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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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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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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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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周年大庆，我在天安门观礼台采访。那
一刻，我的心越过天安门，飞到一个人
身上。这个人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找
到的爱人杨南生。

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满怀着一生的
痴爱。知道我将要到天安门采访，会看
到期待中的导弹方阵，他像小孩子一样
兴奋：“你能看到那些宝贝，我真高兴！
我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一天！”

闯开固体火箭的大门

杨南生是 1950年迎着新中国的
五星红旗，冲破重重阻挠在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的
第一批海外留学生。1964年6月，他
接到周恩来总理签署的编号为64422
的任命书：任命杨南生为国防部第五
研究院四分院副院长。

他从上海到达内蒙古四分院即后
来的航天部第四研究院，是当时唯一担
负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的研究院，
它的成立是严峻国际形势下的临危受
命。当时固体导弹是苏美等超级大国
武器装备上的“王牌”。他们已相继研
制出系列固体战略导弹及固体运载火
箭，布控在中国的周边。同时，固体火
箭技术是他们对中国严密封锁的“禁

区”。要打破苏美大国的威慑，中国必
须搞出固体导弹。

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研制一直是一
个世界难题。杨南生想办法找到了荷
兰爱思唯尔公司 1960年出版的一本
《火箭推进》（ROCKET PROPULSION）
原版专业著作，在这本厚厚的上百万字
的论著中，寻找有关固体火箭技术的每
一点蛛丝马迹。

很多人在杨南生手上看到过这本
书，但没人能看得懂。他在这本书的封
面上贴了一张小标签，上面写着两个字

“天书”。他每天熬夜攻读，宿舍里的灯
光在凌晨 1点前从来没熄过。一位

“老固体”说：“杨先生就是凭着这本
‘天书’，带着我们闯出了固体火箭探
索的黑暗时期。”

固体火箭的第一大拦路虎是推进剂
不稳定燃烧，第二大拦路虎是药柱裂纹，
第三大拦路虎是脱粘。这些在今天的航
天人眼里完全不是问题的技术名词，却
是杨南生那一代人以年复一年的探索奋
斗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攻克下来的。

浇铸车间的一位老工人回忆：“在
解决脱粘问题的过程中，每一次试验操
作，杨院长都要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干。
其中浇铸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试验最
危险的环节。为了能把握浇铸的可靠
性，他总是站在浇铸台旁边指挥，有一
次甚至自己跳上浇铸台拿着搅拌棍搅
拌，被我们强行拉了下来。看到杨院长
这股劲，我们工人真是感动，人人都往
前冲。”

1965年7月，杨南生任队长，率领
着20多人的试验队，带着300毫米固
体发动机配制成的试验飞弹，开赴酒泉
试验基地。1发、2发、3发……他们先
后分两批打了6发弹，全部成功。

中国固体火箭的“头生子”——300
毫米固体发动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固
体火箭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
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具有
重大意义的一步，它是固体火箭事业乃
至航天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它向世界
昭告：中国从此有研制固体火箭的能力
了！

为“东方红一号”而战

1967年初，四院接受了国家工程
任务——为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运载火箭研
制第三级发动机。“东方红一号”卫星计
划代号为“651”工程，四院成立了以杨
南生为总指挥的“651”工程领导小
组。这一年，为“东方红一号”上天准备
的直径770毫米的实用型固体发动机
的研制工作全面开启。

那年春寒料峭，人们看到杨南生
提着行李箱从机关工作区住进了生产
厂区的一间办公室。他说，这样可以
节省每天来回路上跑的时间，晚上还
可以到现场去。

冬天的内蒙古戈壁滩，滴水成冰，
白毛风、刀子风此起彼伏，碰上沙尘暴
那就像一堵移动的城墙。杨南生骑着
一辆破自行车，穿着一件旧军大衣，戴

着一顶自己缝制的狗皮帽子，每天从早
到晚顶着风沙奔波在各生产车间、研究
所、试验站之间。

那一年，一台发动机头部位置发现

药柱裂纹，杨南生决定挖药修补发动

机，就是把出现裂纹的药柱挖出来，重

新补药。在发动机里挖药，无异于在老

虎嘴里拔牙，万一发生爆炸，后果不堪

设想。杨南生召开会议讨论，他说：“我

们的大胆来自于大量的科学实验，这的

确是一步险棋，但国家急需，值得出手

一试。”

挖药现场，杨南生不顾人们阻拦，
坚持和“敢死队”队员一起轮番钻进发
动机操作。两天两夜，18个人日夜奋
战，裂纹处的药终于全部挖出，然后重
新补药、固化，最后发动机试车成功。

那年寒冬，杨南生日夜奔波，右腿
因坐骨神经痛，不能走路。他就用右脚
踩着自行车的脚蹬子，用左脚在地上一
下一下划拉着溜车前行，就这样依然四
处奔波。内蒙古戈壁大青山的荒漠中，
杨南生单腿蹬自行车的画面成为研究
院一代人的记忆。人们称他为“沙漠走
单骑”。后来，杨南生的另一条腿也不
听使唤了，他就让人用一辆排子车拉着
他去需要去的地方。

3年艰苦卓绝，终于迎来曙光。
1970年4月24日，共和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轰然飞上
太空，第三级发动机的最后一推，把卫
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传
遍全球。

中国航天时代的大幕从此拉开。

“巨浪一号”逞英豪

“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前
夕，国防部即向第四研究院正式下达了
研制中程固体潜地导弹的任务，也就是
后来如雷贯耳的“巨浪一号”。等待杨
南生的，是更艰难的挑战。

当年的工程师程崇汉回忆：“核潜
艇下水时间迫近，但是几次试车发动机
都因从尾部穿火而宣告失败。杨副院
长把我们几个从事绝热、包复的同志叫
到动力站试车现场。发动机刚从试车
台卸下不久，仍有余温。杨副院长首先
钻进发动机壳体里面去，我们也随他钻
进去，壳体里很热，气味很是难闻。绝
热、包复层燃烧后的余胶粘得身上、脚
上一团黑。杨副院长由于年岁大，行动
不便，粘得更多。”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杨南生和他
的队伍历经无数坎坷艰难，“巨浪一号”
两级发动机终于试验成功。

1982年，“巨浪一号”——中国第
一枚潜地导弹，进入水下发射试验阶
段，并最终取得圆满成功。

之后，杨南生告别塞外基地，再一
次隐姓埋名，扎进秦岭深山，为中国新
一代战略导弹开始了历时10年的科学
预研。作为一名技术领导者，杨南生带
领着这支“尖刀兵”，在秦岭深处再次创
下一个又一个让世界为之侧目的辉煌。

1984年 10月 1日中国东风 5号
洲际导弹在共和国的国庆大典上第一
次亮相，之后几年陆续推出东风-31、
东风-41、“巨浪二号”等一系列新型战
略导弹。中国有了不怕任何恐吓威胁
的底气。

杨南生常对我说：“我为自己是一
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而自豪。”他在晚年
的笔记中写下最多最深重的话语就是

“永葆赤子之心”。
（作者张严平系杨南生的妻子，退

休前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原载：《学习

时报》，本文有删改。）

杨南生，我的爱人科学家
杨南生（1921—2013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漳州市龙海区），出

生于缅甸仰光市一个华侨家庭，两岁时随父母回国。他是我国探空火

箭和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航天专家。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同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本报讯 近日，第八届鼓浪屿诗歌节在厦门举

办，开创性地通过线上“云端诗歌节”和在地诗歌文

化活动相结合，上百位知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和万

千“爱诗人”参与其中，形成一派清新生动的文化景

象。

今年，诗歌节“实时在线”，线上持续时间长达3
个月，将举办原创诗乐诵演晚会、诗歌学术研讨会

以及挖掘本地文化的“厦门诗歌地理”，还将联动多

所高等学府和全球网友，同期开展云端诗歌节，包

含“云中笺”青少年诗歌征集、“云中对话”“名家谈

诗”“名家读诗”“网友读诗”五大版块。值得一提的

是，为了让更多爱诗人在“云端”被看见、被阅读、被

聆听，本届诗歌节通过“网友读诗”，为华侨华人隔

空传递“诗音”。

诗歌节期间，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奖项

之一“柔刚诗歌奖”举行颁奖典礼。经评委会两轮

评选，第29届柔刚诗歌奖·特别荣誉奖颁发给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柔刚诗歌奖·主奖由诗人孙

文波摘得，王家铭获校园奖。

诗歌在世界文学殿堂中拥有耀眼地位，中国是

当之无愧诗的国度。在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长卷

中，诗歌有3000多年历史，它是民族语言与民族情

感的浪漫相遇。“诗歌是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寄托。”

今年，鼓浪屿诗歌节与谢冕教授进行了“云中对话”。

本届鼓浪屿诗歌节由中国作家协会、厦门市政

府指导，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中国诗歌学会、厦门

市文联主办。 （许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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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泉州石狮市湖滨街道召开

菲律宾广场第一次归侨侨着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律宾广场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选

举蔡奕荣为主席，标志着泉州首个楼宇侨联成

立。中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

在石狮市菲律宾广场“侨胞之家”为石狮市湖滨

街道菲律宾广场归国华侨联合会揭牌。

据悉，菲律宾广场是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华人

在石狮的一个聚居小区，有184户侨眷，经过2
年多的筹备，成立了基层侨联组织。

石狮市湖滨街道菲律宾广场归国华侨联合会

的成立，是石狮市侨联认真落实福建省、泉州市侨

联拓展基层侨联组织意见的新成果，将有助于更

好地为归侨侨眷服务，维护好侨益，助力文明和谐

小区建设，也将有利于更加密切与菲律宾乡亲的

联系，传播石狮声音，讲好石狮故事。 （师乔）

本报讯 近日，2022年度“陈祖昌春

节慰问金”发放活动在晋江市侨联通过线

上+线下的形式举行。

“承蒙关怀，向您表示感恩，祝您新年

快乐、身体健康”“感恩您一路的关怀，祝

您身体健康”……发放现场，8名归侨侨

眷领取了慰问金，并通过在线视频向陈祖

昌表示感谢。

据悉，自2008年起，陈祖昌在晋江市

侨联的倡议下，专门设立了晋江贫困归侨

侨眷春节慰问金，连续14年帮扶1000多

人次贫困归侨侨眷。今年，陈祖昌捐赠慰

问金20万元帮扶100名困难归侨侨眷。

在中国、在家乡，陈祖昌被誉为“菲中

民间慈善大使”“文坛知音”，多年来始终

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慷慨乐捐数千万元

兴办基础设施、文教、卫生、体育等公益项

目，包括捐建晋江祖昌体育馆、祖昌音乐

厅、泉州师范学院大礼堂和宁德、龙岩等

地 10多所侨心学校及大田公路、北京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奥运会水立方游

泳馆、南侨中学礼堂教学楼实验楼科技楼

学生宿舍楼等。此外，陈祖昌还以其父亲

名字赞助设立福建省陈明玉文学奖、“明

玉杯”海内外华文诗词大奖赛、泉州陈明

玉诗词吟唱会等。

（晋乔）

“虽然身在菲律宾，

远隔万里，但割不断我们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

国、对家乡晋江的感情。”

菲律宾福建青年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洪聪晓通过

微信表示。

虎年春节之际，菲律

宾福建青年联合会执行

副会长洪聪晓以其父亲

洪新智的名义向泉州晋

江市 110 名困难归侨侨

眷发放米、油、米粉、牛

奶、新春礼包等慰问品，

其中还向 10名困难群众

每人发放 2000元的新春

慰问金。

洪聪晓身处菲岛，身

在严峻疫情之中，自身健

康受到威胁，却始终牵挂

家乡困难侨界群众，慷慨

捐资帮助有困难的归侨

侨眷，让困难归侨侨眷在

严寒的季节里真真切切

感受到暖暖的春意。

（晋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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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菲华侨洪聪晓

关爱晋江侨界困难群众

著名侨领陈祖昌
14年帮扶1000多人次归侨侨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