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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引
起国际社会热议和支持，世界关注“一带一
路”。

福建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宋元时期，古称

刺桐港的泉州对外开放窗口，在我国
航海史和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篇

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改革开放
以 来 ，

泉州以爱拼敢赢的锐气、先行先试的勇气和海
纳百川的大气，创造了“泉州模式”、“晋江经
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被列为全国18个改
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先行区，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99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 3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50 名专家和记者组成的“海
丝”考察队，来泉州考察并召开“中国与海
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认定中国是世界
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泉州是“海丝”的
起点。

在“海丝”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泉州曾
经写下过辉煌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泉州高
度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与作用的传承，
泉州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亿吨，肖厝、斗尾、
泉州湾、围头湾和深沪湾五大港区为国务院

批准的对外开放港口，现已开通航线 80多
条；泉州与沿线国家间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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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超过130亿美元，中东、东盟已分别成为
泉州市第一和第四大贸易伙伴。

世界多元文化的宝库

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的泉州，与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广泛而密切的往来，
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
南亚诸多文化曾在这里交融汇合，绽放出人
类和平与文明的绚丽花朵。至今在泉州仍拥
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00多处，其中世界级4
个、国家级 31 个，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珍稀历
史遗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这里的“海丝”文化遗存丰富、保存完
好、品种多样、代表性与典型性突出，更引
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他们先后在此间
举行了与“海丝”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
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2013年，泉州成功

当 选 中 日
韩首届“东亚文化之
都”。

泉州籍港澳台侨同胞共
2000 多万人，90%以上泉州
籍华侨华人居住在与“海
丝”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各
国；同时，祖籍泉州的台胞
达900多万人，旅居港澳地区
的泉州籍乡亲有 75.52 万人。
长期以来，旅外乡亲心系桑
梓，涌现出一大批贡献巨大、
成就杰出的乡贤硕彦，成为
推动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也将转化为积极推
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纽带和桥梁。

全国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泉州民营经济发达，创造了令人瞩目的
“泉州模式”、“晋江经验”，经济总量连续 15
年居福建省第一，所有县（市）均跻身全省经
济实力“十强”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
列。拥有一大批龙头骨干企业，形成了石化、
纺织服装、鞋业 3 个产值超千亿元，装备制

造 、
建筑建材、
食品饮料 3个产
值超 500 亿元的产业
集 群 ，获 得 了“ 中 国 鞋
都”、“中国伞都”、“中国纺织
产业基地”等国家级品牌。近年
来，泉州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发展乐
园”，民企“二次创业”取得积极成效。
2013 年，泉州市生产总值达 5128 亿元，
工业总产值超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
291.54亿美元。

2013 年，泉州共接待游客 3000 多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446.96亿元，接待游客总数、
旅游总收入、过夜人气指数居全省以及全国
地级市前列。泉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同
时，“海丝”文化旅游基础设施配套较完善，
接待能力不断提升，泉州“海丝”文化旅游发
展具有巨大潜力。

泉州是福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有责任也有义务先行先试、创新发
展，为全省打造“新海上丝绸之
路”创造经验、做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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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千村一面
让人记住乡愁

出顺昌县城，沿富屯溪往北
14 公里，就是全国“美丽乡村”试

点村——福建省南平市埔上镇张墩村。
初到张墩，沿国道一溜排开的售酒

屋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村民售卖自酿葡萄
酒的地方，各种包装的葡萄酒琳琅满目，搭

上其他农家特产，让过往游客纷纷驻足。
张墩村在开发建设中，尽量保留农村原生

态，原有的山路、村道、田埂，稍加改造成慢
道，把农业基地、游客中心、农家乐等串联起

来，既可供游客乘车游览，也可骑行探趣；与林
业部门合作，建设苗木园、精品园、花卉园，形成
四季绿化香化彩化的景观平台……

不仅如此，借助葡萄酒美名，村里的观光采摘
游悄然兴起。张墩村自1988年种葡萄，1999年3户果
农率先用传统方法酿造葡萄酒。如今这里 500亩基地
葡萄就快成熟；瓜果长廊里的观赏瓜果已可采摘；花
开艳丽的桃园也到了蜜桃成熟时……

再美的村庄也需要文化的魂。踏着村广场古朴的
青砖，穿过一片果实累累的柿子林，竹栅栏围起一座
通透的屋舍，一张张竹匾、竹筛悬挂在屋檐下，随风
打着转。这个屋舍就是张墩村建成的全国首个乡愁馆。

在乡愁馆，不仅可看到犁耙、蓑衣、打谷机等老式生
产工具，还可以看到火钳、弹珠等生活用具和童年玩具。
顺昌县专门给文体部门编制，负责乡愁馆的搜集、管理。
县委书记说，顺昌是农业大县，也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
的地点。我们挖掘这些乡土文化，为的是保存乡村记
忆，让城里人了解农村和农民的辛苦；让农村孩子了
解过去和祖辈的艰辛；让知青回乡，有个情感停靠的
港湾；让人们捎上家乡的产品，回馈农村。

涌现30多个
“百万富翁”

为寻求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最佳结合
点，张墩村依托村委会成立了旅游公司，搭
建起产业发展平台，负责管理村里的葡萄

产业专业合作社、金祥粮食合作社、农家
乐协会、农产品展卖部和竹工艺公司，

共同接洽旅游业务，着力推介醉美张
墩。

金祥粮食合作社成立于2010
年，这个拥有104名社员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为全体社
员提供各种农业所需

的服务，还注册
了 “ 云

路”商标。
村里以多玛仕

酒庄为龙头，将全村葡
萄种植、酿酒专业户组织起
来，成立葡萄产业专业合作
社，注册“张墩”商标，对农家
自酿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进行指导、
改良和监管，销路畅通。

天然果蔬、自酿葡萄酒、特色农家菜
等吸引了八方客，也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
来。去年张墩村人均纯收入2万多元，涌现出
30多个“百万富翁”，现有小轿车70多辆。

一年10万人次
来看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初见成效，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
了村干部的心头大事。村委会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
用，建立村规民约，规范乡风民风，促使村民共同
参与、遵守、维护美好家园。

葡萄种植和酿酒分散在各家各户，如何保证产品
质量？村专业合作社制定了葡萄产业合作社社员公
约，规定了严格的标准，统一商标、品牌、质量、包
装、定价，走市场化运作之路；为确保游客玩得开
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村农家乐协会制定了农家
乐管理制度和乡村游接待户评星标准，由旅游公司统
一登记安排、合理定价、合理收费；农产品展卖部坚
持源头定货、厂家直购，让游客买到价廉物美、货真
价实的新鲜、无公害地方农特产。

长效机制带动了产业发展，激励了更多村民主动投
身到醉美张墩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张墩的美
丽原生态所吸引，预计今年接待游客将突破1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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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李洪生） 经过30余年的沉淀生长，民营医
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被认可到被支持鼓励，已
成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而福建莆田籍医
疗从业人员更是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近日，福建莆田 （中国） 健康产业总会启动仪式暨
新闻发布会在莆田举行。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莆系
医疗精英、国内外医疗专家及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出席了
大会。

据介绍，总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健康产业联盟组
织，拥有全国8600多家民营医院会员，提供100多万医
护人员就业，年营业额达2600多亿元人民币。总会本着

“团结健康产业同仁，搭建政企合作桥梁，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宗
旨，倡导“厚德、奉献、进取、分享”的核心文化理
念，共促产业发展，共谋社会福祉。

莆田 （中国） 健康产业总会设于北京，将在全国31
个省区市设立分会。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营医
院 1.13万家，其中，莆田籍民营医院约占 80%，莆田常
年在外从事医疗投资行业的人员超过 6万人，带动从业
人员150多万，莆田籍民营医院总投资约3400亿元，年
采购总额超过1000亿元。

莆田健康产业总会成立

6 月底，福建莆田北高镇冲沁
村，一阵急雨过后，气温异常闷热。

“妇女禁毒队”的7名队员穿过屋巷，
又开始了走村入户普法宣传。

一路入户走访农家，一路苦口
婆心说毒害。一个上午，队员们发
放了百余份宣传单，与13户因毒品
犯罪获刑入狱的犯人家属逐一见
面，询问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冲沁村人稠地少，曾有部分贫
困群众受不法分子蛊惑从事贩毒活
动，2001 年被福建省禁毒委列为

“禁毒重点整治单位”。2008 年初，
北高边防派出所发动毒品犯罪服刑

人员家属成立了“妇女禁毒队”，
每逢“6·26”国际禁毒日前后，组
织她们走村入户分发宣传材料，在
乡间筑起一道防毒禁毒的屏障。

队员小黄的丈夫因走私毒品被
判刑15年。小黄一肩挑起濒临破碎
家庭的重担，同时也义无反顾地报
名参加了“妇女禁毒队”，6年来从事
义务宣传工作风雨无阻。前些时，从
外省打工回来的青年郑某寻求刺激
吸毒，其父察觉后联系禁毒队员，大
伙儿合力将他扭送派出所。事后队
员们悉心安慰他：“你做得对，这是
把孩子从悬崖边及时拉回来。”

队长张顺福说：“起初跟着边
防民警搞禁毒宣传，村民不理解，
说几个妇道人家想出风头赢名声，
当时脸上真是挂不住。慢慢地群众
改变了原先的印象，还称我们是渔
村里的禁毒防毒‘七仙女’。”

北高边防派出所所长蒋志平介
绍说，“妇女禁毒队”的宣传方式
群众喜闻乐见，禁毒效果也实实在
在。队员们这几年疏导结合，还帮
助刑满释放的青年介绍工作，如
今，冲沁村在全国各地的金饰品年
交易额达 3 亿元，过去的穷渔村变
成了响当当的“金饰村”。

莆田渔村里的“七仙女”
孙卫锋 林建明

本报尤溪电 （项裕兴、张
德遴、邱慧敏）《朱熹百字箴
言》的金丝楠木匾，“善是传家
宝、忍是积德门”朱熹手迹对
联，刻有 《朱文公家训》 的大
型红木屏风墙……走进福建省
尤溪县新建成的朱子文化园，
但见古对联、古牌匾、古家具
等许多精美的朱子文化珍贵文
物安放到位，吸引了众多游客
的目光。

尤 溪 县 是 圣 贤 朱 熹 诞 生
地。占地4.4万平方米的朱子文
化园，布局有5个子项目，是尤
溪 按 明 、 清 《尤 溪 县 志》 图
示，挖掘整理朱子文化、家训
文化、匾额文化等，融入当地
建筑元素兴建的。

据介绍，为充分挖掘朱子
文化底蕴，尤溪县把城区建成
景区、把节点造成景点，呈现
为全城“朱子文化”。县里委托清华大学、同济
大学的设计团队，综合考虑文化、民生、旅游
以及未来发展空间等要素，实施朱子文化园、
公山景区、文山景区、紫阳公园、紫阳湖等5个
板块项目建设，总面积近32平方公里。

在城区建设融入朱子文化元素的同时，尤
溪县大力推进朱子文化资源挖掘、现实应用以
及品牌打造。为此，专门成立朱子文化研究
会，整理出版 《朱子行迹传》 等 12本著作；与
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组织专家学者编撰 《朱
熹大辞典》，于2013年编辑出版。同时，当地还
编撰 《朱子家训与现代家庭教育》 等书，把朱
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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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陈君、刘刚） 据主办方介绍，已
在台北开唱的“2014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所有赛
事，将由福建海峡卫视与台湾年代电视合作制播，7 月 12 日
起在两岸及全球多个华语电视频道播出。

本届大赛由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中华文化联谊会、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与往届闽歌赛不同，今年是
首次改由两岸电视台合作制播成综艺真人秀节目。6 月 27
日，从福建地区 （大陆）、台湾、海外 （新加坡、马来西亚、
美国、加拿大） 等赛区决选出的60强选手齐集台北，他们将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等层层关卡决出“闽南语明日之星”，
带给两岸观众一场场精彩对决。

2014闽南语歌曲大赛所有赛事将由福建海峡卫视、台湾
年代电视全程录制，知名台湾制作人黄国治任总导演和导
播。12集电视节目以一周一期的频率，通过福建省广播影视
集团、台湾年代电视旗下电视频道，以及马来西亚、新加

坡、美国等地合作媒体平台在全球
多地、多平台播出。

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的闽南语
歌后黄乙玲将领衔评审团，其他成
员还包括台湾知名词曲创作人黄国
伦、音乐制作人王治平，以及大陆
知名闽南语歌手陈飞、李娅莎等。

据介绍，“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
演唱大赛”迄今已举办六届，是覆
盖最广、规模最大的全球性闽南语
歌坛盛典，先后在福建福州、台湾
台中、马来西亚吉隆坡、澳门和福
建厦门举行总决赛晚会。

2014闽南语歌曲大赛

将在两岸及全球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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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墩村的葡萄熟了

泉州远眺泉州远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