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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就像我心目中的‘女
神’。” 近日在网上走红的庄元
（化名）告诉晨报记者，做义工、
趣味讲解都是他向厦门深情告白
的方式。“如果通过我的讲解，
能
让更多人了解厦门、爱上厦门，我
会很开心。”庄元说。
庄元是江苏人，之前长期在
北京工作。2015年10月，庄元来
到厦门旅游，从此就与厦门结下
了不解之缘。
“当我看到厦门的车几乎都

会礼让行人，对厦门就有了很强
烈的好感；我去景点游玩，看到很
多义工在服务，就动心了，马上填
了一份报名表，没想到第二天就
收到了被录取的通知。”庄元说，
这样的厦门，是他心目中的“女
神”，
是缘分让他留了下来。
庄元之前就曾担任过博物馆
的义务讲解员，因此，做导览他是
得心应手。在做义工的同时，
他一
直在学习、提升。庄元告诉记者，
他参加了各种文化课堂、培训交
流班，在课上听专家讲解，下课后
再去翻翻书。时间一长，
他也积累

了一肚子的厦门掌故。
而走红的讲解视频中关于厦
门“鹭岛”这一称呼的来源，就是
他学习、
翻阅资料、
消化后的见解。
讲解视频在网上传播后，也
出 现了 一些 不 赞 同 他 观 点 的 声
音。“说什么的都有，
说我信口开
河、信口雌黄等等。”对此，庄元
显得格外“佛系”。“大家相互学
习、
相互促进，
也蛮好的。”他说，
学无止境，他也会从批评声中反
思、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导览水
平，更好地介绍厦门的历史文化，
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厦门、爱上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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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专业的书
籍资料，让大家更准确、全面地了
解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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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影响，我对厦门地方历史
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他苦学闽
全套的《泉州府志》线装书、 南话，到厦门的第二年，他就熟练
掌握了闽南话。在此后的20多年
厦门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大同
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厦门的每
志》 点校本、
《鹭江志》、
《金门
条海岸线、每个村庄、每个山头、
志》……上万册的藏书中，有近
每条街巷，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并
3000册是以厦门为主的闽台地方
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化随笔。
史志文献。这是厦门人文学者、
作
“我总结了8字心得，那就是
家范世高20多年来专注收藏整理
‘大题小做、
小题大做’。”大题小
地方史志文献的成果。
做，
就是要把闽南地方文化作为研
范世高1996年来到厦门，研
究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切入点，
从小
究厦门历史文化22年。“我到厦
处开展研究；而小题大做，指的是
门不久，就认识了‘讲古仙’范寿
把区域文化研究做深做透，
最终延
春老人、
洪卜仁等老文史专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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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中华文化主题上。
范世高表示，厦门地方历史
文化研究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这
几年新成立了很多专门从事厦门
地方研究的协会和群体。范世高
还说，以前可以比较轻松地淘到
不错的地方文献资料，现在较有
价值的文献资料在网上出售就被
迅速“抢购”。
不过，范世高也坦言，目前厦
门的地方文化研究总体仍较为薄
弱，甚至缺少较完整、系统的“厦
门史”。他希望可以填补这一空
白。为此，
范世高默默完成大量基

如果说范世高是通过文献去
研究厦门，两岸饮食文化研究者、
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许晓春则通
过“舌尖”探寻厦门的历史。
“小时候厦门一位爷爷寄来
一盒馅饼，是我对厦门最初也是
最深的味道记忆。”许晓春笑道。
数年后，她来到厦门上大学。
“车子驶入思明南路，两边高大
的骑楼和市井味，混合着沙茶面、
面线糊和花生汤的香气，一下子
涌了过来。现在想来，
这似乎预示

着，此后的日子，我的青春岁月，
人生的鲜花与泪水，包括我的笔
尖和舌尖，将与这座海滨小城紧
紧相连。”许晓春告诉记者。
2000年初，她开始撰写有关
老厦门、闽南文化的文章。2017
年，许晓春有缘与著名文史专家
洪卜仁先生共同合作完成三十万
字的《厦门饮食文化》，全面回溯
百年来厦门饮食文化的流变和名
菜、名厨、食俗，发现有很多闽南
的老手艺、老物件甚至食物，有因
时事变迁而消弭之虞，不由得多
了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

眼下，许晓春正全身心地投
入“海丝”主题饮食文化的挖掘
与闽台古早味的推广中。目前最
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作为厦门市有
关部门、海沧区、厦门大学等的特
约作者，参与及主笔一系列“海
丝”美食文化主题作品及专著的
写作，对厦门岛内岛外的人文历
史及 商 业老 字 号 进 行 充 分 的 梳
理、
考证和撰写。
“美食是一个地方历史和人
文最活色生香的载体。”许晓春
感慨，
“食味在城市流动，城市在
食味中浸润，只要那份滋味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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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工作。“希望早日完成这件有
意义的事情，为厦门城市文化形
成尽绵薄之力。”范世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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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鹭鸟说”还是“岛
形说”？这些话题引起了读
者的热议。
网友 @ 坪： ! " # $

市总能活色生香——
—只要你懂得
它的滋味，你就永远会遇见它最
好的芳华。”
:$'&&%(=

KL%B@4MNOP
),-QRJ S,-TUB
VW4OPLNXYZ9T
[A;4$NYZ9OP;\
9]^_;4!"#$ `abc
Y9OP;J OP)def
ghQi,jk4OPC)
l>4 S 9mno;p56
7qrstuvwxyjz
91{|;p}~dy4
 9 ;p1
zyJ
AB4 OP,D04
/ 
9 %&'(;4
J
åæQjç
HèÖyÆR

ìí¡î'>?@
ïðkIñyò

789:);<=> ?89@ *+,-,.*/01+233ABC 44456700/465.083DEFG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