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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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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波，福州人，出生于 1969 年。现为福建省古琴协会会长、福建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闽派古琴）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

员会理事；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古琴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儒家乐教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

级古琴考官；龙人古琴研究院研究员。

我曾在一篇论述古琴艺术的文章里说∶“琴之为器，大道寓焉。

在两千多年的时空跨度里，古琴艺术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人生

境界，一种生命情绪，一种文化品格而存在的。对于古琴艺术而

言，远有比聆听更为重要的意义。古琴艺术已经是公认的中华传

统精致文化、高雅文化的一种主要代表，当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

亟待继承整理和发扬的传统音乐宝库。”

古琴的地位历来崇高，被列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这不仅因为

它作为乐器本身的功能与价值，更出于它的“弦外之音”——千载

如一的深沉幽远琴音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质，包括独特

的古琴音乐美学，浩瀚的琴学理论与传谱，自成体系的记谱法与乐

律学，以及与文学、哲学、宗教和其他传统艺术、学术之间的契合。

古琴是中国唯一被称为“学”的乐器（琴学），它的“道”的内涵边界

比别的乐器要宽远得多。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艺术，都有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技术，

技也。只有技术层面过关，才能言道，道者，艺术也。

可以断言，不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的琴人，即使技巧再全面、再高迈，也不过是个擅长炫技的琴匠而

已，距古琴美学的“道”，还有十万八千里。

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古琴研究会副会长、青年古琴家张俊波习

琴二十余年，前期专心于技法磨练与曲目积累，依仗为人的诚恳和

求学的殷虔，他有幸结识了道德文章都堪称楷模的老一辈琴家成

公亮、陈长林、郑珉中诸先生，受到教诲与影响，得以窥探琴学之堂

奥。张俊波开始重视对“琴外功夫”学习，不断地从传统文学、戏

剧、儒释道学说中汲取营养，用以充填古琴这“道器的空筐”。十多

年的努力，终于使自己“文人化”了。最近我有机会聆听他演奏的

几首古琴名曲，大有柳暗花明之感。他落指简净，绰注节制，吟猱

沉潜，一曲抚弄，他追求的是曲调语法的气韵流布，旋律进驻的圆

当酣畅。

《渔樵问答》初见于明代《杏庄太音续谱》。该谱题解曰：“古今

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之渔樵一

话而己。”乐曲通过渔夫樵夫在大自然中悠然自得的生活情态，表

达精神上的超脱和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也流露他们对世事变化

无常的无奈感叹。张俊波弹奏此曲，以夏一峰打谱本为框架，参照

了吴景略、成公亮、龚一的版本，融会贯通，发扬了成公亮本的细

腻，挨弃了许多琴家模仿斧斤伐木的叮叮声，渔船摇橹的欸乃声等

外在肤浅的音响，以意境韵味见长。

《流水》，秦初的典籍《吕氏春秋》记载钟子期听伯牙鼓琴时赞

叹“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高山流水当时已是琴曲表现

的题材。《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

其题解中说《高山流水》本是一个曲子，唐代分为两个曲子，不分段

数。宋代才有《高山》四段，《流水》八段的划分。《神奇秘谱》收录的

是不分段的《流水》。《天闻阁琴谱》载清代川派琴家冯彤云传授给

张孔山的《流水》中，增添了用滚拂指法表现水势汹涌的大段描写，

号称《七十二滚拂流水》，或称《大流水》，流传很广。此外仍有《高

山流水》琴曲传世。管平湖根据《天闻阁琴谱》打谱并演奏的《流

水》，因被录入美国太空探测器遨游宇宙而广为人知。全曲九段加

一个尾声。张俊波弹奏此曲，参照了卫仲乐和吴文光的打谱本，将

曲调的强弱缓急作了极端化的处理。溪流汇入江海前，汩汩潺潺，

铮铮淙淙，其曲调细如悬丝，若隐若现汇人江海后，款坎镗鞘，涵澹

澎湃，其曲调响若旱雷，惊人心魄。

《忆故人》，据《理琴轩琴谱》，这部琴谱是近代琴家彭祉卿先生

的家传秘谱。当年彭祉卿先生第一个把此曲传授给他的好友张子

谦先生，张子谦先生则把手抄的《忆故人》琴谱刊登在1937年出版

的《今虞琴刊》上，以致此曲广为流传，近百年来琴人皆乐于抚弹。

此曲成公亮在上音求学时，得到张子谦先生的亲授，十多年前，成

公亮又把此曲授于张俊波。《忆故人》以简练集中的音乐素材表现

出深沉的情感，或感于时势，或怀故思归，或忧伤悼念。各段尾多

次出现的由左手带起的空弦和按音构成的“放合”指法音调，表现

了缠绵往复，不尽依依之情。张俊波在阐述此曲时，认为成公亮已

将此曲演释到极致，自己无法越雷池一步。但在长期操缦此曲的

过程中，张俊波不自觉地把自己心中的沧桑感，把那种难以言说的

惆怅落寞，那种自囚心狱的无奈，诉说得乙乙欲抽；那眼含泪而将

溢、口欲言而嗫嚅的形象，在琴曲的流淌中恍然可见。我以为张俊

波对《忆故人》的解释是另开一胜境的，他忆的“故人”，是他自己的

心路历程，是他对坎坷、多违的生活经历的感受。

自从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

28种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古琴艺术似乎迎

来了“中兴”，病态地热了起来。仅京城一地，就开了数十家琴馆，

那些上午才学会《秋风辞》的“琴人”，下午就开馆授徒了。某著名

琴家的学费高达一小时七八百元，手里还撮着秒表，一分钟都不肯

延误。所以京城有个段子“北京新四大俗”：开店开会所，看病找中

医，弹琴弹古琴，喝茶喝普洱。精英文化一经商业炒作，就成了泡

沫，自古如斯，于今为甚。

张俊波居陋室，处卑位而安之若素，一门心思地追寻古琴艺术

天人合一的道，在这浮嚣的世道里，我以为他的操守，他的坚持，是

难能可贵的。 （古埙/文）

（原文载于《福建艺术》，2010年2月）

技进乎道
——张俊波的古琴演奏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