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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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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市？这是哪里的集市还是哪
个省的县级市？”我心生疑惑。友人笑
笑说，“别查啦？‘市长’就在你身边，随
便问吧。”

只见身旁一个庄稼汉般衣着打
扮，个头壮实，皮肤黝黑的大叔，一笑
就露出泥土般的淳朴。见我一脸迷
茫，他笑着开口，声音洪亮：“大伙都爱
开我玩笑，我这‘市长’头衔，是乡亲们
封的。”

“市长”名叫谢木生，土生土长的
草市人，今年63岁，小学文化，18岁入
伍参军，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随
着交谈的深入，草市的“市情市貌”逐
渐明朗，原来，草市是一个村，就坐落
在有着“美丽中国·深呼吸第一城”美
誉的福建将乐县。村民谢木生 1982
年当选草市自然村的村民小组长，一
干就是30年，被乡亲戏称为“市长”。

一程行旅

位于闽西北山区的将乐，是闻名
遐迩的“深呼吸小城”，2021年10月获
评第五批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这个精致的山区县，满目青山，处处是
景，森林覆盖率高达 81.17%，空气质
量和水环境质量多年保持全省前列，
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等“国字号”绿色荣
誉。

车出将乐城，一路向南，风光旖
旎。行驶了30公里平缓宽敞的公路，
到达龙栖山山脚的白莲镇。这是个有
着悠久历史的古镇，原名茶坞，是将乐
县最早的产茶地。明代时期，这里曾
建有一座寺庙，庙前莲池年年开出一
朵朵洁白的莲花，得名白莲堂，久而久
之，“茶坞”之名就被“白莲”取代。这
里的人民崇尚自然，热爱自然：梨
树坪、花生厂、沙洲、西湖、草市、长
岭……一个个村名充满诗意，散发着

泥土的芬芳。
在将乐，乐山乐水的深呼吸文化

源远流长。典故“程门立雪”的主人公
杨时是北宋时期的将乐名人。他曾写
诗赞叹故乡将乐是个“枕上隔篱闻鸟
语”的人间福地，并立下“故山田园，
先祖遗留，应守其世业”的家规，传承
至今。清代光绪年间，将乐蛟湖村民
觉得“山场有养，能生树木”，于是自发
设立护林碑，监督村民“存忠厚之实”，
爱林护林。尊重自然，享用自然，这是
将乐的传统。被誉为“中国四大名洞
之一”的玉华洞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有“两千年游览历史”美誉，汉代以来
就有游览文化记载。明代将乐书画
家、诗人萧慈，用画笔画下80幅“玉华
古洞导游图”。这图入选了吉尼斯世
界纪录。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将乐
的文人墨客就自发评选了将乐“三华
八景”，这些景点，一听名字就觉得是
一种享受，有“金溪夜月”“桃溪春涨”；
有“虹桥暮雨”“五马晴岚”等。那时还
没有“深呼吸”之说，但此图此景，都表
达了将乐先人那份最为原始的乐山乐
水的深呼吸情怀。

草市自然村地处层峦叠嶂的龙栖
山自然保护区，与白莲村相距近40公
里。车子驶离白莲村，渐渐入山，弯道
忽然多了起来，坡度徒增。尽管我们出
发前就换了底盘较高的越野车，驾驶员
也是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但车
子才盘山进入坑洼山道，就难以前行
了，我们只好徒步。

一缕乡愁

草市因何而名？《将乐县地名录》
说，“本村村前茅草甚多，故名。”才穿
出密林，我们就见证了这一说法，飞扬
的芦花此起彼伏，仿佛在热情地恭迎
我们这些山外来客。

“芦花飞空讶舞絮，枫叶满径纷吹

萍。”时值深秋，飞扬的芦花漾着乡
愁。谢木生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说，村
里33户人家，154人，都姓谢。如今，
有2户人家在县城买了房子，有3户乡
亲定居泉州，在重庆、广东、江西这三
个省份各定居2户，其余的大多在镇上
购了房。平日里留守村里的乡亲不到
30人，管护着村子周围的 3000亩竹
山。“但是，村里的木瓦房都保存完好，
各家各户不管走再远，不管赚没赚到
钱，每年都会抽空回来打扫门庭，给房
子维护修缮。”

一幢幢木瓦房映入眼帘，带着原
汁原味的亲切感，一点都不让我们这
些山外来客感到拘谨。这里的天特别
蓝，淡淡的云彩倒影在长满蒲草的溪
里，或是古意盎然的石砌古井里，恬然
而静谧，悠闲而自在。趁周末跟随大
人回村的少儿不顾溪水的寒凉，一个
个挽起裤腿，在不足尺深的溪流里把
一群群鱼儿追得东躲西闪，不知所措。

村前“风水林”里一棵有着上百年
树龄的野梨树，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
围。据说，这棵年迈之树“功夫了得”，
年年都会结出乒乓球般大小的梨子，
秋季成熟，味道超好。正赶上趟，饱了
口福自不必说，在热情乡亲的帮助下，
我们一行人个个都把口袋装得鼓鼓囊
囊。

蜿蜒的石径小道，歪斜有致的菜
园篱笆，挂着累累硕果的南瓜和冬瓜
棚架，这些儿时留下的乡愁记忆，将一
幢幢古朴的木瓦房点缀成一幅幅古朴
静美的田园画卷。十几年前，电影《发
财喜洋洋》摄制组辗转各地选景，最后
看中的就是草市这块充满浓郁乡土气
息和地方色彩的风水宝地。

一段故事

村民谢传根木瓦房前的草坪上醒
目地立着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着“闽赣

边挺进队活动旧址”字样。“这幢房子
是谢传根的爷爷谢光池手上盖的，早
年谢光池家和村尾龙兴庙都是闽赣边
挺进队活动的秘密场所。”谢木生说。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来夺取胜利。”龙兴庙内依旧可以辨识
的标语印证了谢木生所说。查阅当地
党史专家吴福瑞编著的《神奇的龙栖
山》一书，让时光回溯：

“1946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福
州召开抗战胜利后的首次会议。会议
形成一项重要决定：组建武装工作队，
挺进闽赣边，恢复和建立以建宁为中
心的原闽赣边老苏区游击根据地。会
后，福建省委组建了闽赣边挺进队，由
建松政特区委书记陈贵芳任队长，全
队80多人，配备有二挺机枪和充足的
武器弹药。从4月18日至30日，挺进
队在明溪和泰宁境内与国民党保安
团、警备队等作战6次，伤亡10多人，
消耗了所携带的大部分弹药，最后在
泰宁茅店村附近突出包围，隐蔽休
整。一个多月后，伤员和队员秘密后
撤，进入将乐、泰宁交界的杨梅坳和上
华、陇源、高坪、草市、龙栖山、村头等
地，最后撤回到沙县根据地。挺进队
中的闽西北特委副书记林志群在杨梅
坳结识了保长廖生茂，经介绍推荐，将
草市村农民谢光池的家开辟为地下秘
密联络点。”

龙栖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交通
不便，人烟稀少，又远离当时的统治中
心，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

“1947年3月，中共闽浙赣区委根据上
级指示，决定再次挺进闽赣边。4月，
组建成立闽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沈
宗文，政委王一平，政治部主任林志
群，民运部长夏润珍，下辖4个分队和
1个直属支队，共有 120余人，机枪 1
挺。4月初，游击纵队从沙县夏茂的福
岭石出发，陆续向将乐龙栖山挺进。”

海拔 829米的草市村地处龙栖
山、白莲、黄潭3个乡镇的交界处，村后
的龙上岽、宝山岽海拔均超过千米，山
高林密，周围没有其它村子，对于游击
队转移和开展隐蔽活动十分有利。部
队进村后，在地下交通员谢光池的帮
助下，游击纵队在村子对面的深山密
林中搭建了茅棚，在草市村发动群众
成立了农会组织，建立了闽赣边第一
个游击基点村，并成为中共闽赣边地
委的驻地。

草市村的群众深明大义，不顾艰
辛和个人危险，到白莲、南口、黄潭一
带为游击队购买物品，并根据需要悄
悄把大米、青菜、油盐、猪肉等食品输
送到一个个接头地点，有力地保障了
部队的给养，并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
事。“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呀！”谢
传根边说故事边感慨不已。

硝烟远去，今天的草市，岁月静
好，风展红旗如画，这是对先辈和先烈
最好的告慰。“送君别有八月秋，飒飒

芦花复益愁。”离别草市时，我不时地
回头相望，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都令人流连，令人敬仰。 （李宣华）草

市
，什
么
市
？

▲村前芦苇花飞扬，草市因草而名。

▲村前“风水林”里一棵百余年树龄
的野梨树，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年年
结果，秋季成熟，味道超好。

▲草市巷弄。

▲村民依溪搭建南瓜和冬瓜棚，偶
尔从山外回村的孩子们，相约到溪涧捉
鱼取乐。

草市村中央有条小溪，每隔一二十米就架起一座简易木桥。

▲恬静的草市人家。

随着虎年钟声的临近，由福州市委宣传部、世界福州十邑同乡
总会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2世界福州十邑春节联欢晚
会于1月11—13日顺利录制完成。来自美国、菲律宾、新西兰、荷
兰、印尼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十邑乡亲参加了录制，而远在异国他乡

的全世界福州十邑侨领、乡亲代表也通过视频为
家乡父老送来了虎年新春的祝福。从2011年开
始，世界福州十邑春晚至今已经陪伴全球福州十
邑乡亲10年了。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福州是我们的根之所
在，对家乡的眷恋已深深刻在海外福州十邑乡亲
的骨子里。”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林祥华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重影
响社会生产生活的情况下，2022年世界福州十邑
春晚依然有序举办，是对海外乡亲最美好的春节
祝福，充分显示了家乡对乡亲们的关心关怀。10
年来，福州春晚越办越红火，越办越精彩，是乡亲
们自己的春晚，深受海外乡亲们喜爱，已成为拉近
海内外乡亲情系福州的平台，在海内外圈粉无
数。随着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福州十邑春晚
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晚会在歌舞《虎虎生威福满门》中热闹开场，
在突出地域特色上下足了功夫，闽剧、曲艺、福州语歌曲等悉数登
场。值得一提的是，舞蹈《脱胎漆韵》首次采用XR技术，将虚拟场
景和现实舞台相结合，呈现出梦幻的视觉效果：漆器上的人物鲜活
起来，曼妙的少女在虚拟与现实中穿梭。这也是传统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现代高科技虚拟技术相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每年十邑春
晚的世界性都在晚会中重点体现，音诗画《让心相聚》就将福州十
邑华侨华人从家乡出发到世界各地，从谋生到为国谋大义，始终心
向桑梓的心路脉络描绘出来。

晚会还在屏南和罗源设置了分会场，向世人展示屏南以及畲
家独有的传统年味。

据介绍，2022世界福州十邑春晚在福州录制完后，将于农历
除夕当晚（1月31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首播，并通过福
建广电网络落地福建全省，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未来电视”、马来
西亚“好享广播电视台”、美国ICN电视联播网等合作平台面向全
球播出，陪伴全世界福州十邑乡亲欢度新春佳节。（陆秋明 文/图）

 受世福总会吴换炎总会长委托，林祥华（中）代表总会向乡亲们送上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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