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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并逐渐走向强盛。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为生长在
这样一个时代感到自豪。”澳大利亚澳华交流中心主
席林晋文说。

1949年 8月，林晋文出生于广东潮阳，少时生活
贫穷被迫辍学务农。为了养家糊口，他种过地、养过
牛，当过电工、木工等。1978年底，中国开始实施改
革开放政策，这给困境中的林晋文带来希望。

“我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自主创业
之路。”林晋文从建筑工人做起，一步步当上施工队
长、工程处主任，开始了在建筑行业的打拼。1991
年，林晋文审时度势，创立建筑公司。凭借着出色的

经营理念和艰苦打拼，公司历经 3次改制，在市场上
稳住了脚跟，也赢得了业界的肯定和赞誉。

林晋文于2000年移居澳大利亚，开始新的人生旅
程。旅居海外近20年，他深深感受到中国强大带给海
外游子们的底气。

“常言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中国就是我们永远倚靠
的大树。”林晋文说，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增，华侨
华人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也随之提升。

在澳大利亚生活期间，林晋文积极开展慈善公益
活动，回馈当地社会，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
士”称号。2004年，林晋文创办澳华交流中心，通过
举办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等活动增进澳大利亚与中国
的友好交流。

林晋文说，自己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
看到同胞遭受困难的时候，“乡愁”尤其浓烈。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天，林晋文不
顾余震险情，赶赴绵阳、汶川灾区，沿途看到倒塌的
房屋和受伤的灾民，他痛心不已，当即捐款 50 万澳
元，用于灾区重建。

无论是扶贫济困、修路架桥还是支持文化教育事
业等，林晋文在公益慈善领域总是慷慨解囊，不遗余
力。在他看来，自己取得的财富来源于社会，也一定
要回馈社会，“慈善是要坚持一辈子的事业”。

尽管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林晋文依然干劲十
足，自言“人到七十正当时，不须扬鞭自向前”。他
表示，作为海外华人，一定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友好交流做出更大贡献，这也是

“绿叶对根的情谊”。
（来源：中新网）

新时代·新侨乡

村村各有风情
日暮时分，穿过高大的石牌坊，沿着

石板路走进水碓村，小桥流水环绕着青瓦
白墙，温婉静谧。不远处，大片田野绿意
盎然，农人已经荷锄而归，几条黄狗仍在
摇尾玩闹。两三名妇人端着木盆，走出河
边的洗衣亭，盆里装着浣洗干净的衣物。
跟着她们的脚步往村子深处走，座座民
居，密密相连，错落有致，一眼可识徽派
建筑的特征，仔细看去又能品出几分西方
建筑的风味。

在这座位于和顺古镇的传统村落，时
间仿佛放慢了脚步，历史与现代和谐共处。

腾冲，这片“极边之地”，因其特殊
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留下了众多建筑各具
特色、民俗丰富多样的传统村落。近年
来，依托中央财政“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
金”的支持，腾冲以传统村落保护修缮和
农村环境整治为抓手，让众多传统村落焕
发生机。

走在水碓村，最大的感受是一切都原
汁原味。故居、宗祠、巷道，乃至洗衣亭，都
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古树、农田也均
在保护范围之内。村民一如惯常地耕田、
浣衣、放鸭。沿着山坡的石阶拾级而上，便
是他们世代居住的祖屋。这都归功于腾冲
对保护传统建筑和街巷肌理的重视。

正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
座传统村落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在保护
和开发传统村落的过程中，腾冲因地制
宜，实施了村落特色保护工程。在古树名
木传统村落，为古树名木建档、挂牌、砌
围栏，清除竞争植物，引导村民保护村落
资源，打造出固东江东银杏村、马站和睦

“红花油茶第一村”等传统村落；在马帮
文化浓郁的传统村落，着重对茶马古道进
行修复，建设马蹄广场，再现马帮文化，
修建马帮客栈；在抗战文化传统村落中，
修缮抗战遗址，新建抗日纪念广场、抗日
英雄雕塑和游览步道等……

一座村落，就是一种风情。它们散落
在腾冲的山间地头，拼接成一幅幅素雅清
丽的山水画卷。

留住“人文胎记”
有人曾这样总结，腾冲与其它边境县

份最大的不同，是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
中，中原文化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异域
文化、商帮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发展，
形成了以和谐、和顺为核心内涵和以开放
性、包容性为基本特征的“腾越文化”，
世代追求的是“内和外顺”。同时，地处
边疆、高山阻隔的地理环境又在这里形成
文化的孤岛效应，使得一些在中原已经消
失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在此沉淀，幸运
地完整“存活”下来。

这是腾冲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其近
年来保护和开发传统村落的一张“王
牌”。如何由外至内还原传统村落之美？
腾冲给出的答案丰富多彩。

有些村落从少数民族文化入手。
位于腾冲北部边陲的滇滩镇水城自然

村，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全是傈僳族。这
些年，在乡村建设中，水城村紧握傈僳族
传统文化的“金钥匙”，建成水城民族文
化活动中心，组建傈僳族文化业余表演
队，对“上刀山、下火海”的“香通”、
农民画创作者等民族民间文化艺人进行登

记管理，扶持他们开展民俗活动和艺术创
作。一座极富傈僳族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
边疆村寨跃然于世。

有些村落从“侨文化”破题。
位于高黎贡山西侧的芒棒镇张家村被

称为“腾冲南部第一侨村”，村民 300 多
人，在外华侨则多达 500余人，分布于缅
甸、泰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多个国家。近年来，村里在尝试开发旅游
小村的过程中，重点打造以华侨文化为主
题的华侨文苑广场，还原先辈走南闯北的
历史足迹，让回乡寻根的海外侨胞找到

“家”的感觉。
有些村落从呈现多元文化交融之美下

工夫。
在水碓村，民居是清一色的合院式建

筑，从中可见中原文化的深刻印记；八大
家族的宗庙祠堂错落林立，彰显着“贵和
尚中”、“谦和好礼”等氏族文化；新建的
大马帮博物馆则以丰富的馆藏，全面展现
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马帮文化。

留住“人文胎记”，让传统村落的这
份古朴之美更富现代韵味。

守护“文气”民风
水碓村的村口立着一座高大门楼，飞

檐入云，典雅庄重。顺着台阶往里走，两
进小院，庭院深深，古朴幽静。一块由胡
适先生题写的匾额高悬于一栋灰砖西式建
筑之上——“和顺图书馆”。这是中国最
大的乡村图书馆，其源起可追溯至百年之
前的清末。

说起这座图书馆，当地人格外自豪：
在全国，平均 60 万人共享一个图书馆；
而在和顺，几千人便拥有一座藏书8万多

册的“精神家园”，且其中颇多古籍善本。
如今，图书馆一如往昔，借阅者络绎

不绝。当年本乡旅缅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
教育而捐资创办的这座乡村图书馆，已然
成为水碓村乃至整个和顺最重要的文化地
标，从文善文的民风在此传续。

在水碓村，这股“文气”随处可感，它藏
于家家户户的楹联牌匾之中，显于男女老
幼的举手投足之间。当地朋友介绍，这些
年，腾冲的古村落火了，日子好过了，老百
姓们忙着搞旅游的同时，却丝毫没有疏忽
对下一代教育问题的重视。“富贵难传三
代，书香可继百世”，“力行忠孝事，多读圣
贤书”，这些传诵数百年的民谚，当地人而
今仍朗朗上口，尊重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
绵延不绝。

若说建筑是传统村落的形，那么民风
便是传统村落的魂。只有守住了魂，传统
村落才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腾冲人深明
其意，致力于此。在水碓村野鸭湖畔的石
板小道边，几步一隔，立有多块图文并茂
的石碑，其上文字详细讲述了让当地人受
益数百年的质朴民风：家国情怀，急公好
义，尊师重教……

这是整个腾冲的缩影。几年前，腾冲
将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列为三大工程之
一，加强对历史典故、民间传说等故事及文
艺歌舞、节庆饮食等习俗的收集整理，注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培训和教育
工作，以此保护历史记忆，对民风民俗进行
抢救。守民风，续乡愁，留住人们心中的精
神情愫，腾冲始终将此列为题中之义。

对现在的城里人来说，田园牧歌式的
乡村生活是令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而
在腾冲，“远方”并不遥远，诗意栖居就
是寻常生活。

腾冲还原传统村落之美

“盘活”古村“保鲜”乡愁
本报记者 聂传清 严 瑜

“远山茫苍苍，近水河悠扬。万家坡坨下，绝胜
小苏杭。”爱国人士、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先生曾作此
诗，描绘位于云南省腾冲市的“极边古镇”——和
顺。不必艳羡！这幅美景，在今天的和顺依然可
见。不仅如此，若将脚步迈得更远，你还能在腾冲找
到许多这样如诗如画的美丽村落。

明朝洪武年间，在屯田军户政策之下，10余万
将士奉命自南京、四川、湖广等地来此安家落户，在
腾冲广袤的土地上建起众多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村
落。此后数百年间，中原文化和边地文化在此相互
交融，当地因“走夷方”的传统，又兴起马帮文化，引
进异域文化，令这些村落更具别样魅力。

近年来，腾冲着力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
截至目前，腾冲62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和
顺镇、界头镇分别被列为全国首批和第二批美丽宜
居示范小镇。在这座西南边境的知名侨乡，古村焕
发生机，乡愁有所寄托。

在海南万宁兴隆华
侨农场，说到金椰子，
人们都会对马来西亚归
侨蔡国伸出大拇指，称
赞他是金椰种植与收益

“第一人”。
初见蔡国，70 多岁

的他正戴着草帽在烈日
下打理金椰苗。走进他
的金椰庄园，金椰树硕
果累累。林下还套种了
荔枝、龙眼、菠萝蜜等
热带水果。

1951 年 ， 7 岁 的 蔡
国随父母从马来西亚回
国，留在海南万宁兴隆
华侨农场。之后，蔡国
在兴隆种水稻、胡椒。

“上世纪 90 年代初，
兴隆华侨农场启动‘让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试
点，选了 5 个人，我就是
其中一个。”蔡国承包了
农场 10 多亩土地开始种
植农场引进的泰国金椰。

金椰子是绿矮椰子
中 的 一 个 特 异 变 种 类
型，其最大的特色是糖
分含量较高、椰肉细腻
松软、营养丰富。金椰
子经济价值高，目前在
海南市场供不应求。

蔡国把当时身上所
有的 2000 元积蓄都投入
到金椰的种植培育中。

“没有钱请劳动力，我们
一家4口就全上阵。”蔡国
和妻子住在园区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瓦房，悉心照顾这
些金椰树。“然而5年后，金椰出果，因为它个头小、椰汁
甜度不够、椰肉少，鲜果3角钱一个都没人要。”

虽然起步艰难，但蔡国没有灰心，他多次到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向专家请教，阅读大量相
关书籍，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终于掌握了金椰的
种植方法。改良后的金椰价格也随之上涨。

蔡国介绍，别人种植的金椰一株一年结果 50多个，
他种的金椰一株年平均结果 100多个，产果最高的一株
有 300多个，因其高产质优还获得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椰子研究所颁发的“椰子丰产高效栽培技术推广示范
户”证书。不少椰子种植户与外国农业专家到他的椰子
庄园参观学习，或是请他外出指导。

如今，蔡国每年培育2000到3000株金椰种苗，每
株可以卖到 60元以上。他把种苗当成孩子一样精心呵
护，卖出优质种苗之后，会进行长期跟踪服务，提供
技术指导。因培育出售优质金椰种苗发家致富，蔡国
还盖起了“椰子楼”。

蔡国说，自己的成功经验主要有3条：一是靠科学技
术；二是农业产业选对路；三是吃苦耐劳是根本。

“金椰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蔡国的庄园里还
保留着 20 多年前开始种植金椰时的那间小瓦房。他
说，那是他艰苦奋斗的见证。 （来源：中新网）

图为蔡国正在打理金椰苗。 骆云飞摄图为蔡国正在打理金椰苗。 骆云飞摄

墨西哥梅里达市兴起“中文热”
澳大利亚侨领林晋文：

“绿叶对根的情谊”
冉文娟

图为在澳大利亚华人协会庆祝华人来澳大利亚200
年活动上，澳大利亚华人协会荣誉会长林晋文（中）为作
出杰出贡献的侨领颁奖。 （来源：中新网）

自2016年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州首府梅里达
市与中国成都结为国际友好城市以来，多批梅里
达市政府官员赴华交流，开展中文学习培训。在
尤卡坦州，学习中文的人数不断增多。一些当地
大学将中文列入必修课，不少“侨二代”“侨三
代”也开始日益重视学习中文母语。

上图：尤卡坦半岛华侨中文学校校长白义
（左） 在学校图书馆翻阅图书。

左图：当地华侨华人子女在尤卡坦半岛华侨
中文学校上课。

弗朗西斯科·卡涅多摄 （新华社发）

图为腾冲和顺张家坡的田园景色。 刘正凡摄图为腾冲和顺张家坡的田园景色。 刘正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