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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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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12月23日，一声婴儿啼哭打破
了厦门鼓浪屿一个南洋归侨之家的宁静。婴儿
的父亲林良英早年从新加坡归国，在鼓浪屿担任
教员，家境虽不富裕，但仍然将这个女婴视若珍
宝，教会她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她接受最优质的
教育，教她做一个独立自强的人。这个女婴就是
林巧稚，著名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
者、奠基人之一，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
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上做
出了突出贡献，连钟南山院士都要尊称其一声

“姑婆”。
她一生奉献医护事业，亲自接生了5万多名

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生命天使”，又与梁
毅文被合称为“南梁北林”。在半个多世纪里，平
均每天有3位孩子经过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甚
至连“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是
经由她手出生的。许多父母为了纪念林巧稚，还
特地给孩子取名为：念林、怀林、敬林等名字。

投身妇产科

据资料记载，林巧稚的母亲生她时，身边无
人照料。一个刚刚生产完的女人只能独自强打
精神，剪断婴儿脐带。在勉强擦拭完婴儿身上的
血迹后，还来不及包裹，她就因为产后出血晕
厥。直至黄昏，林巧稚的父亲回到家中，婴儿被
冻得哭不出声，他赶紧把孩子抱在怀中，试图温
暖婴儿的小身体。

林巧稚5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幼年的
她，只隐约知道母亲是得了妇科病去世。但是，
母亲去世时极端痛苦的那一幕，久久萦绕在林巧
稚的心中，让幼小的她早早感受到，做女人的不
易。直到多年以后，林巧稚才知道，原来那妇科
病竟然是宫颈癌。年轻的女孩无法释怀，一颗学
医的种子也开始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一定要
为妇科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1921年，20岁的林巧稚成功考取协和医学

院。历经8年寒窗苦读，她以榜首成绩获得了协和
医学院最高荣誉“文海奖”。

因为在学校的出色表现，林巧稚一毕业就被
北京协和医院调走，成为当时海外专家济济一堂
的医院里为数不多的中国女医生。她在众多医
院科室主任争相的邀请中，决然地选择了妇产
科。尽管有许多同学老师替她惋惜，认为干内科
或外科更有前途，她说：“妇产科需要我！”既为了
在痛苦中死去的母亲，也为了改变人们“妇女不
能持刀”的想法。

一生献给事业
虽然有着“万婴之母”的称号，可林巧稚却终

生未婚。其实，她并不是独身主义者。身为一个
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显然是喜欢孩子的。

林巧稚之所以不结婚不生育，一方面是她的
个人志向，愿意为了妇产科付出自己的全部精
力。她曾说：“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
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
要拿出时间来照顾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
婚。”

另一方面，这背后也是一个当年对女性并不
友好的职场环境。当年的协和管理者认为，女人
无法兼顾妻母和医生两个角色，因此女性在进入
协和时就要签下一份协议：一旦结婚、生子，女性
将无条件被医院开除。不只是林巧稚，那个时期
的很多协和女大夫都是独身，为了事业，她们不
得不做出选择。在那样特殊的职业环境下，林大
夫优先选择了病人。

一心扑在妇产事业上的林巧稚，还尽量回避
所有与医疗与病患无关的事务，更是谢绝了诸多
橄榄枝。1940年，林巧稚受协和派遣到美国进
修，最后婉拒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

生命天使
近日，厦门鼓浪屿街道收到一个包裹，里面

是来自海内外不同寄件人寄给林巧稚的246封

求助信、感谢信、家书、贺卡和明信片……原来，
这些信件是北京的吴老先生于1982年左右，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而来的。他说自己收集这些信
主要是为了从中获取一些素材和资料，创作有关
林巧稚的传记文学作品。他曾多次亲身采访过
林巧稚，并承诺要将林巧稚的事迹写成书，让林
医生献身祖国医疗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留芳百
世。

在行医的岁月中，不仅是接生，林巧稚不断

寻求突破疑难杂症，还为妇科疾病的治疗做出了

很大贡献。

上世纪30年代，林巧稚研究胎儿宫内呼吸窘

迫、女性生殖道结核。40年代，她研究滋养细胞

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并在1940年，顶着连天的

战火，冒着生命危险办起私人诊所，为底层妇女

同胞看病就诊。最终留下了8887份珍贵的病历

档案。50年代，她开展宫颈癌、绒毛膜癌等疾病

研究。其中，在1958年，她和张臣芬合作，制定

了宫颈癌普查方案并实施，在当时开展了全国范

围内最大的一次妇科普查。据统计，早期癌在子

宫颈癌中被发现的比例上升了8倍。60年代，林

巧稚通过换血术成功救治新生儿溶血症患儿，这

是中国首次成功治愈该疾病的案例。70年代，她

在协和医院建立中国首家遗传病产前诊断咨询

门诊和遗传病实验室。80年代，年近八旬的林巧

稚，由于长时间高负荷工作，最后病倒了。在轮

椅上、病床上，她开始写作《妇科肿瘤》。4年的时

间她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专著，这是她一生为我

国妇婴健康付出的最后努力。

1983年4月21日，也就是林巧稚去世的前

一天，她还亲手接生了6个婴儿。

在林巧稚临终前，陷入昏迷的她仍然记得自
己的本职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她喃喃自语：“快，
快，快拿产钳来，产钳。”

4月22日，林巧稚病逝在北京医院，高寿82
岁。在她的遗嘱中，只留下了三项内容：一、毕生
积蓄3万元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二、遗体供医院
作医学解剖用；三、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岛的海
上。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许多产

妇与孩子的生命全都被拿捏在只凭经验的接生

婆手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来到21世纪。仅
2020年，中国就有1200万个小生命顺利来到人
间。今天的中国女性，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顺利
生育，新生儿的健康能获得保障，这一切都离不
开妇产医学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这背后像林巧
稚一样，将一生奉献给医学事业、默默付出汗水
与心血的一代代医者。 （许丹）

（厦门市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供图）

参考文献：张清平《林巧稚传》；半月谈网《协

和的女大夫们》；腾讯玖经三史视频《万婴之母林

巧稚》；丁香医生公众号《钟南山叫她姑婆，袁隆

平由她接生，她的一生像爽文照进现实》。

“万婴之母”林巧稚：

袁隆平由她接生，钟南山喊她姑婆

“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那是一首绝妙的进行曲，

胜过人间一切最悦耳的声音。” ——林巧稚

为了进一步搭建朱子文化传承弘扬的平台
和物化活化的载体，把闽北优秀传统文化推向国
际国内舞台，打造最具特色、最具权威、最有影响
力的朱子文化遗存宝地、研究高地、交流基地，
2021年12月27—28日，以“新时代朱子学与人

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的首届考亭论坛在南平市
举办。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福建
社会科学院、南平市政府和武夷学院联合主办。

开幕式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姜辉，中国朱子学会会长朱崇
实，南平市友好城市韩国庆州市市长朱洛荣分别
发来视频致辞祝贺论坛召开。

张彦在致辞中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思想
史、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华民族乃至
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旧学商量加邃密，新
知培养转深沉”，他希望借助考亭论坛平台，进一
步推动朱子文化研究传承，打造更加鲜明的福建
文化标识。

姜辉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进一步加强与
福建的交流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要
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朱子
学研究潜能，广泛整合国内外朱子学研究资源，
利用福建省和南平市作为朱熹故里和朱子学故
乡的独特地位，建立起朱子学研究阐释和宣传推
广的有效机制，充分打造具有国际传播力和学术

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新典范。
朱子一生七十一载，六十余年时间是在南平

度过。建阳考亭是朱子晚年的定居之地，而考亭
书院是他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在考亭书院近8
年间，他著书立说、授业传道，完成了朱子理学思
想的最终体系，形成了在中华文化思想史上具有
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赞扬
朱子：“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
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华文化史上发
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
三人堪与伦比。”今天，朱子理学历经800多载而
斯文不绝，弦歌不辍。

为期两天的论坛上，20多位国内朱子学研究
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崇阳溪畔，通过主旨演讲、
学术交流、考察调研，说“理”论道，共同探讨推动
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论坛开幕式上，南平市礼聘中国社科院哲
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为考亭书院
首任院长。同时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
张志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等9位先生

为考亭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年来，朱子故里南平市通过创新举措，创

建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落实保护、学术、传播、
教化、交流五项工程的“一区五工程”，开展朱子
文化遗存各项保护工作，相继颁布实施《南平市
朱子文化遗存保护条例》，举办“中国（武夷山）朱
子文化节”“海峡两岸朱子之路研习营”等活动，
打造“卡通朱子”城市文化IP，推出“朱子+田园+
茶叶+党建”研学线路。 （陆秋明 文/图）

““旧学商量加邃密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新知培养转深沉””

首届考亭论坛在南平举办首届考亭论坛在南平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