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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蕉城区三都镇：

观山揽海 峰奇石怪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魅力乡村魅力乡村

□ 综合

说起三都，它一直是蕉城的颜值代表。而世间
万千色彩，如果非要用一种来形容三都，那一定是蓝
色——它是那么纯净，又如此美丽、震撼。这段时间
在家宅久了，相信有不少人更是分外想念三都辽阔
的大海，美味的海鲜。

三都澳，距宁德市区30公里，为闽东沿海的“出
入门户，五邑咽喉”，是世界级天然深水良港，以其独
特的景致、秀美的风姿闻名遐迩，素有“海上天湖、神
仙港湾”之称。

乘船在随波荡漾的天然良港奔行，这里常年不
冻，水深港阔，风平浪静。郭沫若曾在这里作诗，“三
都良港举世无，水深湾阔似天湖”。这里风光旖旎，
海天一色，奇山异石比比皆是。

来到三都，绝对要去松崎村打个卡。这里仿佛
置身欧洲的布景，你可以结伴而游，也可以独自前
往。精致的教堂、奇妙的修道院，还有曾经的福海
关，松崎的一切都值得细细探索。

同时，三都澳又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之一，它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旖
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外，在解放
战争时期三都澳海上交通线还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三都岛上还保存着“百克医院”地下交通
联络站的旧址。

临奇石、观沧海、沐山色、探幽洞为斗姆景区四
大赏点。地处三都澳咽喉的斗姆岛，为三都镇五大
单岛之一，有七座山岗呈北斗之状，枢、璇、玑、权、玉
衡、开阳、摇光其形如勺如柄，斗之名得以生。海上
观岛，中高边低呈帽形，因此称斗帽。又传因岛上曾
祀奉北斗七星和紫微、勾陈星君之母——斗姆娘娘，
而名斗姆岛。

斗姆岛虽然不大，却有着怪石嶙峋、叠石成洞的
旖旎奇观。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当属斜倚在石壁上
的螺壳岩。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空心象形奇
石，螺壳岩头大而圆、尾小而略带螺旋状，重约 90
吨，倚在坡度达60度的石壁上，形成了摇摇欲落、一
推就倒之势，只叫你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和造物主的神奇。

站在斗姆广场环顾四周，则又有另一番景象。
由金元宝、迷宫洞、黄鱼朝天、状元帽、蟠桃等构成的
财、喜、福、禄、寿人生五景，着实令人耳目一新。而
岩洞迷宫与沿壁栈道，一暗一明的感官体验，更让你
惊叹连连。

港口村位于三都岛南部，在镇区东0.8公里，港
口山东南侧。游港口村，宜步行。马路上永远熏着
海风，两旁房屋上一幅幅逼真的画作，这条1000米
长，面积约550平米的3D画卷，重现上世纪三都扬
名世界的繁华景象。从港口村的位置，眺望山谷对
面的村落，一幅水墨画映入眼帘。田间里，白鹭起
舞、农民插秧，三都的“慢”与都市似乎有点儿格格不
入，但又能让人舍不得离开。

有着“海上布达拉宫”之称的青山岛，耸立着一
片鬼斧神工的石群。从海上远远望去，像极了布达
拉宫的外型。青山岛海拔不高，很适合登高远眺。
那些散落在海面上的渔排、岛屿看起来是那么地渺
小、却又那么地神秀。

朝霞的光辉把橘黄洒在崖壁，晚霞的余韵把橘
红涂在海面。青山岛的日出、日落变幻出无穷色彩，
这是她独特的美！

笔架山，位于三都澳城澳半岛。因山峰奇雄秀
伟断裂凹凸形如笔架故名。山呈五峰内故又被称为

“五马峰”，以其雄奇孤峙海上还被古代诗人赞为“江
南第一峰”。

作为“大黄鱼之乡”，这里除了大黄鱼，还有众多
其他海鲜品种，红鲟、鱿鱼、章鱼、花蛤、鲍鱼等不胜
枚举。你可在渔排上体验边钓边吃的乐趣，也可在
酒楼里品尝大厨的手艺。

“柯坑会师、上楼战斗、屏欧边革命
根据地创建......”7月1日，位于屏南县路
下乡三万里村的“红色记忆馆”开馆了，
参观者正在认真聆听解说员讲解。

走进记忆馆，感觉时空流转，令人心
潮澎湃。馆内布展以“红旗”和“五角星”
为灵魂，直观形象的画面和文献资料,展
示、回顾中共闽东北特委和闽东北军分
区发生在屏南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史实。
同时，馆内利用现代的多媒体互动系统

和声光系统，结合艺术创作的闽东北特
委、闽东北军分区在仙山牧场游击战斗
的群雕，生动再现大无畏的革命斗争，并
结合红色文化和党员学习书册，全方位
传播革命正能量。

“该馆由一座老旧残破的青砖房改
造为集红色历史展示、革命精神传播、
党建教育学习等现代展示功能的红色
记忆馆。”三万里村驻村第一书记庄世
堂说，三万里村系革命老区基点村，该

村充分挖掘红色革命史，新建红色文
化广场、军号吹响三万里和瞭望台等
以弘扬红色文化为主导的景观工程项
目,打造“红色文化”，为革命老区乡村
振兴“塑形铸魂”。

漫步在土墙黛瓦的村庄，一条条宽
阔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一幢幢民居错
落有致，一块块良田似棋盘一般铺展开
来……犹如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

近年来，三万里村积极推进民生事

业建设，完成建设农村幸福院，让农村老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完成县交通局实
施三万里村国道连接线按 6.5 米标准提
升改造，改善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实施亮
化工程，方便群众夜间行走；完成村综合
文化活动中心、农民主题公园、生态水系
建设......村容村貌的改善，不仅让村民直
赞“村庄彻底变了样”，也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游览。

□ 甘叶斌

炎炎夏日，霞浦海岛乡北礵岛可是
十分热闹，刚接待好三十多名福州游客
准备返程，北礵村村民、清香山庄民宿主
人姜勇又要准备接待下一波从上海来的
游客。伏季休渔人不休，夏季，北礵岛迎
来旅游旺季，这个偏远海岛的岛民们吃
上了生态饭，有了增收的新产业。

从霞浦出发，乘风破浪两个半小时，就
抵达霞浦离岸最远的岛屿——北礵岛。虽
然骄阳似火，但太平洋上吹来的习习海风、

碧波万顷的大海让人瞬间心旷神怡。由于
特殊的地理位置，岛上最热闹时有三千多
人常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岛屿渐渐没
落，只留下两三百人的常住人口。“大家都
出去打工了，岛上交通这些都不方便。我
们从小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觉得应该为
海岛的发展做点什么。”姜勇说。

2014 年，刚购买快艇的姜勇受朋友
邀请，到福鼎台山岛帮朋友接送游客。“仅
国庆一天就接送800多名游客，很多游客

都是从江浙过来的，我们北礵这么好的
风景，发展旅游业肯定有戏。”同年底，
姜勇就和村民商量发展民宿，成为岛上
旅游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北礵岛是海峡西岸最早看到太阳
从海平面升起的地方，包含其在内的四
礵列岛位于霞浦东冲半岛以东十五海
里的洋面上，由东、西、南、北礵及十多座
礁屿组成，呈莲花状排列，处于闽东渔场
中心地带。各岛礁由火山岩、花岗岩构
成，多基岩陡岸，形态各异、自然风光独
具特色，其中鸟岛上更是各种海鸟云集，
生态环境非常优越。

一开始，姜勇先对接户外协会组
织，提供免费吃住，慢慢通过微信朋友
圈宣传，北礵岛就成了“网红岛”。“现有

的十几间房间到旺季就供不应求了。游
客吃喝住行都要消费，这就带动了岛上的
就业。目前岛上成规模的民宿就有三
家。”姜勇说。

记者走访中发现，北礵岛的旅游业已
初具规模。这里不仅水产丰富、风光迤
逦，远离城市喧嚣，同时现代化的设施也
一应俱全。而且岛上村道已经全部硬化，
住宿餐饮业比较完善。通水、通电、通网

络，4G、WiFi让游客在流连太平洋海岛美
景的同时，也能时刻在朋友圈分享心情。

海岛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5
年开始，该乡先后投入上千万元建成陆
岛交通码头、海防路、环岛公路、一体化
净水设备、水井、景观公园、公厕、太阳能
路灯等，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为北礵的
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礵岛先
后举办了七届全国性海钓大赛，旅游人
数不断增多，全年旅游人数达 5000 多
人，产生经济效益达 300多万元。同时，
为加大村级财务收入，通过场地出租、入
股产业的方式实现村财零突破。

村民姜金云早年在外打工，如今也
随着岛上旅游业发展回乡。他深谙海洋
习气，也熟悉列岛地形，成了接待游客的

“活地图”。他说：“我现在在霞浦城关买
了房，工作在岛上，收入还算稳定，回家
工作挺好的。”

傍晚时分，刚吃过晚饭来自厦门的
游客刘女士，看着海上日落品茗，怡然自
得。她说：“风景很美，玩得也很开心，岛
民也很热情，消费也很合理，我会介绍更
多的朋友过来玩。”

□ 记者 张文奎 文/图

□ 张久升

也许世间最公平的就是时间了，它让
我们每个人都将不可救药地老去。

养儿防老，未必靠得住。每个人都得
面对自己的老年时光（当然，有幸活到老
年时光来说）。

去养老院，在上世纪，还是很难为许
多人所接受，传统认为，那是只有鳏寡孤
独的人才去。猝不及防，老龄化社会汹涌
而至。个人家庭的负累迷漫成社会的焦
虑。公益、民办、乡村，各种养老院、幸福
院成了许多城市和乡村的标配。三年前，
宁德中心城区的最东端靠海的山包上矗
立起了三三两两的海景房，亭台楼阁错落
有致，绿树掩映曲折回廊，以为这是最昂
贵的度假区，一问，得知是宁德市公办民
营的养老中心金泰园。

清晨，三都湾海面的第一缕阳光，打
在金泰园错错落落的房前屋后，也打在晨
起锻炼的老人身上。如果可以忘却老字，
这里是最美的家园。或者可以加一个定
语，这里是老年人美丽的家园。

走进四层的活动中心，一群老人围坐
在一起，正在做着简单的猜字谜游戏。身
手笔划，快乐欢笑。墙壁上展示着许多手
工作品——报纸撕成的一个个运动项目
的剪影，蜡笔画的一张张稚拙可爱的大头
像或花鸟虫鱼，还有笨拙的橡皮泥捏制
品。地面一角，画着大框格子，可以依上
面的标识玩着前进后退的游戏……让人
恍惚走进了幼儿园的游乐区。老人们乐
乐哈哈地把刚刚课上得到的集赞卡贴在
了墙区一角。我想起女儿小时候每天从
幼儿园回来告诉我得到了老师表扬的几
朵小红花。老人如小孩，原来，当人老了，
身体机能和智商退化，是回到这样“逆生
长”的生活状态。

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位看上去六十
出头的大姐已经八十来岁了，“这里生活
很快乐呀！”蒋大姐倒是很爽朗。她是温
州人，十多年前老伴过世，回到老家，过着
郁郁的日子，直至这个养老院建成使用，
她入住进来，曾经当过越剧团演员的活色
生鲜的滋味又回到了她的身上。“你看，这
么多的姐妹在一起，玩游戏，多带劲！一
点也不孤单了。”

不孤单，这是确实的。这里是宁德目
前最大的也是被福建省民政厅授予五星

级的养老服务机构，住着来自本土及周边
地区240多位各种年龄段的老年人。公寓
式住宿、集体食堂，每天都安排老人活动
课堂，健身操、音乐课，猜谜游戏、手机课、
观电影……丰富而有趣。想起十多年前
本地媒体报道的一位家在南漈社区的老
媪，一人独守一座空房，寂寞的她每天只
有上上下下把楼梯擦拭一遍又一遍以打
发时间，更多的是排遣和忘却内心的孤
独。孤独感与丧失感，是老年人必然要面
对的。当伴侣离去，当儿孙们忙着打拼忙
着各自满满的生活，老人的空间在哪里？
当走过青春，身体机能急剧地衰退，社会
却呼啸着向前，新事物层出不穷，老人们
能抓住什么？在这里，同是老年的群体，
相同时代的过往经历 ，是不是可以好地
交流彼此？

27 岁的丽娇，在这里工作已经三年
了，本是学商务的她，三年时间与老人陪
伴，让她养成了说话温和、慢条斯理但字
字清晰的风格。她每周寻思着为爷爷奶
奶举办适合他们的活动。爷爷奶奶们跟
着她的演示做着头拍拍、手拍拍、脚拍拍
的简单动作时，仿佛那是一群未长大的孩
子。人的生命就是如此奇妙，渴望着长
大、努力着奋斗。到了年老的时候，生命
让你一切又缴械投降，过着最简单的生
活。老人如小孩。其实还有的老人性子

像小孩一样难以理喻。她说，有一回一位
奶奶说她东西落了，她同屋的奶奶耳背可
能不小心就听成钱不见了，既而越想越害
怕别人误会是她拿走的，于是心神不宁。
任她怎么安抚开导也无济无事，后来她只
能握着奶奶的手，陪伴着奶奶让时间慢慢
过去。年轻与年老的矛盾便在于，你走过
的岁月我都走过，而我在走的，你却未曾
经历。理解老年人很难，便由此产生。

做这样的工作会不会觉得辜负自己
的青春？她微微笑着，露出一对酒窝：“也
有过离职的想法。但谁没有老的时候
呢。”老人们特别敏感，生怕你不喜欢他
们。每天都笑着面对他们，是她工作的法
宝。我想起在养老院大厅上方大字抒写
的“知需知情知心 如亲如故如家”，要演
绎其间的意思，用“爱心、用心、耐心、关
心、细心”去培育，没陪伴过的人可能无法
知晓其意。

与奶奶们相比，爷爷们更喜欢在健身
房，或是散步，和自己独处。九十多岁的
卢老，耳清目明，身体康健，居单人间房，
卧室即书房，每天依然挥毫泼墨，老人画
神像，画自己，每一幅都眉开眼笑，像极了
老人自己的慈眉善目。心为境映，相由心
生，这样的老年是修来的福。还有一些老
人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选择这里温暖的
冬天，还有有山有海美丽的环境，过着旅

居的日子。这是可神往的初老的生活。
但还有一种老是真正走不动了。在

护理区，住着多数是生活无法自理，靠着
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到嘴边，需要搀扶着进
卫生间，甚至吃喝拉撒只能困在一张床上
的人。我们没走到无法自理的区域，也许
在我们的本能里，都怕去面对那样的一种
衰老状态——需要别人全然的照顾。每
个人来到世上的最初，也需要这样的供
养，唯有不同的是，养小日日鲜，每个人看
到的都是美好的前程，而面对衰老之躯，
就仿佛生命谢幕一般，带走的是光和热，
需要身边的人付出身心的能量。当个体
的家庭无法承担这样每日照料的时候，金
泰养老院接纳了这样一些无助的老人，陪
他们走过人生冬季的日子。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
忆青春……”那年春晚，叶芝的这首情歌传
唱大江南北，许多人唱着唱着，心头起了泪
花，因为衰老是不可逆的，怎样面对生命的
枯萎老去，与这活色生香的世界优雅地告
别，却是每个人都将要面临的功课。

时间曾饶过谁？那就好好地生活每
一天。

屏南三万里村：

红色文化为老区“塑形铸魂”

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环境优美的金泰园环境优美的金泰园

老人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老人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

人文风景线人文风景线

霞浦北礵：

海岛风景成旅游发展“钱”景

捞鱼捞鱼 俞明寿俞明寿 摄摄

三都澳斗姆石城三都澳斗姆石城 （（资料图资料图））

北北礵礵岛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