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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游十几天的行程中，
最后一天原本安排游墨西哥的边
境城市蒂华纳的。考虑到出入境
可能出现拥堵等意外情况，耽搁
返程飞机时间，因此，调前一天，
当地时间5月8日，团队经美国圣
地亚哥海关，进入墨西哥边境城
市蒂华纳。

蒂华纳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州
的西北端，特卡特河畔，临近太平洋，北
距美国圣地亚哥19公里，是墨西哥第四
大城市，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大城市。
市区面积为 1239.49 平方公里，拥有 57
公里海岸线，受太平洋暖流影响，这里
冬季温和，夏季凉爽，年平均气温20度
左右。全年干燥少雨，年降雨不足250
毫米。全市常住人口200万，流动人口
近100万，许多人是白天在蒂华纳，晚上
在圣地亚哥。

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大牧场
的村落，后成为边境赌场、娱乐地。
1889年设市。由于临近美国，这座城市
成为美国市民周末的出游之地，旅游业
发展迅速。20世纪成为美国游客前往
墨西哥的主要口岸，近年也成为中国游
客一个热点目的地。

蒂华纳虽处边陲，但经济活跃，发
展迅速，其综合实力在墨西哥城、蒙特
雷和瓜达拉哈拉之后，居全国第四。人
均国民收入超过 18000 美元，高于我
国。它是墨最重要的客户加工工业基
地，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金属机械、
建筑业、服务业均十分发达。有许多美
资企业如食品加工厂、啤酒厂等。

蒂华纳有华侨华人7000多人。除
美国侨民外，华侨华人是当地第二大外
来族群。其中 98%来自广东恩平、开
平、台山等传统侨乡，上世纪90年代后，
又有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海南
等省市的中国人来此发展。为了更好
地维护当地侨民和中资企业的合法权
益，我国从1985年起即在此设立了总领
馆，成为除美国和危地马拉之外的第三
家总领馆。

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我们到达蒂
华纳。先是来到三月八日公园。这里
有一块英雄纪念碑，也叫“雪耻碑”或者

“还我河山纪念碑”。
1846年，爆发美国墨西哥战争。美

国夺去了墨西哥的半壁江山，达230万
平方公里。现在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
尼亚州等大片土地原先都是墨西哥领
土。当战争打到蒂华纳的时候，美军遭
到墨西哥军队的顽强抵抗，美墨双方签
订了停战协议。为纪念抗击侵略牺牲
的烈士，墨西哥在此建立英雄纪念碑。
听介绍，看纪念碑，使我们看到美国老
祖宗恃强凌弱的一面，现实的美国政府
完全继承了老祖宗强悍霸道的秉性。

纪念碑的主体是一只张着翅膀的
鹰。墨西哥人很尊崇鹰，传说古代墨西
哥阿兹特克人居无定所，天神启示他们
不能再流浪了，找个有只鹰站在仙人掌
上吃蛇的地方，就定居下来。后来阿兹
特克人在特斯科科湖西岸发现一只鹰
在仙人掌上吃蛇，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了
下来，并建立了墨西哥城。后来墨西哥
国徽、国旗、纪念碑等都少不了鹰的形
象。

在公园对面是莫雷洛斯军事基地，
莫雷洛斯是墨西哥的民族英雄，是反抗
西班牙殖民统治，领导独立战争的领
袖。军营以他的名字命名。戒备森严
的莫雷洛斯军事基地里插一面墨西哥
大国旗。

纪念碑、大国旗既抒发墨西哥人的
爱国情怀，也是对美国这个强大“霸邻”
的无声抗议。

之后，我们在革命大道一家酒店用
餐，吃的是鸡、牛肉套餐。我点了牛肉
套餐，有油炸玉米面片、牛肉、土豆泥及
饮料等。餐中有乐队演奏拉美风情的
乐曲，乐队成员为墨西哥人，都颇有年
纪了。我坐在前排，距乐队很近，他们
在卖力地演奏，我们在享用着美食。尽
管知道这是有偿服务，但这种“被伺
候”，仍使自己觉得尴尬，好在时间不
长，二十来分钟，午餐结束。

饭后，有半个时辰的活动时间，我
们参观了革命大道。大道两边商铺都
只有二三层，立面广告花里胡哨，颇为
抢眼。此外，有许多的艺术涂鸦，颜色

鲜艳。尽管这样，还难掩陈旧，估摸商
铺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街
面道路并不宽广，两边种着棕榈树，人
行道铺着红、黄颜色的地砖；主街道路
面有破损，欠平整，但总体还算清洁，感
觉与我们十几年前的县城差不多。街
上摆放不少石雕等饰物，看上去都很古
董，好像是玛雅时代的文物。

街上还有被化妆成斑马的毛驴，用
于与游人照相，照一次1—2美元。

街头还有演唱的乐队。
蒂华纳设有合法红灯区，有站街

女，但对中国游客并不主动招生意。
蒂华纳的轻工业产品丰富，服装色

彩鲜艳，手工艺术品很多，价格也不是
很贵。但导游还是告诫大家，如要买东
西得砍价，得防假货。因为我谨遵“旅
游不购物”的警言，所以就没有这
份戒心。商家见中国游人都很
热心，总是笑脸相迎，并说“马
马虎虎”。这句形容词，据
说是中国游客教会他们，但
他们并不明白词义，到处
套用，显得有点滑稽。

在革命大道上，我们
遇到一位偏瘫的墨西哥
老人在卖手镯、项链等饰
品。他坐在轮椅上，见我
们到来，他用带洋腔的中
文，在介绍一种像是银的手
镯，说：“1只5元（指美金），3只
10 元”。同行中有人说：“1 只 2
元”。老人显然听懂中文，笑着说：

“你疯了，2元你卖给我”。他的诙
谐惹得大家一阵好笑。

老人头戴一顶迷彩绿军帽，
上面还缀着一个五角星，我的女
儿说这是红军的帽子。没想到老
人居然用中文说，红军我知道，我
还知道 Charman Mao（毛主席）。
接着他用英文与我女儿对话，他
说，他很崇拜毛主席，毛主席领导

红军长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
山，了不起。他读过毛主席的书，也读
过介绍毛主席的书。他还说，他很关心
中国，中国发展很快很好，10年后，中国
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
家。

真是意外得很，在万里迢迢的墨西
哥居然遇到“毛粉”，足见毛主席及毛泽
东思想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同时，从老
人的话语中明显看出他褒中的思想倾
向。

老人为人开朗豪爽，我们被深深地
感动。我女儿用5美元买了一只手镯，
老人很高兴，问家人来了吗？我女儿说
爸爸妈妈来了，并把我俩介绍给老人。
老人问我多大年纪，我说70岁了。老人
很快说，属牛的，我也是，小一轮。老人
简真是中国通了，连中国的生肖属相都
娴熟于心，这令我们惊讶不已。

临别，老人赠送我女儿一条蓝色绿
松石手链，很亲切地说，留作纪念，别忘
了墨西哥有一个您的叔叔。

我们祝福他身体健康，生意顺当，
多多赚钱！

最后，我们还合影留念。
在蒂华纳最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里，我们参观出城不远的墨美3152多公
里边境线的起点，号称“墨美边境第一
界碑”。两国边界由美方高大结实的金
属栏杆和墨方简陋的铁板分开，起点处
深入大海几十米。沿着界碑线，一边是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边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差别之大，对比之强烈，令人
感叹，也令人深深地思索这么一个问
题：美国的超级强大，靠得是什么？也
许墨西哥的历史可部分解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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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虽然还是阳春三月，但已经
感觉到夏意来临了。是月的一天，气
温高达三十多度，近午下了一场大雨，
顿感神清气爽。禾苗、蔬菜、树木、花
草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雨珠，勃勃生机；
远处延绵群山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空
气婉约清新，让人心旷神怡，恬静舒
适。

晚饭后闲暇散步。7.9洪灾后，新
修建的一条防洪堤大道从我家门口穿
过一直延伸到朱厝工业区，这也成了
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每天的清晨
和傍晚时分，人们便三五成群，有晨跑
的，有饭后悠闲散步的，来来往往，络
绎不绝。

刚出家门，天阴沉沉的，空气湿度
很大，身上显得有点燥热。心里正嘀
咕着会不会下雨，果不其然，
没走多会儿，雨点就来了。
我赶紧躲进了防洪堤旁的一
个六角亭里避雨。

这雨来的突然，急促。
上午才下了一场透雨，行人
都没意识到会再有雨，所以
大家都没带雨具，猝不及
防。我刚进亭子，就有一个
中年男子，一对年轻情侣从
不同方向也慌里慌张跑进
来，随后是一对中年夫妇与
一位年轻少妇也冲了进来。

这场雨雨势不小，仿佛
银河决堤，瓢泼而至。密集的雨点连
成线，从空中倾斜而下，砸在地上，溅
起朵朵水花，啪啪作响。在水雾中，周
围景物一片迷蒙。

小小亭子，因为一场突然到来的
雨，聚集着彼此不相熟识的路人。此
刻，我心中不禁涌起了对政府的感恩，
为老百姓修了这么个亭子，关键时刻
就显现出它的用处来了。

刚刚进来的那对中年夫妇，归心
似箭。老公拿起手机，打电话叫儿子
送伞来。老婆怕儿子被大雨淋了，急
忙夺过手机：“儿子，现在雨下的好大，
不要来，等雨小了再送来。”

中年男子则在玩着手机，看雨下

个不停，也与妻子通起了电话……
那对年轻情侣作为低头族一边玩

着手机，一边说着悄悄话，还不时夹杂
着情侣间的浪漫亲昵举止。

年轻少妇一直在打着电话。先是
给家里报平安，而后又询问了儿子在
家情况；接着与她母亲通话，向母亲问
安，说等大雨过后，就邀姐姐一起到母
亲那里玩云云。

怕影响到别人，进亭子时我就关
掉了手机的音乐。平时散步，我喜欢
听着音乐，边欣赏沿途美景，这是一种
享受。因为忘记带了眼镜，手机玩不
了，只能百般无聊地欣赏起了亭外的
雨景。

微风不时夹带着雨星打向我们，
大家也顺应风势不停地变换着位置，

避开雨水的侵扰。
不久，中年男子的妻子

第一个来到。一把大伞撑起
了一片晴空，夫妻俩相偎的
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雨中。

紧接着，在雨帘中出现
了一位骑着摩托车身披雨衣
的老者，他是来接那对中年
夫妇的。我异常诧异：刚才
分明是叫他们儿子来，现在
怎么变成了老头？这老者是
谁？是中年人的老父亲？诚
如是，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
心！

亭子里就剩下我们四人。在攀谈
中了解到，年轻少妇家在附近的小区，
年轻情侣家住桃园路，离这里也不
远。时间悄然流逝，可亭外的雨依旧
使劲下着，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幸好
这两天儿子在家，于是就打电话让他
开车来接我。

看到他们还没有人来接，我想让
儿子送送他们，毕竟乡里乡亲的，有缘
相识，何乐不为？我邀请了他们。那
对年轻情侣欣然接受，年轻少妇则出
于腼腆，婉言谢绝。我也只好作罢。

车来了，我们上了车，与少妇挥手
告别，离开了小亭子。

小小亭子，人生百态。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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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华纳街头一瞥蒂华纳街头一瞥。。

福州台江，是旧时沿闽江而下的闽清米船
终点站。因此，许多米行应运而生，并带动百业
兴旺，商铺林立，繁荣了洪武道、万侯街、乃裳
街、后田街等古街、古码头。随着闽清船运商业
的兴盛，一处精美的建筑群——“闽清会馆”于
清末年间矗立在台江商业区。此后近百年间，

“闽清会馆”做为“闽清旅榕同乡会”和“闽清民
船公会”的会址，谱写了闽清人风起云涌的一段
历史。

实际上，后来福州“闽清会馆”不仅是闽清
船民、商人的家，也是一般闽清人去福州的家。
因此，“闽清会馆”在闽清民间有着广泛的认知
和深厚的感情，群众都昵称其为“闽清馆”，年长
者几乎人尽皆知。可是，从现有县内的史志中
却缺少文字记载，就连图片资料也没有。对于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来说，探访既熟悉又
模糊的福州“闽清会馆”，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
采访计划。

为此，于2018年2 月底，采编组一行专程前
往福州台江码头一带采访。在台江区政协和苍
霞街道有关同志帮助下，终于见到了久仰的福
州“闽清会馆”。那是一处青砖建筑物，门牌号
为“三保街115—8号”。进入围墙，原来是一座
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两侧外墙窗户采用“百叶
窗”式，颇具西式建筑风格；正面窗户却是石制
方框，配以简式钢筋栅栏，乃传统中式结构。正
面墙基用规整巨石砌成，棱角平整的石制大门
框，大门上方镶嵌“梅邑会馆”青石匾额，左右小
门上方是“护国”“佑民”青石匾额。厅内一对青
石龙柱十分精致，龙柱上分别刻有“同治丁卯
年”“虎邱黄公建”字样。现为台江“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

后来，搜寻、查阅了多份台江区史志资料和
闽清一些个人传记，如《林松礼生平》；还咨询了
原县人大主任张金泰，查阅其《生平纪事》一书；
又联系到旅居台江万侯街的闽清乡亲张和强、
张汉卿等；还电话访问多位上世纪90年代前后
闽清县政府驻榕办负责人。综合得知：现有的

“闽清会馆”是前些年在旧街区改造中易地移建
于此的建筑。原“闽清会馆”位于台江区帮洲新
闽路71号（即原“万侯街”，后改“乃裳路”），建于
清同治六年（与龙柱上“同治丁卯年”吻合，即公

元 1867 年），占地约一亩，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1250多平方米。大厅进深约10米，厅内有青石
龙柱和戏台、酒楼和三座品字形三层鼎立的楼
房，及后面两侧杂房、厨房等。1953年，“闽清会
馆”被当地政府收去用于办“新闽小学”。上世
纪80年代末，在闽清多位有识之士和县政府的
共同努力下，“闽清会馆”产权得以复归梅邑人
民。1994 年，闽清县人民政府驻榕办入驻会
馆。2005年6月，“闽清会馆”所处旧街区改造需
要拆迁，因其是文物保护单位，故将原建筑物迁
现址，建筑面积由原来的千余平方米缩小到现
有的400多平方米。但原建筑物的主要构件、材
料均以“标号重装”的方法移植重建，保持了原
建筑的风格。

至此，“闽清会馆”的建成时间和历史概貌
已有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如此建筑精美、壮观
气派的“闽清会馆”又是谁来主持筹建？却依然
是一个谜。

既然龙柱上所刻“同治丁卯年”是“闽清会
馆”的竣工时间，那么就从龙柱另一边题刻“虎
邱黄公建”入手，探究“黄公建”指的是什么人。

“虎邱”在就里是指唐末肇基于闽清的黄敦后裔
即闽清黄姓人的代名词（今人皆用“虎丘”，为尊
重史实，仍按原文作“虎邱”写）。

首先，有人说，可否断读为“虎邱”“黄公”
“建”。若是如此，旧时闽清可称“黄公”的就非
黄乃裳莫属了。这也许就是福州有些文史资料
称“闽清会馆”为黄乃裳主持修建的原因吧。可
是，经查黄乃裳年表：1867年，黄乃裳年方17岁，
且刚刚皈依基督教，还在埋头研修英文，接触和
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从其当时的社会资历推而
论之，龙柱上所指之人应该并非黄乃裳。而且
在《闽清县志》“人物传”黄乃裳条下也无此记
录。

那么，龙柱题刻就应断读为“虎邱黄”“公
建”。这样，理解为闽清黄姓人共同所建，这应
该较为合理。但是，将捐建者落款于龙柱上，按
常理应该指的只是龙柱。那末，“闽清会馆”主
体建筑又是由谁来主持筹建呢？依然还是一个
谜。

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笔者想到了一个
人——闽清民俗专家刘积香老师。3月3日（星

期六），经电话咨询，积香老师告知一个意料之
外的消息：在他小时候，乡间曾盛传六都坂西人
刘贵才独建“闽清馆”的故事。前些年他还写成
传说故事刊登于“梅邑传说”栏目。这个新信息
使调查有了大致方向，正拟不日前往再访老人，
了解详情。

次日（星期日），笔者正在办公室闭门写采
访记。周边静谧可闻落针，突然门外传来轻微
的“悉索”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年届九旬的积
香老师在别人的陪同下，走了约两公里路，专门
送来“梅邑传说”复印件。他料想星期日一定没
上班，特把材料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见房门
果真紧闭，遂将信件自门底下塞进。谁知铁门
严丝合缝，怎么也塞不进去，故弄出声响来。此
情此景，让笔者感动不已，连忙搀扶老人落座休
息。拆封阅之，只见复印件空白处积香老师还
手写了不少说明细节的文字，老人的热心和细
心跃然纸上！如此一来，使得探访工作峰回路

转、柳暗花明。
老人所叙的故事梗概：据传，建“闽清会馆”

为六都坂西“贵才厝”祖先刘贵才。清中叶，其
因农商兼营而成巨富，乡人称其为“财王”。其
时，闽清旅榕同乡会要建“闽清会馆”，募捐过程
中遇到难处，有人推举他出面当筹建负责人。
他看过募捐簿上认捐者寥寥无几，遂慨然撕掉
募捐簿，说：“索性我姓刘的独建！”他秉承“一言
既出，驷马难追”古训，不计数目，倾其家产用于
建设会馆。壮观的会馆落成了，他也耗尽了家
财。

情况虽然更趋明朗，但毕竟是传说。为征
集佐证材料，笔者迅速将此信息传达给全体采
编人员，以扩大调查面。考虑到时过150多年，
当年的知情人已是无从查找。遂决定从积香老
师材料中提到的“贵才厝”线索入手，查找其后
裔。

也许是事有凑巧，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
人。不日，县政协谢秘书长传来消息：他找到一
位“贵才厝”的第六代裔孙——现在公安系统工
作的刘正优，并附上其手机号码。经联系，确实
无疑，唯其年轻，对祖上的情况不甚了解。但小
刘又提供了正在筹措“贵才厝”修缮事宜的长辈
刘扬轲的联系方法。嗣后，得到刘扬轲先生的
积极响应。与之几次接触后，刘先生收集了族
谱、墓志以及口碑资料邮来。同时，刘先生还告
诉一个新信息：据前辈流传，关于贵才公建会馆
的事， 《闽清县志》曾有记载，只是
他也未见到原文。听到此言，笔者十分困惑。
因为之前为查找“闽清会馆”资料，曾翻阅民国
版《闽清县志》的“建筑志”“名胜志”，93版《闽清
县志》的“古近代建筑”章节，均未见记载。但思
忖再三：既有传言，应非空穴来风。遂扩大查找
范围至“商业”“交通”甚至“城市建设”，仍未见
踪影。

既然“建筑物”方面无果，遂改变方向，拟从
“人物”方面查找。但是，民国版《闽清县志》“人
物传”未设“目录”，不能检索；且又分成12种传
体（列传、儒林传、文苑传、独行传、孝友传、方技
传、忠义传、循吏传、列女传、流寓传、方外传、杂
录），录入人物近千人；仅容量就有158面，十三
四万字。真是茫茫人海，没有捷径可循，唯以磨

针之功逐页梳理。功至深处昏昏然，忽然眼睛
一亮——在“独行传”里终于见到专条记载：“刘
鉴贤，字贵才，邑武举人。性骨鲠，有才干。乡
有义举，必乐为之倡。闽清会馆久未落成，鉴贤
董其事，出纳不苟，人皆服其公正，建筑乃获完
竣，规模蔚然可观。”继而，又在“选举志”中找到
有关“刘鉴贤，字贵才”清武举的记载。

千回百转，终有呼应。遂综合上述多方材
料，整理成如下文字：

刘贵才，又名鉴贤，号选亭。闽清县六都坂
西村人(现坂东镇坂西村)，生于19世纪20年代
（具体出生年月失记）。其自幼习武，善用重120
斤大提刀，武艺超群，清道光武举，例授云骑尉
晋赠修职郎，赠武义校尉。

贵才家境殷实，置有大量田产，田租收入颇
丰，在福州等地开有米行等商行，成为六都洋大
富人家。清道光年间，贵才在坂西村起建大厝，
占地面积三四亩，土木结构，雅称“才园”，俗称

“贵才厝”。曾以“一时辰扶三十六扇”（2小时内
将预制的正座全部36面木构主体框架竖立安装
完毕）传为美谈。“贵才厝”正座建造高大壮观，
木雕精美。

贵才身体力行“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祖
训。时值闽清在福州的商行、船帮筹建“闽清会
馆”，贵才为捐资力倡者之一。但动建后，因资
金短缺、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工程难以为继，
迟迟未能竣工。后有人请求贵才出面主持，意
欲再次募资，将会馆续建完成。也正在为“闽清
会馆”建设问题看在眼里、鲠于心中的贵才听
后，果断表示：不必再去募捐了，让我来做吧！
遂当仁不让地接手会馆基建事宜，亲自主持“闽
清会馆”后期建设。并毅然停止在建的“贵才
厝”工程，倾其私人资金捐献于“闽清会馆”后续
建设。且出纳不苟，公正管理，中西合璧，建筑
精美的“闽清会馆”终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建
成竣工。但也因此造成“贵才厝”橫厝无力起
建，回照、上座厨房未能隔间，楼上无法铺设楼
板等问题。可是，他却在所不惜。一户在六都
洋有名的大富人家，资财拮据至如此程度，可见
其捐献会馆建设的资金不计其数。会馆落成之
日，公众特制一块牌匾悬挂馆内，上书“至公无
私”四字，以表彰贵才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高
贵品质。贵才逝于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享寿
70多岁。

斯人虽已逝，“至公无私”的牌匾也因岁月
磋跎而遗失，但既壮观精美，又局部失建的“贵
才厝”却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的豪壮义举，更有
千古梅乘的专条记载为其镌刻下光荣事迹，那
熠熠生辉的故事正在默默地激励着后来人继承
和发扬其公而忘私、乐善好施的高贵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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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筹建“闽清会馆”功臣——刘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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