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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记者 甘凌峰 通讯员陈薇拉

一溪一窑一古道，两库七山八飞瀑。

苍南县城有个后花园，溪水清澈见底，

溪中藻随水舞，因而得名藻溪。藻溪之美

在于纯净，60%之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加之

长期以来无工业污染，素有“绿肺”之称。

藻溪的发展，扬长避短，在纯净上做足

了文章。看惯了车水马龙，不如去藻溪的

千亩油菜花洗洗眼睛；绿色无污染的盛陶

鱼头、藻溪溪虾、番茄，美味又洗胃；然后在

雁过藻溪文化客厅坐下来，静静地来一场

心灵洗涤之旅。

不仅仅如此。关于藻溪，关于藻溪的

未来，“80 后”的藻溪镇委书记胡静心中早

有一张蓝图。

记者：藻溪镇素来是“县城的后花园”，

近几年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小流域

治理、国家卫生城镇打造等，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请给大家讲讲藻溪镇的“美丽秘诀”

是什么？

胡静：我认为藻溪的“美丽秘诀”主要

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生态基础好。孟浩

然有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绿树村边合，青

山郭外斜”，用来形容藻溪的山水田园风光

有过之而无不及。藻溪虽闻名于水，但山

林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60%之以上的森林

覆盖率，加之长期以来无工业污染，使得藻

溪有“绿肺”之称。藻溪的水、山、景相得益

彰十分别致，既有蜿蜒柔美的藻溪溪也有

陡峭险峻的三台山和奇特秀美的流石山、

龙凤山、公婆岩等等。藻溪的山水从总体

布局来看是“一溪一窑一古道，两库四山八

飞瀑”，正是缘于这样的山水布局，才孕育

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态小镇。这两年，我们

启动了三年千亩油菜花种植计划，在建设

花园藻溪的同时也能有效带动低收入农户

增收。今年我们将全力以赴创建省级森林

城镇，继续提升藻溪的生态之美，争取把藻

溪打造成县城最美的花园。

二是整治效果好。老一辈的藻溪人可

能知道，以前说到藻溪，最大的特点就是满

水，尤其是到了汛期，沿街民房全部变成

“海景房”。而兴州街，作为藻溪唯一一条

建成区主干道，每逢节假日就堵得水泄不

通，不到 2 公里的路程，开车可能要十几分

钟。近几年，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

小流域治理等一系列整治措施，藻溪的环

境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

两年，藻溪的街道整齐了，民房整洁了，乡

村变美了，社会秩序也井然有序了。继

2017年省、市卫生城镇连创后，今年我镇又

顺利通过国家级卫生镇省级暗访和技术评

估，同时我们也获得了省级新能源示范镇

创建资格。通过一年多的环境整治，我们

以溪星岛滨水公园和“藻溪·印象”十景为

基础延伸打造了“西溪漫摇”滨水文化长

廊，同时打通了连接线东线和西线，彻底盘

活了镇域内外交通路网，小镇的人居环境

和交通环境大幅提升。

三是干群基础好。在创建最美花园藻

溪的路上，藻溪的干部和群众始终紧紧团

结在镇党委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这是我镇“美丽秘诀”中的基石也是最

为之宝贵的因素之一。就拿去年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来讲，全镇干部上到班子领

导、下到村居干部，全部走上环境治理一

线，分片包干带头攻坚。有几过家门而不

入的，有轻伤不下火线的，有废寝忘食挑

灯夜战的，还有自告奋勇敢啃硬骨头的等

等。可以说那段时间是全镇最辛苦也是

最紧张时候，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如铁般

的干部队伍，我们才得以提前通过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验收。其次，藻溪的群众也

是美丽热情的，有浓浓的乡愁情怀，对家乡

建设十分热心。比如说心系藻溪的在外企

业家，为家乡建设是既出钱又出力，例如乡

贤谢秉政、吕新民等等，为带动家乡建设注

入了大量的热情和心血。正是因为这些秘

诀，才有我们美丽的藻溪，所以说藻溪的美

既是上天赐予的，更是藻溪人民共同奋斗

而来的。

记者：近年来，随着灵沙大道的开通，

藻溪镇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从

“后花园”向“中心区”拓展之势。那么藻溪

镇将如何用好这条“致富之路”，带领全镇

群众走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胡静：是的。自灵沙大道全线通车以

来，藻溪就进入了“进城十分钟，出海十分

钟”的快速交通时代，加之县城新区的南扩

发展，可以说藻溪已经迎来了“大发展、大

跨越、大融合”的契机。藻溪在整个县域的

区位作用也日益凸显，尤其是近两年来，县

委党校、菜篮子“肉联厂”等一批县级重点

工程先后落建藻溪，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就拿藻溪的地价

来说吧，2017 年藻溪魁桥加油站地块就拍

出了 3760 万的价格，每亩价格超过了 200
万，这样的地价在乡镇来讲是比较高的。

今年我们又通过土地综合整治，调整近 70
亩的建设用地，准备用来引进高端房开项

目。这些都说明藻溪的发展已经越来越

快、越来越好、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而这

些都是源于藻溪的生态和交通区位优势。

我认为今后藻溪仍然要坚持“生态中心镇·
和谐山水城”的发展定位不动摇，全力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康养小镇，并且我

们正在朝着这个发展目标奋力拼搏，目前

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

一是围绕“大道”打造一条党建引领示

范带。围绕“十招破十难”开展党建提升工

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灵沙大道为依

托，将沿线流石、西垟埔、繁枝、丁埠头、建

光、富溪等村纳入党建示范带，以基本阵

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基本活动、基本服

务到位为基本要求，重点打造多个党建示

范点，连点成带，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特

色，以示范点创建带动我镇党建水平整体

提升。逐步夯实基层阵地，通过谋划抱团

项目，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

济，为乡村建设发展储备动能，充分发挥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党建引领作用。

二是围绕“大道”打造一条美丽乡村示

范带。高岙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流石美丽乡村建设也已经启

动，部分项目节点已经竣工，美丽乡村面貌

初显。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谋划打造东溪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到时候从县城出来，沿灵

沙大道就能领略到不同特色的美丽乡村景

观，形成处处有景，处处别致的美丽乡村景

观带。同时我们也在着手创建新能源示范

镇，我镇屋顶光伏装机农户已经达到了667
户，装机总量超过了 3 兆瓦，由中节能负责

建设的苍南80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已经

选址藻溪镇富溪村和加针坑村，繁枝仓储

和屋顶光伏项目已经开始谋划。

三是围绕“大道”打造一条乡村振兴产

业带。打造美丽环境的同时谋划支撑社会

发展的产业经济。在灵沙大道沿线，我们

已经开始布局繁枝沿江番茄种植园区。番

茄种植是藻溪的主要农业产业，通过园区

建设，把零散的种植户，抱团做大做强做出

规模，这样有助于增强行业竞争力，同时也

能带动更多的产业附加值。此外，我们的

繁枝小微园区建设项目已经完成了土地报

批，进入了征地和政策处理阶段，通过园区

的建设，让一些棉纺企业规范入园，在整治

“低、小、散”的同时提升产业经济效益，通

过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

大项目、好项目落建藻溪。

记者：近来，藻溪文化客厅成为新晋的

“网红”打卡地，文化作为一个地方发展的

“灵魂”，藻溪镇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什么心

得？换句话说，藻溪镇是如何将文化建设

融入地方发展的？

胡静：很高兴也很激动，雁过藻溪文化

客厅能够被大家所认可，成为大家心中的

“网红”打卡地，同时它也将作为我镇的文

化新地标，推动我镇文化事业进一步融合

发展。雁过藻溪文化客厅于今年的 5 月 27
日已经正式向广大市民开放，在这里，我代

表藻溪诚邀广大朋友们到文化客厅休闲游

玩，品味藻溪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藻溪的文化建设主要还是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拓”。拓是指打造丰富

多样的文化阵地，不断强化文化功能意

识。文化功能既指的是一种文化价值，也

是一种文化导向，能够推动社会不断文明

进步。比如说我们的乡村文化礼堂，通过

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文化事业、文化传

承把一代又一代的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一

股巨大的合力，从而来实现乡村的发展与

进步。近年来，藻溪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理和财力，同时

我们还积极打造了雁过藻溪文化客厅、百

姓书屋、鲤鱼山法治广场等多个文化阵地，

不断拓宽了文化阵地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挖”。顾名思义，就是深挖历史

文化资源，留住乡韵、乡情和乡愁。藻溪拥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远一点的有殷周

时期的人类文明和南北朝时期的瓯瓷文

化，近一点的有民国时期的挑矾文化和老

街文化，此外还有挺南革命事业的红色文

化。这些都是藻溪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代表着藻溪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

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璀璨的历史

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三是“融”。要把历史文化和现代文

化相融合，要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融

合，彰显个性、时尚、经济的文化特色。目

前，我们正在积极地探索藻溪老街的保护

与开发模式，希望在不破坏藻溪老街现状

的基础上能通过一些现代元素和大众产

业的植入，实现藻溪老街的保护与开发效

益最大化。此外我们还在积极的打造文

化与民宿相结合，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发

展模式，比如说我们的三岙民宿、文化客

厅、吾乡休闲农庄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文

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

合的典型模式。

藻随溪舞
来苍南后花园共赴洗心之旅

藻溪全貌 图片由藻溪镇提供

雁过藻溪文化客厅 图片由藻溪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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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敬佑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大渔湾，一块美丽而又神奇的地方。

这是苍南县 168 公里黄金海岸线中极

不寻常的一段，湾区内包镶有大渔镇、赤溪

镇等多个乡镇。湾区的居中处海平面上，

一个面积约2000多亩的官山岛成为过往船

只标志性的导航“灯塔”。

这里不仅生态优美，而且人才辈出。

最著名的就是王均瑶，“胆大包天”人物，就

出生在这里。现在的均瑶集团发展得十分

出色，已经成为中国知名民营企业。这里

副县级以上的干部就不知道出了多少位。

没有人能讲清楚这里的风水，总之，沾了这

片土地的福缘，会有异样的体验。

林华能，这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从这

里起步。和其他懵懂少年一样，读书、经

商、办厂，从大渔到金乡再到龙港，一步一

步走近自己的人生目标。

什么目标？林华能也不清楚。最初的

想法就是：背上行囊离开农村，去金乡、龙

港等集镇上买房置业，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这一想法是普世价值。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近代中国，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李叔

同，在人生最精彩的时刻遁入空门，变成了

弘一法师。这位一生不甘平庸、不断创造

奇迹的高僧，可能没有想到，在圆寂后不到

百年时间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会有这

么多的粉丝，会有这么多的组织为他自发

而设，空前绝后。为什么？有一千个理由

可以解释，只有一个是准确的，那就是他在

僧、俗两界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弘扬普世

价值。

普世价值，让李叔同活出了弘一范。

林华能最初办的印刷厂，常常印一些

寺庙的经书，销往全国各地的寺庙。也因

此，结缘了一大批僧人和信众，见面不是师

兄就是师姐，但还不知道这位弘一法师。

一次偶然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的生平事

迹，如触电般的感觉，被他大海一般的情怀

所深深折服。

因为折服，所以专注。

在印制经书的过程中，林华能注意到

了弘一法师抄写的经文。自幼有书法功底

的他，一眼看出了什么：这是一种独特的文

化讯号，这是一股入心入肺的人间暖流。

洁净空疏，端庄古雅，一丝不苟。没有火

气，没有刀斧痕迹，不显山不露水，以平民

布衣泯迹于丛林之中。弘一体书法、文化、

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脑海渐渐沉淀

下来，形成了固化的价值观。

走进弘一的世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

2009 年的春夏之交，泉州市陈珍珍大

居士家中。

林华能不紧不慢地扣响了门铃，带着自

己编写的一箱《弘一大师墨宝经文集》，拜访

了她。需要说明的是，这箱子是用紫檀木做

的，里面小心翼翼地装了20多本经书，其中

的每一本经书的书名都是请国内高僧大德

沐手敬题，包括：一诚、传印、丰一吟。

这位陈珍珍大居士不是一般的人。

当年 14 岁还是一位初中女生时，偶然

间有幸见了弘一法师一面，就下定决心一

生追随弘一法师，而没有结婚，如今已是

100 来岁的奶奶级人物了。泉州的开元寺

是弘一法师圆寂的地方，泉州也就成了国

内研究弘一法师最权威、最神圣的地方，而

她又成了泉州弘一法师研究会的会长，成

了《弘一大师全集》的主编。家里还保存有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

初写给她的8封信。

看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这么用心用

情去做弘一的事情，她仿佛看到了当初

的自己，深感共鸣。但是，她不知道的

是，这一套《弘一大师墨宝经文集》是怎

么印制出来的？这不是照相版，而是眼

前这位年轻人把自己关在暗室里整整 97
天，一笔一划勾画出来的，纯手工版。而

且，还得到了知名学者、《旷世凡夫：弘一

大传》的作者柯文辉的鼓励，并欣然为之

作序；弘一大师的嫡孙女李莉娟居士还

为该书题词。

此时的林华能已经把弘一法师的书法

研究得十分透彻，弘一法师在不同时期的

诸多书法作品的神韵、技法，都熟烂于心，

形诸笔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夏丏尊说过：弘一法师做事情，做一件

像一件，做一件成一件。

是啊！这是浮躁世界的一股清流，这

也是弘一法师的过人之处、魅力所在。

在温州龙港的林华能弘一体书法工作

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者络绎不绝，经

常是彻夜不休、灯火通明。习惯穿着一身

唐装的林华能，脾气十分温和，举止十分谦

逊，待客十分热情，一把拖到脖子的胡子，

须须生莲，令人肃然起敬！

林华能对弘体书法的痴迷和执着，在

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鉴于弘一法师现存的书法作品极少，

而且市场价格极高。有人向他提出：你只

管创作，落款落弘一法师，包你收入不菲。

但是，被林华能断然拒绝，这是在亵渎弘一

法师。弘一法师的书法岂是书法？书法只

是弘一精神的一个载体，一种外在形式罢

了。弘一法师曾经说过：“我的字就是法，

居士不必过分分别。”当然，跟这样的人讲

是白费口舌。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福建宁德的金贝

寺。一位福建霞浦的企业家看到了林华能

写的弘一体书法作品，久久不愿离去，除了

加微信、索作品外，他和他的伙伴们向林华

能提出了一个请求：能否入驻他的民宿，设

立林华能弘一体书法工作室，民宿免费提

供一切生活创作服务。

问他为什么要邀请？他说，对林华能

的弘一体书法相见恨晚、一见钟情、如沐春

风，感觉是一股清流沁人心脾、酣畅淋漓。

他同时解释说，没有半点想借你的影响力

来提升自己民宿生意的考虑，因为这个民

宿不以赢利为目的。目前，苍南县的海云

寺和宁德的金贝寺也已经考虑引进林华能

弘一体书法工作室。另外，浙江、上海、江

苏、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正在与林华能洽

谈合作事宜。

弘一体书法在一些人眼中，应该有书

法以外的东西存在。

2018年是弘一法师出尘100周年。

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旷

世凡夫，缅怀他的生平故事，传承他的艺术

基因。林华能一刻也没有闲着：先是以弘

一法师创作的《华严集联 300 句》书法作品

为蓝本，创作出了 180 多幅弘一体书法作

品。这《华严集联 300 句》系列书法作品是

弘一法师一生书法作品中的精华，林华能

创作的这些相似度极高的弘一体作品，自

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为此，先后在

温州头陀寺、常州宝相寺、苍南海云寺举办

个人弘一体书法展览，以此来纪念弘一法

师出尘百年，也吸引了海内外一大批业界

人士的关注和褒奖，包括来自欧洲、北美、

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研究弘一法师的专家

学者。

2018 年 11 月，与他的师父——福州大

雪峰寺方丈广霖大和尚一起携书法作品赴

日本展览，顺便去瞻仰弘一法师留学日本

时的故宅旧址，一切对接准备就绪了，无奈

临时接到上面通知暂时搁置。2019 年 3
月，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率领日本佛教

访问团来福州万佛寺访问，并与广霖大和

尚一起为中日友好揭碑，林华能始终参与

接待、陪同始终，为中日佛教界的友好交流

作出了一份贡献。

2019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6 周年。弘一

法师悲天悯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

念佛”的情怀，恰恰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承载

弘一精神的弘一体书法，此时就不仅仅是

书法，更是精神、更是奋进的号角，有点如

鲁迅所说的“是匕首，是投枪”的味道。林

华能想以此为主题、契机，组织开展林华

能弘一体书法全国巡展活动，让永恒的精

神跨越国界，构建起命运共同体，共享人

类文明之光。

在台湾佛光山交流时，一台湾友人问：

“你是书法家吗？”

林华能答：“不是。”

友人又问：“既然不是，那你的弘一体

怎么写得这么好呢？台湾这里有很多书法

家想写弘一体，结果作了很大的努力都写

不好，最后不得不退出。”

林华能笑答：“一切，缘也！”

弘一体，不仅仅只是书法

从苍南大渔湾走出来的林华能，一头扎进了弘一的世界。20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研究弘一大师、弘一大师的书法，在业
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的弘一体书法，与弘一大师原作相似度极高，不仅在国内还漂洋过海，成为竞相收藏的佳作。

这背后的故事，值得细细品味……

林华能陪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参观福州万佛寺

▼林华能弘一体书法作品

林华能拜访陈珍珍大居士

林华能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