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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福州西湖公园首届上巳节文化月举行，12
名身着传统服饰的“花神”相聚西湖木栈道旁的“湖亭修
禊”景点，祈愿繁花似锦、国富民安。

上巳节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兴盛于唐朝，被视
为中国古代的“女儿节”“情人节”。这一天，人们踏青出
游，于水边饮酒赋诗，祈求福祉，也即“禊饮”。据悉，上巳
节禊饮习俗由来已久，西湖更是文人墨客禊饮的首选之
地，由此有了“湖亭修禊”这一西湖新八景。

如今，西湖公园不仅重新还原“湖亭修禊”这个景点，还
打造了首届上巳节文化月，让禊饮风俗重现。此次上巳节
文化月共分为分花节（望花）、灯节（掌灯）、诗节（品诗）、歌节

（踏歌）四章，每个篇章都有不同的活动，将持续至4月3日。
3月12-13日，分花节篇章率先于西湖之畔上演，传

统香囊制作、簪花游园、“花神”竞选、越剧表演……活动
异彩纷呈，共吸引了7.5万人次前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作为分花节的重要活动——“花神”选秀比赛火热开
展，来自江苏的95后军嫂张萍凭借剑舞和水袖舞一举夺
魁。“首轮我表演剑舞，展示的是女将军的形象，也借此致
敬我身为武警的丈夫，第二轮则希望通过亦柔亦刚的水
袖来展示女子坚韧和柔软，让更多人了解汉服背后的传
统文化。”张萍说。 （林奕婷）

首届上巳节文化月亮相西湖首届上巳节文化月亮相西湖
重 现 中 华 古 老 习 俗

福建首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
保税店3月 8日在福州火车站正
式营业。依托不断织密的中欧
班列国际物流网，中欧班列从前
端运输延伸到了终端消费市场，
催生物流业与商业衔接的新业
态。

在福州火车站，进口商品保
税店销售的商品主要来自法国、
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涵盖美妆
卫护、母婴用品、糖果酒水等200
余类 1200 个单品。保税店一开
业便吸引了大量候车厅旅客。

南昌铁路局集团公司中欧班
列进口商品保税店负责人汪淑媛
说，中欧班列进口商品保税店是
物流业与商业衔接的结果，把中
欧班列从前端运输延伸到了终端

消费市场，是一种商贸新业态。
据了解，国外优质商品通过

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再
通过保税店直接展示销售，从而
实现“保真、平价”，对消费者具
有吸引力。南昌铁路局集团公
司中欧班列进口商品保税店门
店经理陈秀琴说，保税店所售商
品使用防伪技术，利用智能电子
标签对商品进行标识，给每件商
品贴上“身份证”，可实现全程追
踪、溯源。

汪淑媛说，中欧班列进口商
品保税店模式以运带贸、以贸促
运 ，拓 展 了 中 欧 班 列 的“ 商 贸
路”。未来，中欧班列进口商品
保税店数量有望在福建的车站
商圈、社区持续增加。 （周义）

中欧班列催生新业态中欧班列催生新业态中欧班列催生新业态
福建首家中欧保税店开业福建首家中欧保税店开业福建首家中欧保税店开业

3 月 12 日，第四届“印象·福
州”大赛颁奖仪式暨第五届“印
象·福州”大赛启动仪式在福州
举行。活动由福州市侨办、市教
育局等单位主办。

“印象·福州”大赛自创办以
来，参与人数逐年增多，作品征
集数量明显增加，作品表现形式
也日渐丰富，对外影响力不断扩
大，极大调动了海外社团、华文
学校以及华裔青少年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提升了海外华裔青少年
了解家乡、学习中华文化的兴
趣，以及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
（籍）国和家乡的认同感。活动
被海外乡亲亲切地称为“留心留
根工程”。

据介绍，第四届“印象·福州”
大赛自2020年12月启动以来，共
计收到书画、征文、摄影、华语演
讲等各类参赛作品 2287 件。来
自美国的张诺欣获得征文类作品

一等奖。她的征文《三坊七巷·
韵》以“韵”为线索，讲述了记忆中
的三坊七巷清晨、午后、夜幕升起
的画面。她说：“大赛让我有机会
展示福州之美、榕城之韵。我回
到美国肯定会和友人分享闽都文
化，让他们了解美丽福州。”

海外侨领代表世界福州十邑
同乡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
祥华说：“‘印象·福州’大赛架起
了海外乡亲回忆福州的平台，大
赛作品让福州文化‘活’了起来。
海外华社将鼓励更多海外华裔青
少年积极参加大赛，让中华文化
在华裔孩子们的心中扎根。”

第五届“印象·福州”大赛启
动后,大赛组委会同步上线大赛
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向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广泛征集
作品，截稿时间为2022年 9月 30
日 ，大 赛 官 网 ：http://yxfz.fjsen.
com/。 （毛小春）

第四届“印象·福州”
大 赛 落 幕

在福州的“天涯海角”——连江县苔
菉镇，虾皮迎来了上市旺季。在该镇的茭
南村，虾皮不仅是舌尖美味，还是当地乡
村振兴的“致富密码”，去年产值达到约
8.6亿元。

苔菉镇地处黄岐半岛最末端、福州最

东端，渔业资源尤为丰富。眼下，正是虾
皮加工季。晨曦初露，一艘艘渔船满载而
归，大批鲜活的毛虾源源不断地运至茭南
村的码头。毛虾多分布于东海和黄海，是
我国海产虾类中最大的虾类资源。毛虾
干制后，体小、皮薄，大约3厘米，看起来
只有一层皮，故得名虾皮。

在村里的林振龙水产虾皮加工厂，数
十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毛虾进行各项操
作——清洗、煮熟、吸水、烘干、筛选、包
装。“相较于此前的全人工操作，如今的自
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了效率。原先加工
2000斤虾皮需要一晚上时间，现在仅需一

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该加工厂负责人
林秉风说。

“茭南村从事虾皮加工已经有100多
年的历史，有独特的加工技术。”一名茭南
村村民说。茭南村还引进了全国最先进
的虾皮烘干技术，从鲜虾到成品不到6分
钟即可完成，不仅保证了虾皮的品质，更

让口感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
凭借着独特的虾皮加工技术，“茭南

虾皮”深受市场青睐，享誉海内外，还入选
福建省十大渔业品牌。

虾皮加工是茭南村的重要产业，据统
计，茭南村共有40家虾皮烘干加工厂，年

产量可达1.5万吨，去年产值约8.6亿元，
每年旺季可带动就业500多人。

记者也了解到，为了做大做强虾皮产
业，连江还出台了《关于加快虾皮产业发
展的八条措施》，如成立虾皮渔船捕捞管
理公司、落实“一品一码”可追溯制度、建
设虾皮加工产业园等。（郑瑞洋 陈成志）

3厘米虾皮 创下8.6亿年产值
福 州“ 天 涯 海 角 ”藏 着“ 致 富 密 码 ”

整理箱笼，引进鲍鱼苗，购买
饲料……福州市连江县安凯乡同
心村的鲍鱼养殖户黄安登忙碌起
来。

去年，对黄安登来说是个丰
收年。他养殖了1.3万笼鲍鱼，保
守估计有数十万元利润。他正抓
紧时间补苗，在广阔海面上开始
新一年“春耕”。

同心村是知名的“鲍鱼村”，
八成以上村民从事鲍鱼养殖。去
年，村里鲍鱼产量增长200多吨，
产值增加 2000 多万元，总产值
1.7亿元，户均增收30%。

同心村是连江县鲍鱼产业发
展的缩影。“以前鲍鱼消费市场主
要在大中城市酒店，近年来逐渐
扩展到一些县级城市。”连江县鲍鱼养殖交流协会会长肖华坚
说，这也带动本地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连江是“中国鲍鱼之乡”。去年，连江鲍鱼总养殖量约占全
国三分之一，产量近6万吨。

“除养殖外，县里还发展种苗繁育、深加工等，鲍鱼全产业链
产值近百亿元。”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王朝晖说，国内外主
要鲍鱼加工、消费都有连江鲍鱼的影子。

然而30多年前，这个全国鲍鱼产业大县还没有养殖的鲍
鱼。“连江鲍鱼是20世纪80年代末从日本引进的。”肖华坚说，由
于鲍鱼养殖对环境和技术要求高，之前当地没有适合养殖的品
种。

为将鲍鱼养殖发展壮大为富民产业，连江县不断探索改良
品种和养殖技术，1995年左右当地出现一批育苗企业。

“产业大发展在2005年以后，连江探索出应对气温变化的

‘南鲍北养’方式。”王朝晖说，此
后县里鲍鱼产量逐步提高，昔日

“海洋珍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小的指甲盖大小，大的超过

成人手掌大……在连江县官坞海
产开发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
记者看到，伴随近年来连江鲍鱼
良种基地建设，这里引进多个鲍
鱼原种，培育出多个改良品种。

“现在养的多是皱纹盘鲍。”
官坞海产董事长林哲龙说，公司
和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最新培育
的绿鲍和皱纹盘鲍杂交品种“福
鲍一号”，1粒最高可达1.5斤，且
市场价格更高。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后，连江
鲍鱼逐渐走向深加工。当地鲍鱼

深加工龙头企业江船长实业集团从鲍鱼即食产品起步，目前研
发出鲍鱼肽健康产品。

“去年我们消化3000吨鲍鱼及其他海产品，产值3亿多元。”
江船长实业集团董事长江铭福说，深加工延伸了产业链，提高了
本地鲍鱼产业附加值和应对市场波动能力。

目前，连江县有5家鲍鱼加工企业，加工量约占鲍鱼养殖产
量的10%。“我们还在招商引资，建设区域交易市场和深加工基
地。”连江县县长高双成说。

除了产业延链，连江县还着手打造鲍鱼品牌。去年，连江县
与一家知名电商直播公司达成合作，推介连江鲍鱼产品。

“近年来，连江陆续投入各级资金数十亿元，用于保护海洋
环境、提升鲍鱼养殖质量。”连江县生态环境局局长欧阳雪莲说，
当地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反过来又促进鲍鱼产业壮大。

（康淼 秦宏）

“鲍鱼产业第一县”的振兴之路

官坞海产繁育基地中的鲍鱼原种及杂交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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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闽剧数字博
物馆上线启动仪式在闽
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闽
剧实训基地（文创孵化
基地）闽剧大观园举行，成为福建首个
地方剧种数字博物馆。

闽剧数字博物馆以现代化信息技术
为支撑，由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
省、市专业艺术院团与民间职业剧团等
多方力量，收集闽剧的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等资料，搭建闽剧数字化资源
平台。平台包含历史起源、产业发展、
剧目荟萃、名家名段视频、闽剧剧本、闽
剧音乐、电视节目及新闻等11个模块，

收录了郑奕奏、洪琛、林芝芳等闽剧名
家的经典唱段音视频。

闽剧数字博物馆上线后，将免费与
社会共享闽剧资源，大家通过闽江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官方网站、公众号即可访
问浏览。该馆的上线将更好地传播、弘
扬闽剧文化，吸引更多年轻力量加入闽
剧传承行列，推动非遗活态化传承体系
的建立。

闽剧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

念白的戏曲剧种，已有
400 多年历史，为国家
级非遗项目。启动仪式
上，摘得中国戏剧表演

最高奖“梅花奖”的闽剧名家陈乃春、周
虹、陈洪翔、陈琼、吴则文同台献艺，为
大家带来了闽剧《赵氏孤儿》《双蝶扇》
《金钗记》《杜十娘》《林则徐复出》等精
彩选段，让观众在低吟浅唱间，体会古
建筑的静态之美和传统戏曲的活态传
承。

会上，闽剧名家、专家学者围绕闽都
文化国际品牌视域下闽剧艺术的传承、
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吴晖）

闽剧数字博物馆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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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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