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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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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几年，江湖传闻，日本的乌冬面
源自福建。甚至有消息见诸报端，说是
鼻祖都找到了，就是尤溪的大条面。

这个大胆的猜想源自一个叫傅树
华的尤溪人。

他是个有心人，曾留学日本，早在
上个世纪90年代，他觉察到乌冬面和
大条面之间的众多关联，就特地成立了
研究会，一头扎了进去，还考证出面条
的传播媒介：闽江上的放排人和日本空
海大师。

傅树华猜测，闽江上的尤溪放排
人，在运输木材的过程中，也将吃面条
的习惯顺江而下带到福州，机缘巧合，
如此情景，被日本高僧空海看见。后
来，空海回国，带回了面条。更巧的是，
在空海故乡的香川，当地传说，空海此
举，让缺雨水没法种水稻的香川变成了
日本粮仓。有例子，有传说，这么看来，
傅树华的猜想，就很有意思了。

翻看史书，空海入唐是公元 804
年，至今已有 1300多年。那一年，空
海以学问僧的身份随日本第17次遣唐

使乘船入唐。在海上遇到台风，同行4
艘船漂散，空海和大使所乘的第一艘船
在海上漂流了34天，九死一生，于8月
10日漂流到当时福州长溪县（今宁德
市霞浦县）的赤岸镇，并在此得到救援
且停留了41天。

41天之后，空海踏上了北上长安
之路。后人考据，他从长溪往福州，住
在福州开元寺，再经闽江北上南平，继
而到浦城，经仙霞关入浙，再跋涉3个
多月，抵达长安。

由此可知，空海在闽期间，具备了
看到尤溪放排人吃面的客观条件；同时
尤溪人放排的闽江支流，叫乌龙江，而
乌冬面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就叫乌龙
面。那么这是有趣的巧合，还是历史留
下的“乌龙”？虽不得而知，但并不妨碍
面条的美味，天下流传。

二

空海生活的时代距今已有 1300
多年。时间长河中，很多东西会被冲
刷、侵蚀，渐渐模糊了本来的模样。但
总有一些碎片会顽强地保留下来，附着
在语言、习俗、饮食这些载体上，等待后

来人。
寻找乌冬面前世的真面目，尤溪，

毫无疑问是不可绕过的一站。在闽江
干流，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历史上，
无论陆路还是水路，这个位于闽中的小
城与福州的联系相当紧密。

在尤溪当地人口中，大条面被叫成
切面，讲究的制面师傅还会用竹杠来压
面，使之更有韧性。大条面先压后切，
又粗又长，店里一般都提前煮好，凉水
冷却，再盘成面饼待用。大条面可做拌
面，也可做成汤面或炒面。

朋友强烈推荐拌面，只见店家手脚
麻利地将面扔进沸水中煮透捞出，调入
秘制葱头油，浇上香醋和蒜泥浸渍而成
的蒜头酱，就可上桌。趁热拌开，那香
味就令人胃口大开，一口下去，爽口弹
牙，很是劲道。再配上一碟猪头肉，真
是令人胃口大开，我连吃两碗，方恋恋
不舍放下筷子。

那么，大条面是不是只有尤溪一家
独有呢？

显然不是。沿着闽江溯溪而上，果
然又在延平和顺昌发现了它的踪迹。

南平的延平区峡阳镇，是闽江上游
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00多年前，
这里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水路交通
的发达，也便于饮食的流通，出现大条
面并不奇怪。在峡阳，大条面被叫成筷
子面，因面条形似筷子，故而得名。做
法吃法和尤溪基本类似，炒面居多。

同样，在顺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元坑镇，我们也找到了一种粗面。元坑
距顺昌县城不过十多公里，闽江三大支
流之一的金溪贯穿古镇，历史上以茶叶
和纸张贸易著称。元坑粗面，久煮不
糊，面很劲道，特别耐嚼，越嚼越香，都
是粮食的香味。

大条面的上游踪迹到此为止。那
么下游呢？

与尤溪一江之隔的宁德古田县，境
内林木繁茂、水系发达。著名学者林耀
华先生在其著作《金翼》中，曾详细描绘
了古田人放排，运送木头到闽江下游的
情景。果然，在这里，我也吃到了大条
面。古田人喜欢炒大条面，客人随到随
炒，烟火缭绕中，热气十足，味道好极
了。

与炒面相比，我更喜欢的还是古田

的盒面。盒面也是大条面，是古田的街
头美食，白天难觅踪迹，需要到深夜的
夜宵摊上才能一睹其芳踪。在夜宵摊
里，盒面都在家中做好，点上一盒，加入
特制的蒜头醋，拌开就可以吃了。味道
和尤溪的拌大条面，极其相似。有一年
3月，我到古田开会，半夜出去觅食，深
夜的街头，一碗盒面一碗平湖豆腐汤，
宛如当地人。

我们开始沿江而下，一路寻觅，在
进入福州地界后，面条反而走向了另外
一个极端，极细的线面占据了绝对上
风。至于大条面，仅仅找到两处，连江
潘渡的贵安拉面和长乐的杠面。

尽管名字变得陌生，但我还是一眼
看出了他们与大条面的高度类似之处。

贵安距离福州不到30公里，在陆
路时代，这里是福州的北大门，往来宦
游人、商贾客络绎不绝。在今天，贵安
温泉极为有名，传统的贵安拉面就显得
非常小众。冒冒失失寻找，往往会被带
到兰州拉面馆子里去。

传统的贵安拉面，除了盐，其他都
不加。做法也不复杂，先揉后饧，再揉
再拉，倒也辛苦。当地人说，贵安拉
面，一根面条可以拉到一米长。拉好
的面条，要先扔进锅里煮熟捞出备用，
这一步骤和大条面完全一样。口感
呢，依然弹牙，似乎更接近乌冬面了。

到了闽江下游的长乐，出现了杠
面。

长乐杠面，以鹤上、首占和金峰镇
为佳。以前做面，要揉要杠，今天，有
了杠面机器，制作出来的面条整齐细
长，方便许多。当地人说，杠面的特色
不在面，而是在汤头。好的汤头，往往
会用上虾、鱼干、螃蟹、排骨、猪小肠、
芹菜、蒜、香菇、花蛤、蛏、老鸭汤等等
一大堆的食材来熬制，最后煮一大盆
上桌，鲜甜味美，非常豪气。

在我看来，从外观上，长乐的杠面
是最像乌冬面的一种面条，色泽洁白
细腻，柔韧Q弹。此外，对汤头的要求
也很高，这一点和乌冬面非常类似。

走过闽江，我试着将这几处面条
产地画点连线，毫无疑问，这就是一条
水上的传播之路。回望历史，福建与
日本之间的联系就相当紧密。乌冬面
起源福建，我没疑问。

三

福建人在寻找乌冬面的源头，日本
人也一样。

资料显示，在日本，udon只是音
读，乌冬面的官称叫做“饂饨”。这理当
不 是 馄 饨 的 通 假 讹 写 ，因 为 馄 饨
（kunton）在日语中指的东西和在中
国并无区别。“饂饨”这个词，在《辞海》
上面说：饂，面糊也。

新闻报道显示，日本人有乌冬面研
究会，曾多次来华考察，寻找乌冬面的
源头。傅树华说，日本这方面的研究学
者也曾多次来闽，对尤溪的大条面也高
度认可。

历史上，福建沿海与日本往来频
繁，空海、放排人，都代表是文化媒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南方就是乌
冬面的故乡，而这，不正是福建闽江流
域的那些面条吗？

至于是大条面还是杠面，是尤溪还
是长乐，一切都有可能。

（陈文波/文 福建画报社供图）

一 根 面 条 的 奇 幻 漂 流

▲大条面也就是切面，起源可追溯
到唐代，其前身或许源于当时的汤饼。

（吴军 摄）

▲当年空海大师沿着仙霞古道北上
西安，今天，后人为纪念他的壮举，兴建
了空海阁。 （赖小兵 摄）

一直觉得，面条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制作简单，食用方便，给人带来碳水的愉悦；其衍化出的

各种美味，品种繁多，令人沉醉。

这样的美食，具有天然的传播力。

所以，当有人将日本乌冬面和福建面条联系在一起时，我并不觉得奇怪。毕竟，面食发源于中国，乌冬面

的源头在中国，也很合理。只不过，究竟是福建的哪一种面条，漂洋过海，风靡东瀛？

日本的乌东面
（吴军 摄）

春节将至，我兴致勃勃到街上买些年货。沿街
而行，熙熙攘攘，看到街道两旁有几个卖春联的摊
子，那悬挂着的一副副鲜红的春联夺人眼目，把我
带进青年时期在家乡为村民书写春联的情景中。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从宁化师范学
校毕业，被分配到县城实小任教。每逢春节来临之
际，学校放寒假，我就回家乡客家祖地宁化县治平
畲族乡过年。家乡流传一俗语：“腊月二十四，家家
写大字。”因此，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忙着为四邻八舍
写春联。我之所以义不容辞为村民书写春联其主
因有三：其一，我当年在村里是第一个师范毕业生，
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其二，我学书法已久，隶书、
楷书、行书皆受到村民喜欢；其三，我很乐意为村民
写春联。既能练习书法，展示书艺，又能为村民做
点好事、实事，何乐而不为？

农历腊月二十四这天一大早，邻居们就纷纷拿
来红纸送至我家，我便准备在老家厅堂的八仙桌
上，展纸挥毫。不多时桌上、凳上、沙发上皆放满了
送来写春联的红纸，弟弟一一指给我看：兰大爷的，
六女婶子的，来发佬的，马秀嫂子的……于是，我用
剪刀把红纸一一裁成春联规格的条幅；尔后，根据

邻居们的不同家庭实际选定（或自拟）春联内容，润
笔濡墨，铺纸挥笔，写了一幅摊晾一幅，桌上地上渐
渐铺满，映得满屋子红艳喜亮的。我在厅堂凝神走
笔，弟弟在身旁忙前忙后摊晾春联，父母亲在屋里

“扫尘”，好一幅忙年景象。
兰大爷80岁高龄，新中国成立前给地主当长

工，受苦受难。后翻了身，靠种田养猪过上了好日
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抱上了孙子，生活越过越
好，祈盼着健康长寿，多过几年好日子。据此我给
他书写了自拟的一副春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
南山不老松”。横批是：“人寿丰年”。他来拿春联，
弟弟念给他听了，老人家捋着胡须笑哈哈说：“好，
好！正合我意”；六女婶子夫妻俩是村里的勤俭人，
丈夫东财是个地道老实的种田人。田里、山上干活
样样比人强。近年又养蜂售蜜，就此项收入每年可
赚6000多元。她家盖了高楼，买了彩电，又为两儿
娶了老婆……靠勤劳的双手，日子越过越红火。我
就给她拟写了一副“劳动门第春光好，忠厚人家景
色新”。横批是：“劳动致富”。既是吉庆话，又切合
她家实际；来发佬是个 28岁的年轻人，他敢闯敢
干，近几年在外地经商做土特产生意，挣了一笔钱，

回村盖新房，刚娶了一位美貌贤惠的妻子，称心如
意。小两口和和美美、甜甜蜜蜜。我就给他拟写了
一副：“同心同德美满夫妻，克勤克俭幸福鸳鸯”。
横批是：“白头偕老”。小两口乐滋滋捧了春联，一
个在梯子上，一个在梯子下，说说笑笑，扯正拉平，
给新屋贴上了第一副新春联……一天下来，我写了
二十几副春联，人有些累了，但心里却是开心的，好
像一个人的欢乐分到了二十几户人家，变成了二十
几份欢乐。

如今“上红”习俗在宁化城乡广为流传。在大
年二十五“入年界”至大年三十前乡民有“上红”的
习俗。家家户户除了贴上红红火火的春联外，还要
在大门两边贴上“门神”图及“财神爷”图。民间传
说，“门神”能驱鬼避邪。而在家具、农具和床、桌、
凳、饭甑等物件上都要贴上一块红纸，以示兴旺红
火。

“噼啪，噼啪——”过年的爆竹在山村此起彼伏
地响起来，一声声，都在诉说春节的喜气与幸福；展
现在家家户户的大红春联，皆在祝福村民吉祥和快
乐！

（连允东）

厦门剪纸非遗传承人洪志标作品

过 年 写 春 联过 年 写 春 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