渔期间的渔
一直以来，石狮不断挖掘、传
文化节里都能感受到海洋文
承海洋文化。

近日，沙堤村一华侨伉俪捐资
让全村村民用上绿色的光伏电，收
获了乡亲们的称赞。从旧时的火
力发电到现在的光伏发电，一代代
华侨延续了为家乡捐建基础设施
的优良传统。
记者了解到，早年石狮各村的
电力设备几乎都是由华侨捐建
的。
“1927 年，由华侨及当地富商蔡
远思、蔡昭远、蔡安平、杨邦梭、周
永年、李景文、佘伯昭等人投资 7 万
银元，创建永宁电灯公司，并组成
董事会。”永宁镇文史爱好者郑天
应介绍道，当年该公司购买了一台
英国产的发电机，聘请西门外陈植
锭作技师，靠烧煤炭火力发电，还
曾雇一名温州人来当司炉。多年
后，公司又投资购买了 2 台德国产
的汽油发电机，线路全部用铜线拉
成，起初供电给永宁、梅林、港边等
村照明，还将电网拉到后杆柄村，
在当时颇为轰动。后因投入太大，
资金周转不灵，
1938 年停止营业。
目前,我市还留有多座侨捐电
厂的遗址，如下宅村旅菲蔡登炼捐
建的发电站、卢厝村旅菲卢朝晖捐
建的朝晖电厂等。 （记者 占婷）

守望相助
捍卫同胞利益
宝盖镇龙穴村华侨高染，因在
菲律宾竭力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颇受同乡信赖。
高染出生于 1857 年，15 岁时
随父南渡菲律宾。最初在他人店
中 当 簿 记 员 ，经 过 多 年 奋 斗 ，于
1891 年在马尼拉沙拉沙街创办东
发纸烟厂，一开张规模即相当可
观。后来他扩大经营范围，开办碾
米厂、铁器店、杂货店等，同时积极
参与房地产经营。
高染从小移居菲律宾，熟悉菲
律宾社会民情，精通西班牙文及当
地土语。每遇华侨与当地居民发生
争执，都能出面调解，息事宁人；涉
及诉讼，
则挺身而出，
在法庭上据理
力争，竭力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他时常慷慨解囊，对陷入困境的华
侨伸出援助之手，深得华侨拥戴。
光绪二十五年，菲律宾组织华侨工
界联合会（后改为工务团体会），高
染被推举为总理，连任 6 年。在职
期间，不负众望，为华侨说话办事，
竭尽全力捍卫华侨的权益。
1914 年，高染携带资金在厦门
创办爱国烟厂公司，虽因政局发生
变化，被迫中止，却能看出其对祖
国的热爱。
（记者 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