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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德福安市西北部、世
界地质公园白云山东南麓，中
国百年红茶“坦洋工夫”的发
祥地——坦洋村，吸引游人远
近而来。

百年红茶“坦洋工夫”复
兴

今年 50 岁的林茂清，在村
中街边开了一间茶行。2007 年，
在外闯荡多年的他，看准“坦
洋工夫”的发展机遇，回到老
家专心种茶、卖茶。如今，在
他承包的茶园里，种植 50 多亩
自然生态有机茶。他还推陈出
新，将乌龙茶制茶工艺融入红
茶中，制出的茶叶清香醇厚、
花果香悠长。

林茂清称，“坦洋工夫”
市场稳定，每年茶园收成也挺
好，一年的收入有 20 多万元，
希望通过创新型的红茶进一步
打开市场。

坦洋人祖祖辈辈以茶为生。
“坦洋工夫”红茶，曾获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当时
欧洲最流行的饮品之一。然而，
在抗日战争年代，海路中断，
贸易受阻，“坦洋工夫”逐渐
走向没落。

2006 年起，在当地政府和
茶界人士的推动下，“坦洋工
夫”逐渐复兴。作为“坦洋工夫”
创始人之一的施光凌传人施元
辉，2010 年回乡在投建“坦洋
丰泰隆茶文化庄园”，至今已
投资千万元。

“历史上，‘坦洋工夫’
就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出海
外的；现在，企业也正朝着这
个方向前进。”施元辉称，“一
带一路”建设为闽茶出口开创
美好前景，茶企应提升红茶品
质、踏踏实实做茶，才能在出
口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
白茶在福鼎”

“福鼎白茶”是闽茶的另
一块金字招牌。福鼎市是中国
十大产茶县（市）之一，孕育
有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等
茶树良种，素有“世界白茶在
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的美誉。

借助“福鼎白茶”的品牌
效应，当地茶企积极推动“福
鼎白茶”出口。

创建于 2009 年的福鼎市品
福茶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 年
出口茶叶 60 吨、出口额 1300
万元，产品远销德国、美国、
加拿大、日本等近 10 个国家。
该公司总经理孙晨晖称，企业
只要把控好茶园管理和茶叶质
量，相信茶叶出口会逐步向好。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
推进，福建的武夷岩茶、安溪
铁观音等中国名茶加速“出海”，
宁德茶叶出口不断增长就是一
个缩影。据官方统计，宁德市
2018 年出口茶叶 1.2 亿元，同
比增长 46.1%，远销越南、马
来西亚、美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吕巧琴 叶茂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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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安桥。 资料图

侨商共享“中国机遇”：
实现中国梦，我们不缺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不断腾飞，营商环境逐步向
好，这为侨商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机遇。”在欢庆新中国 70 华
诞之际，加拿大侨商蔡述夏如
是感言。

1970 年出生于宁德市的蔡
述夏，上世纪 90 年代就在宁德
三都澳海域养殖大黄鱼赚到第
一桶金，后移居海外。9 年前，
他回乡创业，转向以深海鱼为
资源的 EPA、DHA 制品、高档
蛋白粉和鱼鳞胶原蛋白、鱼肝
油等系列产品开发。

蔡述夏创办的宁德市夏威
食品有限公司现已取得多项医
药类专利技术，借助原有水产
品的海外销售渠道，医疗保健
类新产品很快抢滩全球 31 个国
家和地区，出口额已从 2005 年
200 万 美 元 增 至 2018 年 7000
万美元。在未来 5 年内，蔡述
夏计划公司出口额以年均 20%
到 30% 的速度递增。

蔡述夏称，受益于“一带
一路”建设，公司出口市场越

来越大，出口量实现跨越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对海外侨
胞来说是无限的发展机遇，让
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捷克侨商郭云伟，在屏南
县投资创办福建省御皇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租用 1000 亩
荒山，种植油茶优良品种；后
又与保加利亚农业研究院合作，
在屏南建立保加利亚樱桃基地，
从保加利亚引种树莓、黑莓、
乔基伯里新品种。

“每年保加利亚专家都会
来基地指导，这成为了保中友
谊的桥梁。”郭云伟还结对帮
扶乡村贫困户种植树莓，联同
周边村落共同育苗种植树莓、
黑莓、乔基伯里，带动当地脱
贫致富。“希望为乡村振兴尽
侨商的一份力量。”郭云伟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
国农业发展前景良好、市场广
阔，该公司正加速推进树莓、
黑莓加工厂投入运营，带动更
多农民和乡村发展。

近年来，福建成为中国优

惠政策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吸
引境内外客商纷至沓来。英国
宁德商会会长陈勇就带领商会
成员回乡考察，寻找商机。在
霞浦县，他投资地产开发。 

“自己本就是霞浦人，经
常回来，也想为家乡做点事。”
陈勇说，霞浦滩涂摄影火热，
每年有许多海内外摄影爱好者
来此拍摄，带动了地方经济发
展，在这里从事房地产开发有
前景。 

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
闽籍华侨华人达 1500 多万人，
遍布世界各地。新中国 70 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闽籍华
侨华人纷纷回乡投资创业，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侨成为福建
发展的一大优势、一大潜力。 

目前，在福建，仅宁德市
的侨资侨属企业就有150多家。 
多位受访在闽侨商向记者表示，
广大海外华侨华人踊跃回乡创
业，显示出开放中国的发展魅
力，“实现中国梦，我们不缺席。”    
 吕巧琴 叶茂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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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
造桥。”今年 83 岁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木拱廊桥传统
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春
财感慨道。

木拱廊桥，不要寸钉片铁，
只凭椽靠椽、桁嵌桁，衔接严
密，结构稳固，以“河上架桥，
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
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
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
宁德市屏南县境内现存古代木
拱廊桥 10 余座，有万安桥、千
乘桥、百祥桥等被列为中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春财就出生于屏南县长
桥镇长桥村的一个造桥世家，
祖父黄金书是清末著名的廊桥
工匠，父亲黄象颜一生造桥 31
座。他 15 岁就跟随父亲跋山涉
水，到建瓯市、顺昌县、古田
县等福建各地造桥建屋。

1956 年， 时 年 20 岁 的 黄
春财就“主绳”（指挑大梁的
师傅）建造了上圪桥，成为当
地廊桥工匠的后起之秀。然而，
此后廊桥建造的机会越来越少，
他最后一次造桥是在 1969 年。

“无桥可造”，成为黄春
财当时的心结。“父亲嘱咐一
定要把技艺传承，想到造桥就
此中断，心里非常难受和遗憾。”

2003 年 1 月，国家文物局
来到长桥村的万安桥调研宁德
市木拱桥相关课题，当地政府
官员找到了当时已是 67 岁的黄
春财老人。

“差点失传啦，幸好有一
箱图纸。”黄春财说，以往技
艺传承只能靠口说心记，造桥
也只能靠模型，徒弟学得慢；
他学会图纸设计，才将廊桥建
造相关资料用图纸保存下来。

2005 年起，黄春财带着二
儿子黄闽屏，还把长年在外打
工的小儿子黄闽辉叫回来，父
子三人在屏南县先后修建了 10
余座廊桥。

“刚开始不想回来，觉得
没什么前景，很多木工都转了
行，父亲也是隔了三十几年再
出山。”最终拗不过父亲的劝说，
黄闽辉回来试试。

如今，黄闽屏、黄闽辉都
能独立造桥，已分别获评为福
建省级、屏南县级“非遗”传

承人。“庆幸自己学到了这门
手艺，也想将技艺传承下去。”
黄闽辉手上满是造桥留下的老
茧和伤痕。

为进一步传承造桥技艺，
黄春财组建了一支约 20 人的廊
桥营造队伍，赴北京录制《中
国手艺》纪录片、参加央视节
目，去台湾参加“非遗”展。
这个造桥世家还成立了黄氏家
族木拱桥技艺传习所，培养了
10 余名手艺人。

今年 30 岁的黄颖，是黄
春财的孙子，成为了廊桥营
造 的 新 生 力 量。 他 说， 好 的
东西还是要传承下去，希望
将技艺学习完整后，报考建
造师资格证。

目前，国家提供资金扶持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闽浙两省也联手推动木
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签
署了《中国闽浙木拱廊桥保护
与申遗联盟协定》。

看到木拱廊桥营造技艺得
以传承，黄春财希望有生之年
能有更多机会建木拱廊桥。     
 吕巧琴 叶茂 / 文 

一个造桥世家的守望：盼更多机会建木拱廊桥

闽东茶叶“出海”记

侨界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