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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侨智”成果项目落地福建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与福建省侨联共同主办
的“创业中华·侨智助力八闽”项目对接会19日在福州
举行。对接会上，13位侨界专家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近 20 个成果项目来闽对接，如大数据可视计算基
地、手持式云端拉曼光谱仪项目、工业化生产高质量
石墨烯项目等，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人工智
能、新能源、环保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

此外，对接会还邀请了150余位侨商和福建省企业
代表参会，与侨界专家自由对接，达成了一批初步合
作意向。对接会上，共有5个项目签约落地福建，签约
总额达到2.25亿元人民币。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说，希望广大新侨专家能通
过“创业中华”平台，开展经常性、常态化的洽谈合作，促
进海内外侨界智力成果同侨商、资本的有效融合。

印尼华裔青年“寻根之旅”开营

6 月 17 日上午，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
泉州市侨联、南安市侨联承办，福建省黄仲咸教育基
金会、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印尼苏北华文教育促进
会协办的 2019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印尼华裔青
少年福建南安营在南安拉开帷幕。中国侨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隋军出席开营仪式并授旗。

此次夏令营以“汉语·文化·寻根”为主题，营员
们将会学习到汉语口语、国画、书法、武术、闽南风
俗等中华文化课程，还将参观考察福建、厦门、泉
州、南安的人文名胜以及感悟叶飞、李光前、黄仲
咸、陈水俊等老一辈华侨先贤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
安排与南安一中学生结对交流，入户体验民风民俗等
活动。活动旨在通过文化学习、实地感悟、学生结对
联谊等活动，让海外华裔青少年体会祖 （籍） 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加强他们与祖 （籍） 国及家乡的交流。

河北省侨联引资逾千亿元

近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十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宣布，2014年以来，河北省侨联
邀请海内外侨商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共签约项目 286
个，金额共计1002.53亿元，在助力河北省推动对外开
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省侨联坚持“以侨引侨”，吸引海内外侨
胞到河北投资兴业，着力打造国际华商联合会、侨界
专家委员会、京津冀新侨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积极
为河北经济发展和引智引才服务。精心组织侨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了创业中华海外侨商河北行系列活动 60
场次，邀请3000多名海内外侨商参会，积极参与中国·
廊坊国际经贸洽谈会、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等招商活
动。助推引入衡水大数据数字小镇，承德嘉耀科技一
院两站三基地，沧州天山海世界、千童华侨文化小镇
等60多个侨资项目。

甘肃成立侨联青年委员会

甘肃省侨联青年委员会 （简称“侨青会”） 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委员大会日前在兰州举行。当日会上，
审议通过了 《甘肃省侨联青年委员会章程 （草案）》
以及第一届委员、常委人员名单，选举谢榜辉为主
席。还选举产生了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并聘任
了荣誉顾问。

据了解，甘肃侨青会第一届委员会有 130名委员，
具有学历层次较高，行业分布广泛的特点。

谢榜辉表示，侨青会将发挥优势，积极开展海外
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为甘肃
省经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
务”的宗旨，积极帮助会员及广大侨界青年解决困难
问题，扎实开展各项活动，真正把侨青会建设成为

“侨界青年之家”。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林育庆：“我是穿西装的农民”
冉文娟

立志发展农业，未料出师不利

林育庆是菲律宾知名华人企业家，也是菲律宾规模
最大的侨团组织——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但在自我介
绍时，他常说：“我是穿着西装的农民。”

林育庆祖籍福建泉州，1951 年出生于菲律宾马尼
拉，25岁时开始接管家族企业，并将企业越做越大。20
多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林育庆了解到杂交水稻的优
势，此前从不关心米价的他开始潜心农业，与“一粒种
子”结缘。“菲律宾人口增长很快，当时仍需进口大米，
发展现代农业势在必行。”林育庆回忆，最初进行试验
时，他请教了研究杂交水稻的权威人士，却被“泼了冷
水”，被告知杂交水稻只能在温带和亚热带才能成功种
植，而地处热带的菲律宾并不适合。

大师指导试验，创新成果初现

林育庆并未气馁。“我了解到中国通过杂交水稻技术
解决了人们‘吃不饱饭’的难题，也听说中国的杂交水
稻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于是决定到中国取经。”在朋
友介绍下，1998 年初林育庆到中国拜访了“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请教如何让杂交水稻在菲律宾落地。

此后不久，林育庆团队从中国精心挑选的杂交水稻
品种开始在菲律宾试种，但最初的研究并不如人愿。由
于气候和土壤不同，这些种子的生长周期从120天缩短至
90天，产量低下，问题很多。在外界并不看好的情况下，

团队成员经过3年多的反复创新试验，终于在2001年年初
推出了菲律宾首个热带杂交水稻品种“西岭8号”。这一品
种也得到袁隆平的肯定，他称：“‘西岭8号’是适合热带地
区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的先锋杂交稻。”

林育庆非常珍视与袁隆平的情谊，手机中一直珍藏
着两人合影以及袁隆平赠予的手迹“知识、汗水、灵
感、机遇”。他说：“是袁老师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

大幅推广创新，加固粮食安全

随着菲律宾农民对于杂交水稻优势的认识不断提
高，种植面积也大幅增长。菲律宾 400万公顷的耕地中，
超过 1/10种植着杂交水稻。林育庆团队培育的优质杂交
水稻品种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丰收的喜悦。“一粒种子可以
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粒种子可以繁荣一个国家。”林育
庆说，水稻产量的提高让菲律宾农民挣的钱更多了，日
子越过越好。“他们中更多人穿得起体面的西装。”

现今，林育庆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品种不仅保障了菲
律宾粮食安全，还推广到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效果不俗。也因为在农业领域的贡献，林育庆曾被菲律宾政
府授予“杰出农业商人奖”。今年3月，林育庆被推举为菲华
商联总会新一任理事长。这个创立于1954年的华商组织有
全菲170个华侨华人社团加盟，对菲律宾的发展贡献颇多。

“中国是我的‘生父’，菲律宾是我的‘养父’。”林
育庆说，推动菲中友好与合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菲
华商联总会将一如既往努力推动菲中民间交流，增强人
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更大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离奇”人生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去单府探望
因腿膝意外折伤而不便出行的单声先
生。每次见他我都是获益良多，就像是
在阅读一本博厚精深的大书。提及单声
先生的精彩人生，已非“传奇”二字能
概括，甚至可说是“离奇”。他祖上江苏
泰州，1929 年生于沪上，年少时刁玩成
性，有一次离家出游甚而差点溺毙。自
那后才知珍惜人生，潜心苦读，在那个
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竟能以优异成绩
于 1949 年 考 入 上 海 震 旦 大 学 法 学 系 。
1951 年又远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
并于3年后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
他就获得西班牙外交学院“院士”头
衔，后又获英国西伦敦大学荣誉法学博
士。也正是拥有这样的学历背景与知
识，使得他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包括
个人的人生铺陈与发展，都具有相当前
瞻的眼光，也有着一些不同于常人的思
索与展望。

2000 年世纪之初，单声先生在欧洲
率先发起成立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
进会，并被举荐为会长。问及他为何此
时致力投身于推进海峡两岸统一的大
业？他的回答掷地有声：“两蒋时代过去
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己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变。‘台独’势力一天天坐大，去中国
化小动作不断，这些万不可等闲视之。”
2004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率外交部长
一行应邀访英。总理接见旅英侨胞时，
单声先生直截了当向总理谏言：“世界上
有那么多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台湾
问题上，打，打不得！等，等不得！急也解决
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立法制‘独’，
立法促统，时间很紧迫，刻不容缓！”“现在
两岸局势动荡不稳，‘台独’势力猖狂嚣
张，我们对台湾虽暂时没有治权，但有主
权。有主权的地方就有法权。全国人大应

该制定一部法律，让台湾地方当局知道
‘统’、‘独’的界线，威慑‘台独’势力
不敢越界。”总理和外长听了都神色凝重
地说，“以法遏独”的法制理念是个好的
建言，也为棘手复杂的两岸关系理清了
一个思路和方向。仅仅相隔 10 个月之
后，全国人大便通过了第一部 《反分裂
国家法》。

说到这，有一点可能还不太为外人
所知， 单声先生这位已届 90 高龄的老
人，一直都还保持着中国国籍。不过，身为
一个长期旅居异邦的人，却能对母国的立
法产生如此直接影响力和推动力，光就这
点而言，单声先生也算是个奇人。

收获财富

单声先生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事。
当年他虽有法学博士的学历，职业起点
站却是从商开始的 1956 年，他任职香港
驻欧洲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在商场上打
拼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于上
世纪 60 年代初期阴差阳错般地闯入了西
班牙南部滨海湾，在一个叫罗塔的市镇
一呆就是7年。有关他在罗塔的奇遇，已
如章回小说般在海外华侨中广为人知。
他在罗塔培育了爱情，同时又收获了巨
大的财富。

罗塔小镇风光旖旎，景色迷人，但
生活枯燥，冷清寂寞。这里大白天都静
得能听到空气的流动声。一捧鲜花，一
本书；一个教堂，一条狗，就构成了当
地人的全部生活。每每谈及那段往事，
单声先生总是双目炯炯，说人生总会有
高潮与低谷，然而冥冥之中又会有只神
灵之手对你作出某种暗示和牵引，就看
你如何捕捉和感悟。

在当年，小镇上拥有大学以上学历
的人笼共只有7位，这其中还包括市长和
他这位异邦客。大概谁都觉得生活实在
无聊透顶，这7位当地名流便自发组织了
一个沙龙，常在工作之余，相聚于海岸
边的一个乡村酒吧，喝酒，骑马，打

球，晒沙滩，每次也会慷慨地给殷勤非
凡的老板娘留下 10 多个比塞塔的小费。
一次与市长偶然闲聊得知，罗塔市区的
地皮很便宜，1平方米才卖 5比塞塔 （相
当于 1 英镑），光是他们丢下的小费，都
可让老板娘买块网球场大的地了。单声
先生偶得这一信息，脑子立即琢磨开
了，马上便去市政厅土地局索取相关资
料。终有一日，再聚会时他把自已的一
个大胆的决定告知了市长：眼前所见的
这片海湾大概有 20 多万平方米的地吧？
我把它全买了。单声先生至今仍还记
起，那是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海风推
逐着海浪的啪啪声都清晰可见，清晣可
闻；市长听后除了眨巴着眼，还是眨巴
着眼，心里没准在想，这位来自东方贫
穷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今夜喝高了？
当时没有谁会想到，30 年后，这块土地
再被开发商收购时，每平方米的价格已
足足翻了5000倍。

慷慨解囊

单声先生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并不挥
霍，但对外却是经常慷慨解囊。多年
来，国内发生旱涝洪灾，非典疫情，地
震灾害等，他都热心捐助。其外，他的
大笔资金都用于收集回购流失在海外的
中国文物。数十年来，单声在海外竞拍
回购的珍贵古玩文物和艺术藏品，共有
330多件，其中不乏价值连城的国宝。他
不做古董生意，问他为何钟情于购买这
么多价值不菲的收藏品？他表示，鸦片
战争以来祖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珍品太
多了，他的毕生愿望，就是想把它们再
买回来，买回多少是多少。他去拍卖行
竞拍时，经常跟老外较劲，只要是中国
文物，再高竞价也在所不惜。有一件长
达 80 厘米的象牙雕八仙摆件，其雕工之
精细更让人叹绝。它将完整象牙镂空
后，运用镂雕工艺内凿福禄寿及蓬莱八
仙人物，飞龙翔凤和花草树木点缀其
间，布局巧妙，造型完美。当时竞拍这

件珍品时，价格已超出起拍价好几倍
了，一西人买家仍紧追不舍，单声先生
最后再加价一倍多才拿下这件珍品。

我见过单声先生收藏的很多珍品。
记得多年前，我陪同自己的发小、时任
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施建军去看望单
老 （单声先生同时也身兼南大校董，客
座教授），谈及家里越积越多的文物宝
藏，单声先生当即就吐露了要让这些文
物回家的想法。他有子女4人，这么多古
玩藏品若留传后代，自然衣食无忧，但
单声先生不这么想，他说捐给国家才是
真正地回家，才能实现长久的代代相
传。由于牵涉到文物，运送的过程也是
几经周折，后在两国政府的协调下才最终
成行。2011 年，单声先生向家乡无偿捐赠
的334件藏品悉数运回，再后来，江苏泰州
单声珍藏文物馆顺利建成开馆。2017 年，
我受单声先生嘱咐曾去参观了一趟，门口
大排长龙。据泰州市和博物馆的领导人介
绍，在有着近600万人口的泰州城，单声先
生的义举人皆知晓。当然，慕名前往的参
访者，远远不止是家乡人。

在5月的伦敦，在难得一见晚霞满天
的这个黄昏，我与单声先生的这场非常
愉悦的谈话持续了很久很久。直至他把
我送出门时，仍是言犹未尽，话语稠
稠。他感慨地说道：人生如梭，人生如
歌。从他二十郎当岁出国求学，旅居海
外不知不觉近 70 年了；过去每年他都要
回去走一走，亲身感受祖国的发展成就，
也亲眼目睹了家乡的巨大变迁。从祖国母
亲40岁生日开始，50岁和60岁生日，每十
年大庆他都受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今年又逢祖国七十周年大庆，他这个90岁
的儿子多么向往着亲临母亲的大寿庆典。
说到这，他又不无惆怅地拍打自己的腿
膝，说自己恐难成行了。

正是听了他这番记挂，触动我写下
了这篇小文。

上图：作者与单声 （右） 合影。（照
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为旅英作家，曾获马来西亚第
三届世界华文小说“花踪奖”）

旅英老华侨单声的家国情怀
严啸建

我认识单声先生已经很有些年头了，我们两
人也可算是忘年之交。

世界虽然很大，海外华人圈其实很小。在英
国、法国、德国，包括西班牙的政商界，单声声
望极高，很多华侨提及他都不陌生。他热心爱
国，积极行善，心系两岸统一，为中英关系的发
展也付出了不少的心力。1997年香港回归盛典及
特区政府成立庆典，他同时被中英两国政府以贵
宾身份通知与会。英国政府与王室邀请他出席欢
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到访仪式，中国政府也常邀
请他参与很多国内重大活动，包括北京奥运会闭
幕式等。他的生平搬上过电影，出过传记，海内
外的诸多大咖传媒对他也有过很多详尽报道。

侨 界 关 注

6 月 15 日，第六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
龙江哈尔滨开幕，共有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105
个政府经贸团组及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团参会，
1764家企业参展。

上图：参观者购买商品后用微信向俄罗斯参
展商 （左一） 付款。

左图：参观者体验可以识别性别、年龄等信
息的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