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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上个礼拜在台山的海鲜
餐厅吃到传说中的‘飞机蟹’，特意拍
照发给我看，那蟹有他小臂般长，特
别诱人。趁南海伏季休渔期未开始之
前，我们抓紧时间过去碰碰运气？”近
日，广东深圳“80后”白领黄先生邀约
朋友一同前往广东省台山市品尝极
致鲜味。

海鲜品质好、生态环境佳、文
化底蕴厚的台山，近年来迅速成为
珠三角及周边城市众多白领周末或
假期前去觅食或打卡的网红地，滨
海游、温泉游、乡村游、文化游等
旅游线路已覆盖台山全域所有镇
（街），“台山味道”释放出令人难以抗
拒的魅力，有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后花园”的强劲势头。
据介绍，“飞机蟹”实为锈斑蟳，

又名红花蟹或红蟹，是台山乃至南海
海域常见的蟹类之一。红花蟹与兰花
蟹在台山被统称为花蟹，只有个头大
且净重超 750 克的红花蟹，才能被
称为飞机蟹，蟹螯舒展开形似飞机
机翼，是红花蟹中的极品。

在台山的海鲜市场中，红花蟹色
彩绚丽的外壳令其在海鲜摊档中引
人注目。“红花蟹价格一般会视个头
大小和肥美度来定，挑拣分级定价

后，更方便顾客选购。达到飞机蟹级
别的较少见，熟客可提前预订，但
什么时候有货就不太好说，有时会
连续几天有货，有时一个月都见不
到一只。”台城街道富城市场一海鲜
档的老板娘介绍，目前普通红花蟹
80元1公斤，个头500克以上的大红
花蟹 160 元 1 公斤，飞机蟹 600 元 1
公斤。

“你们 5 个人，汤圆煮例牌分量
就够吃了，配料方面安排泥虫 1 斤、
生蚝1斤、海虾半斤，可好？今天水蟹
已用完，还有奄仔蟹、膏蟹、肉蟹、兰
花蟹、红花蟹，鱼池有一只飞机蟹，你
若喜欢就选它。”近日，台城街道圆仔
炳饭店的服务员，在鱼池旁帮客人挑
选烹制海鲜咸汤圆的食材时介绍，普
通红花蟹能起到增鲜的作用，但飞机
蟹个头大且肉较多，蟹螯内的肉也非
常饱满，只是价格上稍微贵些。

“今天终于品尝到朋友多次推荐
的飞机蟹，1.1公斤的个头，清蒸非常
鲜甜，蟹肉特别鲜嫩。盘中蒸出来的
汤汁，是整只蟹的精华所在，拌着米
饭吃特别鲜。”资深食客朱先生到台
山赤溪镇铁船餐厅用餐时，拍照与朋
友分享。兰花蟹和红花蟹多见于姜葱
炒蟹菜式中，个头大的飞机蟹对食客

们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一
旦遇上了，就得立即发微信朋友圈记
录下来。

对飞机蟹“食过返寻味”的食客
中，有些是从外地到台山工作的“新
台山人”。飞机蟹给他们带来了舌尖
上的满足。“记得 2015 年，我在台
山朋友的带领下，到川岛吃过一只
飞机蟹，个头重达1.8公斤，是我见
过最大、最肥的一只飞机蟹。两只
蟹螯特别长，绑着蟹螯的整只蟹放
上秤盘，起码有一半身体悬空在秤
盘外，老板戏称它为‘蟹王’。”台
山的外来务工人员郭先生回忆，他
刚到台山工作时，像飞机蟹这种极
致鲜味的食材较容易见到。

近年来，台山着力推动全域融合
发展、资源整合打造、产业提质升
级、乡村振兴增效，旅游综合竞争
力大幅提升。至今年，已连续十年
跻身“广东旅游综合竞争力十强县
（市） ”，还曾入选“全国县域旅游
发展潜力百强县（市）”。如今，越
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前去打卡，专程
到台山寻觅鲜味的资深食客络绎不
绝，以致有时会出现一蟹难求、蟹
价高涨等现象。

（来源：中新网）

缘起

拨通中非 （尼日利亚） 妈祖文化
交流协会会长董强的电话，铃声是

“妈祖圣号”。
“我是辽宁人，到尼日利亚已经20

多年了。这边有很多福建人、浙江
人，妈祖对他们而言就是海神。我也
开始慢慢地接触妈祖文化。对于我们
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妈祖是一种心灵
寄托。”说起尼日利亚的中非妈祖庙，
董强感慨，这见证了他和妈祖的缘分。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中小企业
商会成员到尼日利亚拉各斯考察。当
时，“中非第一村”正在建设中。董强
说：“机缘巧合，商会秘书长周俊举向
我介绍了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生
平事迹，并建议请妈祖分灵来‘中非
第一村’。我十分兴奋，觉得妈祖文化
就是尼日利亚众多华侨华人需要的文
化归属之一。于是，委托周俊举到湄
洲妈祖祖庙申请分灵妈祖到尼日利亚
拉各斯‘中非第一村’。因为疫情影
响，此事耽搁了下来。2021年10月，莆
田市中小企业商会再度与我沟通，商
榷了分灵事宜。一切才又重新启动。”

2021年10月22日，福建莆田湄洲
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为尼日
利亚拉各斯“中非第一村”妈祖庙举
行割香掬火仪式并颁发分灵证书。尼
日利亚时间 11 月 1 日，经过一系列交
接仪式后，董强亲捧妈祖分灵，华人
信众一路跟随，护送至“中非第一
村”妈祖庙安座。尼日利亚是全世界
妈祖分灵分布的第46个国家。

今年 4 月 23 日，妈祖诞辰日当

天，纪念妈祖诞辰 1062 周年壬寅年春
祭大典暨中非 （尼日利亚） 妈祖文化
交流协会成立大会在“中非第一村”
举行。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领侨处主
任王春祯受邀出席活动并致辞说：

“妈祖精神崇尚‘立德、行善、大
爱’，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
的特质。正是凭借这种包容性，妈祖
的美名远播海外，在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希望协会进一步加强妈祖文
化遗产保护，深挖妈祖文化内涵，开
发妈祖文化产品，扩大对外宣传交
流，积极开展奖教助学、济困扶贫等
社会公益活动，共同为旅尼华侨华人
营造更加和谐、安宁、祥和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

慰藉

“妈祖分灵来到尼日利亚后，受到
众多信徒虔诚而热烈的欢迎。妈祖文
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象征着海
洋、大爱和平安。妈祖分灵来到尼日利
亚，是广大海外侨胞的福分。”董强说。

“我祖籍江苏苏州，有台商在昆山
重建的慧聚寺天后宫，是闽南风格寺
庙，供奉着由台湾分灵而来的妈祖。
在我生活定居的海南，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天后祀奉’礼俗，经过历史
积累，如今已成为海口具有代表性的
传统民俗。”西非暨尼日利亚华侨华人
联合总会秘书长薛晓明说，“其实，每
一位在海外长期工作生活的人，或多
或少都与妈祖有着不解之缘，有海水
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侨华人的
地方就有妈祖庙。湄洲妈祖分灵安座

尼日利亚拉各斯，开启了非洲妈祖文
化传承的新起点。此次，很荣幸被中
非 （尼日利亚） 妈祖文化交流协会聘
为总顾问。”

“听说请来了妈祖分灵，我觉得特
别兴奋，也特别幸运。建立妈祖庙是
尼日利亚老一辈侨胞的心愿。如今，
终于实现了。”祖籍浙江的尼日利亚华
星艺术团团长倪孟晓说，“妈祖是我们
的海上女神，她的精神是‘立德、行
善、大爱’。我们在海外打拼，需要这
样的信俗。特别是疫情以来，经济困
难，尼日利亚的治安状况也不好。这
种时候迎来妈祖分灵，建起妈祖庙，
对我们在尼日利亚的华侨华人而言，
是莫大的慰藉。”

“当前，世纪疫情叠加世界百年变
局，非洲侨胞面临局势动荡的严峻挑
战，承受着供应链断裂和通胀的巨大
经济压力。妈祖给旅尼侨胞带来无限
的精神慰藉。”薛晓明说，“湄洲妈祖
分灵‘中非第一村’后，我与福清的
郑岳峰共同捐赠了一对国内定制的石
狮摆在庙前，祈愿其守护着我们世代
不变的‘中国心’。愿妈祖‘护国庇
民’之信念，给我们带来好运、平安
和健康。”

传承

2009年9月，《妈祖信俗》 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最新的全球妈祖宫庙普查结
果显示，湄洲妈祖已分灵全球47个国
家和地区。

林金赞表示，妈祖“立德、行
善、大爱”的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核

心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厚重
的文化积淀，是联结海内外华侨华人
的精神纽带。

“妈祖文化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为华侨华人，我们有义务在海
外承担起中外文化交流的责任。此次
活动，我们华星艺术团专门编排了扇
子舞《妈祖颂》。表演的演员和台下的
嘉宾中，有很多都是我们请来的当地
人。潜移默化中，他们会慢慢熟悉妈
祖文化，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倪孟晓
说，“此次活动期间，中非 （尼日利
亚） 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各个会员单位
还在董强会长的带领下，给当地贫困
家庭的学生发放了助学金。一直以
来，侨团努力回馈当地社会，走进校
园、孤儿院，帮助贫困学生和低收入
家庭，希望让他们感受到华侨华人对
他们的关爱和帮助。”

“近年来，随着中尼合作不断深
化，双边贸易往来密切，投资合作日
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
在尼日利亚投资兴业。广大海外侨胞
为中尼两国的经济合作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上也有巨
大潜力。‘世界妈祖同一人，天下信众
共一家’。传播妈祖精神，有利于充
分发挥在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的凝聚力
和创造力。大家有责任和义务将妈祖
文化在尼日利亚传承下去，做好中尼
文化交流的使者，丰富中尼文化交流
的内涵，为中尼民心相通添砖加瓦。”
董强说。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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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桂林，生于 1891 年，江
苏启东人，乳名逢馥。他12岁
随父去上海谋生，进木器店当
学徒，17 岁成为高级木工，通
过参加英语业余学习与培训，
熟练掌握英语知识，被多家外
国营造公司聘用，成为上海滩
建筑界一名出色的施工工程师
与工程主持者。

30 岁，陶桂林在上海创办
陶馥记营造厂，打破外国人对
中国大型建筑市场的垄断，中
标承建国内首个大工程——广
州中山纪念堂，从此企业名声
大振，屡次接获重大工程，打
响了中国建筑品牌。其承建的
上海“国际饭店”，成为远东地
区“第一高楼”。陶馥记营造厂
先后承建了南京中山陵三期工
程、南京阵亡将士公墓及纪念
塔、青岛海军船坞、导淮工程
等一批工程，在中国营造史上
留下许多规模宏大和独具风格
的精品工程，为中国建筑营造
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陶桂林
被公认为一代“建筑大师”。

陶桂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
尊和爱国感情。抗战爆发后，
在陶馥记营造厂准备西撤时，
他果断将正在承建导淮工程的
所有建材和设备埋藏起来，把

陶馥记的船队沉入长江底，绝不让日寇利用，为抗日作出
巨大牺牲。抗战时期，他组织“工人敢死队”，冒着枪林弹
雨，支援前线抢修工事，组织运输，给新四军送慰劳品。
陶馥记迁厂入川后，又在重庆承担兵工厂建设，为抗日作
出贡献。1945年9月，陶桂林受邀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在
重庆主持的工商界名流座谈会。

陶桂林是开创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先驱。1931年，他
在家乡启东创办中国第一所建筑职业学校——志诚土木建
筑职业学校，后又在上海、重庆等地陆续开办建筑职业学
校，培养出大批建筑人才。他也是中国建筑行业协会的创
始人，创办了中国建筑界最早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建筑月
刊》，为中国近代建筑学术事业发展发挥领衔作用。由于陶
桂林早期在家乡打下建筑教育基础，培养起一代代建筑界
传人，从而奠定了南通现代“建筑之乡”的地位。如今，

“南通铁军”在海内外建筑市场享有盛名。
1950年，陶桂林侨居美国，荣任西太平洋区营造工会

第三届大会会长，热心于世界建筑学术事业。晚年，他时
刻关注祖国建设。在他嘱托下，其子陶锦藩率陶馥记集团
全体董事来沪访问，陶馥记集团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迁徙
后，又回到大陆，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陶氏家族还在故
乡设立基金规模巨大的“陶桂林奖学金”，资助故乡学子和
建筑专业学生，传承陶桂林的爱国爱乡精神。1992年，陶
桂林先生逝世于美国洛杉矶。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妈祖成为凝聚尼日利亚侨胞纽带
本报记者 张 红

“飞机蟹”为台山添人气
李晓春 郭 军

4 月 23 日 （农历三月廿三），
是妈祖诞辰日。当天上午，中非妈
祖庙纪念妈祖诞辰1062周年壬寅
年春祭大典暨中非（尼日利亚）妈
祖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在“中
非第一村”举行。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妈祖文化给海外游子带去了
心灵的慰藉，也成为凝聚侨心侨力
的纽带。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上图：妈祖诞辰日当天上午，中非妈祖庙纪念妈祖诞辰1062周年壬寅年春祭大
典暨中非（尼日利亚）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在“中非第一村”举行。

左图：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专门为此次活动排练的扇子舞《妈祖颂》。
（受访者供图）

近日，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鸟类多
样性监测，以掌握保护区内鸟类种群数量的变化和规
律。被誉为“中国红树植物基因库”的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全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自然保护
区。红树林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也是珍稀濒危水禽的重要栖息地。
大图：4月27日拍摄的保护区（无人机拍摄）。
小图：4月27日，保护区内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在进行鸟类多样性监测。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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