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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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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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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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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启航的那一年，著名
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故乡厦门创办了一所大学。从
此，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厦门大学，与国家同命运、
与民族共呼吸。特别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
岁月里，来自蓝色海岛的厦大更是与红色山城长
汀，共同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的红色赞歌。

一

长汀古称汀州，地处福建西部，武夷山脉南
麓，南与广东近邻，西与江西接壤，为闽粤赣三省
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位于崇山峻岭间，号称
福建西大门。汉代置县，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设置汀州，是唐代福建五大州之一。从唐
代至清代，一直是历朝历代州、郡、路、府的治所，
有“唐宋元明清皆谓金瓯重镇，州郡路府县均称
华夏名城”之盛赞。

历史上，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至此，从而成为
客家文化的发源地，被海内外客家人称为客家首
府。来自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留下
了“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南的凤
凰，一个是福建的长汀”的赞誉，让古城长汀走出
大山，名扬四海。

抗战期间，为了保住民族文化和教育人才，
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沦陷区的诸多高等院校
大规模内迁至西部各地。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
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同济大学迁到李庄，武汉大学西迁乐
山，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县，厦门大学迁至福
建山城——长汀。由此，厦大与长汀结下了不解
情缘，成为距离抗战前线最近的一所大学，可谓
撑起了中华民族高等教育的东南半壁。

国立厦门大学旧址，正位于长汀原中区小学
校园内，原为县学大成殿。据史料载，长汀县学大
成殿始建于南宋年间，至今已有800余年，是历代
汀州培育英才的摇篮，殿灵人杰。那儿，至今还保
留着一处古色古香的门楣，上悬一块黑色牌匾写

着“国立厦门大学（1937—1946）”几个大字。

二

1937年7月1日，陈嘉庚无条件地把厦大交
给国家。7月6日，著名机电专家、物理学家、清
华大学教授萨本栋被正式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
第一任校长。时年35岁的他，成为全国最年轻
的校长。

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地处海防
前线，厦门大学面对的形势十分困难。但是，萨
本栋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

1937年12月20日，厦门大学正式停课，经
过3天的整装，24日开始向长汀进发。

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
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
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
天才到达长汀。等人数到齐，萨本栋的清点结果
是：学生 239名，教职员工 83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

当厦大人抵达长汀时，那里“举目凄凉无故
物”，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长汀文庙为办公场
所，租长汀饭店给教授安身栖息，借一座破楼作
为女生宿舍，男生则几十个人挤在大统仓式的宿
舍里睡觉。没有电灯，萨本栋就拆了自己专用的
小汽车，用车上的发动机为学校发电。

三

虽然战时长汀物质条件极差，但长汀人民仍
从各方尽力支持厦大。厦大的内迁，也让偏僻的
长汀山城面貌焕然一新。当时在厦大中文系任
教的郑朝宗先生于《汀州杂忆》记述道：“小山城
一眨眼变成了初具规模的文化城……莘莘学子
不远千里，来自闽、浙、赣诸省，弦歌之声响彻山
城。”

抗战前长汀只有一所中学，办学条件很差。

厦大迁汀后，许多厦大师生到中小学兼课，既充
实了教学力量、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带动了当地
的学风。同时，厦大还协助创办了初级中学、夜
校等。

文教发展，民风一新，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断
掀起高潮。据《长汀人民革命史》，“长汀抗日救
亡运动兴起之日，正是厦门大学内迁之时，这样，
长汀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厦门大学进步师生的支
持、帮助和倡导下，紧密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掀
起了长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厦大师生走上
街头，深入农村，开展多种形式抗战爱国活动。
他们采用演讲、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出版刊
物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号召全民抗战。

四

从 1937年 10月至 1946年 6月，厦大内迁
长汀8年多，年轻的萨本栋校长以“务实不负陈嘉
庚先生毁家兴学，及政府收归国立之意”作为自
己的信条，谋厦大之复兴。

1938年4月6日，厦大延续办校传统，举行
建校17周年校庆活动。萨本栋在活动中，向厦
大师生发出了“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
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的号令。他说，研究学术
与培养技能，这是“国魂所寄托的事业”。

在艰难的办学条件下，厦大不断发展壮大。
学校规模、教职员人数、学生数都成倍增长。值
得一提的是，教师队伍群贤聚集，如知名语言学
家周辨明、经济学家王亚南、物理化学家傅鹰、作
家和翻译家施蛰存、诗人和文学史家林庚、数学
家方德植等。

抗战时期在长汀的厦大，克服了重重困难，
实施了高水平的教育教学，弦歌不辍，培养出了
一批又一批学界翘楚、政界名流、商界精英。

曾经的1941级校友，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
学家、厦大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回忆，正是在萨
本栋校长“舍身治校”的精神感召下，长汀时期的
厦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中展现了坚韧不拔的意志
力，“我们是为了有一所中国的大学屹立在敌人
前面，这是我们的志气。”

当时，陈嘉庚先生两次临汀视察，肯定“厦大
有进步”。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1944年访问长
汀厦大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厦大为（印度）
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厦大在国内和国际上
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声誉，可谓实现了“南
方之强”的理想。

五

1946年，厦大迁回厦门，将大部分办公及生
活用具、课桌和部分仪器分赠给长汀中、小学等
单位。

厦大知名教授、作家郑启五在参访厦大旧址
时感叹：“当时中国一所最逼近日寇占领区的高
校，就是以如此坚韧的拓展和复兴向疯狂的日寇
示威，显示出中华民族在气势汹汹的侵略者面前
那泰然自若的气概和坚定必胜的信念！”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烽火
年代，刚毅不屈的厦大师生们高唱着“自强、自
强”的校歌，在崇山峻岭间的小城弦歌不辍。

如今，阳光下，厦大于2001年出资在长汀重
新修复的校门上，“国立厦门大学”的牌匾熠熠生
辉。厦大与长汀的情谊也如燎原星火，不断谱写

新的篇章：厦大与长汀县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在
科技合作、医疗帮扶、学生实践、教育培训等方面
开展合作；为了支援长汀的全面发展，厦大每年
组织师生成立“服务实践队”，到长汀县各个农
村实地调查研究，为长汀县的建设发展提供方
案…… （许丹 欧阳佳莲）

烽火岁月弦歌不辍 山海情牵薪火相传

▲厦门大学在长汀期间出版的刊物《唯力》
（厦大供图）

▲厦门大学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厦大供图）

▲厦门大学17周年校庆在长汀留影
（厦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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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有一所中国的大学，屹立在敌人的面前！”

——国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萨本栋

▲国立厦门大学长汀旧址 （三水 摄）

走进三明市宁化县城南镇上坪
村，你会感受到那里青山叠翠、老街旧
巷、祠堂古刹、清溪古树的独特魅力。
登上那山巅观景台瞭望远景，定会被
那自然山林的风光所迷恋，就好似扑
进了绿韵叠出的森林怀抱之中，吮吸
着绿色的甘露。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约上
了几位友人兴致盎然驱车前往距县城
9公里的上坪村游览。推窗望外，一缕
山野之风扑面而来。路边三五成群的
妇孺正在寻觅掇拾榛子（宁化方言叫

“勾丸”），时不时发出银铃般的欢笑
声，给寂静的山林平添了几许灵动。
置身山野中的我顿有一种回归大自然
之感。惬意间，小车停了下来，我们到
了上坪村口的南山山脚。

沿着陡曲的水泥路徒步前行。路
旁是一片片翠竹林，一株株硕大笔直
的毛竹在山风摇曳中频频向我们招
手，而那披青叠翠的古槠、栲树也不甘

示弱地在风中鼓着绿掌；枝头的山鸟
也合着节拍欢唱起来，好似欢迎我们
的到来。我竭尽脚力往山顶攀登，大
汗淋漓，气喘吁吁。一位友人对我说：

“再往上登一小段路就到山顶观景台
了。”于是，我们鼓足勇气，奋力攀登，
好不容易登至山顶。

展示眼前的是高耸云天的南山电
视转播台，四周搭建了一个圆环形木
栈道，底下有坚固的铁架支撑着。正
巧遇上阳光甚好的周日，游人络绎不
绝。我沿着栈道缓缓前行，眼前豁然
开朗。环顾四周原始森林重重叠叠，
野生树木参差不齐，片片树叶绿色欲

滴。遥望远处群山绵延、云雾缭绕，蔚
为壮观。此刻，山风阵阵拂来，让人顿
感凉意，登山时的燥热瞬间一扫而
光。这里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负离
子极为丰富，吮吸着这大自然的山野
之气，好似徜徉在绿色的氧吧中，沉浸
在绿色的韵味里。走到一处宽敞的观
景点，更让我眼界大开。鸟瞰四周，宁
化翠城全景尽收眼底：高楼大厦、公路
交通、街道河流、田野村落清晰可见。
此时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之感油然而生，让我领略到居高临下
之蕴意。

约半个时辰我们就下山了，走到

上坪村口。昂头可见三棵直冲云霄的
清代杉木王，据说这古杉已有 200多
个年头了。在硕大挺拔的古树下流淌
着潺潺涧水，涧水冲击着一架缓缓转
动的水车。跨过古石桥有一座新建的
餐馆，不远处还有一座水口庙。整个
村口环山绕水，古朴幽静，绿树成荫，
呈现出森林村庄的风貌。徐徐进村至
村部时，看到悬挂墙上的“南岭清秋”
的匾牌。凝望匾牌，我想着此名的历
史由来。正当我遐思翩跹时，迎来了
上坪村张主任，这位中年汉子主动热
情带我们参观村中景观。

我们沿老街徐行，村主任边走边

介绍说：“上坪村位于宁化翠城南端，
海拔680米，有127户509人，共有耕
地面积 738亩，森林面积 9800亩，其
中竹林面积 3000亩。建村始祖张寿
荣之子张仲亨于洪武四年（1372年），
从县城桥南迁居上坪定居，至今已有
625年的历史了。”

他带我们走进了庄严的张氏和马
氏祖祠，祠堂古朴壮观，给人肃穆之
感。走进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并不宽
的古巷，好似踏入了古朴典雅的远古
时代。街巷两旁建有几座现代新房，
同时还耸立着几栋砖木结构的古民
居，近古屋观之飞檐翘角、雕梁画栋。
虽有几分陈旧破损，但依然虎虎有生
气。真没想到在这小小的村子还完整
地保存了几栋古屋，流溢出古文化的
气息。

走至村尾，举目环视，村四周群山
环抱，绿意葱茏，生态颇佳，真不愧为

“福建省森林村庄”之美誉。（连允东）

绿 韵 上 坪绿 韵 上 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