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僑辦座談
下午四時，抵達福建省僑務辦公室

大樓，紅色電子字幕秀出「熱烈歡迎台

灣華僑協會總會代表團」，僑辦林澤春

副主任、潘晨輝處長、李婉婷科長、黃

致秋調研員特在一樓迎接我們。步入七

樓會議室，一副「福建省僑辦與台灣華

僑協會總會代表團座談會」紅條幅高懸

廳堂。

楊輝以「謹代表福建省僑辦及福建

省海外交流協會，對遠道而來的華僑協

會總會嘉賓表示熱烈歡迎」開場白，揭

開座談序幕。座談之前，觀賞片長約十

分鐘的福建省省務及僑務工作簡介。影

片中，簡述福建省僑辦以福建省海外交

流協會為平台，培育華文教師，舉辦海

外華裔青年營，改革華僑農場，導引華

僑回鄉定居創業等等，獲得國僑辦裘援

平主任及省委書記尤權的高度讚譽。

楊輝是學者出身，當然要為我們上

一堂介紹福建省概況的課。

楊輝說福建省省情
有關福建的省情方面，楊輝說，福

建省12.4萬平方公里，3,800萬人，其特

點可用「山、海、僑、台、特」五個字

形容。「山」是多山，丘陵面積八成以

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森

林覆蓋率近七成，可耕地少，有六成糧

食要靠進口。「海」是指有很長的海岸

線3,700公里，海域面積廣闊，有13萬平

方公里，海產豐富。「僑」是指福建省

是全國第二大僑鄉，有1,580萬閩籍海外

華人華僑，分佈在188個國家和地區，

經濟實力雄厚，心繫家鄉，樂善好施，

在當地國擁有話語權及影響力。「台」

是指台灣同胞有八成以上的祖籍來自福

建，閩台具有地緣、血緣、文緣、商

緣、法緣等五緣，關係密切。「特」是

指特區，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個特區之

一，目前已朝「生態森林示範區、海上

絲綢之路核心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福

州自由貿易區」發展。年均經濟成長平

福建省僑辦邀訪福州
自貿試驗區兼武夷山巡禮 

▓路華平

2016年閏二月，霪雨霏霏，寒流

陣陣，連月烏雲把人壓得有點喘不過氣

來，意興闌珊，做啥事都提不起勁來。

然而，三月的第一天，就在我們出

訪福州的首日，久不見面的陽光卻露臉

了，為此行帶來了好心情，精神抖擻，

格外有勁。理事長陳三井率邁阿密分會

王雲福會長、英國分會鄭少強會長，

菲律賓分會甄炳興創會會長、馮永恩會

長，雪梨分會呂美蘭創會會長、賴文娟

會長，休士頓分會代表江麗君等21人，

應福建省僑辦楊輝主任的邀請，進行為

期五天四夜的學習請益之旅。

除拜訪楊輝主任外，參訪極為紅火

的福州自由貿易試驗區、平潭自由貿易

綜合試驗區，見證了大時代、大氣魄、

大方向、大建設、大數據的經濟發展勢

頭；林則徐紀念館、馬尾船政博物館見

證了中國近代百餘年來的衰敗沒落、任

憑西方列強欺凌宰割的悲慘歷史，警惕

我們中國人不能再重蹈覆轍，必須自立

自強，圖民族復興，圓中國夢。武夷山

巍峨壯麗、九曲溪順流漂筏、宋朝朱熹

講學造就了世界級的人文自然遺產。就

在台灣一水之隔，也是我們台灣人根源

的福建，竟有如此豐饒的史地人文資

源，卻疏於造訪，真的要說一聲「對不

起，我們來晚了」。

說是直航，其實只是乘同一架飛

機，北上繞道溫州，再折南飛福州長樂

機場，並不是桃園、福州兩地直線飛

行，既費時又耗油，當然稱不上是愛地

球的表現。六十多年了，兩岸居民甚至

退休官員往來頻繁，但台灣執政者對大

陸的戒心，究竟還是有一道解不開的藩

籬，是民粹使然抑或政治立場使然？

▲福建省僑辦會議室座談會。

▲楊輝主任（中）、林澤春副主任（右二）、潘晨輝處長（右一）、陳三井理事長（左二）、
廖俊傑秘書長（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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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部門，工作的核心是凝聚僑心、匯

集僑志、發揮僑力、維護僑益，編制有

國外處、台港澳處、經濟科技處、文化

教育宣傳處、僑政處等處共67人。

楊輝對未來的希望與建議
有關未來的希望和建議，楊輝說，

此次接待台灣高層次僑團，感到非常高

興，台灣與福建一衣帶水，地緣相近，

血緣相親，文緣相乘，商緣相連，法緣

相形，雙方都有廣大的僑務資源，合作

的空間及潛力非常大，希望透過此次訪

問，建立合作協助機制，加強往來，互

通訊息，互換僑務工作的經驗，進一步

提升海外僑務工作水平。其次是，加強

合作，促進雙方經貿活動，組經貿考察

團赴平潭綜合實驗區考察，發展僑胞及

台胞事業。再來是，共同推動華文教育

及中華文化傳承，雙方合作舉辦夏令營

及冬令營活動，讓兩岸及海外華僑子

弟，熱愛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化。

楊輝的一個不情之請是禮聘陳三井

為《福建省華僑史》的編修顧問，《福

建省華僑史》由省政府主導，工程浩

大，已於2014年7月啟動，預計2018年出

書，目前正由專家學者蒐集第一手資料

編纂中。

好酒沉甕底
陳三井以興奮心情，感謝楊輝盛情

的邀請，我們一行21人才有機會到福州

交流、學習、請益。他說，楊主任去年

1月到台北訪問華僑協會總會，大家一

見如故，楊主任是管理學博士，學者出

身，長期在教育界服務，讓我們感到很

親切，很容易溝通。剛剛簡介的省情、

均都在9%以上，人均所得約34,000元人

民幣。

福建省僑情
有關福建的僑情方面，楊輝說，歸

納有五大特點。

一是人數眾多，分佈廣泛：海外有

1,580萬閩籍華人華僑，僅次於廣東，佔

全球6,000萬海外華人的1/4，東南亞人

數最多有87%。改革開放後，有1,100萬
新閩籍華僑華人到海外定居，閩籍港澳

同胞有124萬人，居住在福建的歸僑及僑

眷約有653萬人，這些都是跟僑辦有關係

的。

二是實力雄厚，人才輩出：閩籍

僑胞當中，在政治上有地位，在經濟上

有財力，在學術上有造詣，在社會上有

影響力，在高科產業有創造力，人數眾

多，尤甚是在東南亞國家，他們的地位

舉足輕重。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知識界

的菁英移民海外，在西方國家的科研機

構都有他們不凡的成就。

三是戀祖愛鄉、樂善好施：閩籍僑

胞愛國愛鄉，樂善好施，敢拚會贏，他

們是閩籍同胞的典範，尤其是他們回饋

祖國，返國投資，金額佔所有外資的近

八成，捐贈公益事業金額達到人民幣248
億元，平均下來每年10億元，這些數據

在在說明閩籍僑胞的戀祖愛鄉、樂善好

施的懿行。

四是社團眾多，影響力大：有聯繫

社團二千多個，其中重點社團有四百多

個，由傳統的聯誼互助轉向為商貿、教

育、文化、科技等領域，僑團愈活躍，

影響力也愈大，尤其是新僑。他們都是

海外交流合作的重要橋樑與紐帶，也是

凝聚海外華僑的重要依托，在國家外交

上起到一定的發揮作用。

五是新僑崛起，後勁凸顯：老一

輩華僑將事業交給後輩，華裔新生代崛

起，他們思想卓越，融入主流社會，另

一是改革開放後的新僑，這兩新都是僑

辦關注的重點。

有關僑辦部份，楊輝說，僑辦是政

府機構，統籌、協調、管理僑務工作的

▲福建省僑辦會議室座談會後合影留念。

▲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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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運動，成立種子教練培訓基地，讓兩

岸青年學子，透過足球運動交流。

甄炳興提到派華文教師到菲律賓教

導華裔子弟，傳承中華文化，當面邀請

楊輝率團出席2017年10月15日全球分會

聯誼大會。

賴文娟、呂美蘭則以該分會青年團

參加僑辦舉的夏令營、冬令營活動，配

合當地季節調整舉辦時間。

王雲福表達了希望派廚師到邁阿密

等大城巡迴做廚藝示範教學，提升當地

廚師烹飪水平，傳播中華飲食文化。

林澤春原在省僑聯工作再調到省僑

辦，與台灣僑界人士多是舊識，他說未

來在楊主任領導下更密切與台灣僑界交

流瞭解，推動服務僑胞工作。

潘晨輝處長表示，在夏令營及冬令

營活動，配合僑界需要調整。

臨別前，陳三井致贈楊輝中堂一

幅，書曰：「炎黃裔胄萬代情，六洲僑

胞一家親」以及王俠軍琉璃作品「蓄勢

待發」，充份表達了本會與福建省僑辦

合作交流願景。楊輝回贈「和睦致遠」

書畫，表達了兩岸僑界的心聲。

是日晚，楊輝在我們下榻的西湖大

酒店，以福州名菜佛跳牆宴請，賓主盡

歡。

翌日晚，福建省僑聯謝小健副主

席、陳式海副主席、張瑤部長等人，設

晚宴接待。陳式海預告今年海峽論壇將

在6月11日舉行，面邀我們組團出席。

參訪福州及平潭自貿實驗區
參訪福州自由貿易試驗區，受到梁

勇副主任、吳思斌局長詳細介紹，一條

龍式服務，營業執照最短可以在二個小

時發出。講求效率，提升水平，發展經

濟，已是大陸各省市的共識。

福州自貿區面積31平方公里，涵蓋

技術開發與保稅兩區，整合兩岸服務貿

易、金融創新、電子商務經濟、人文融

合等目標，打造成先進製造產業基地，

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平臺。

此外，造訪了海絲商城，各國貨

物雲集，而屬於台灣產品專區正在整修

僑情、僑辦及未來希望與建議，受益良

多，也是雙方努力的方向，透過僑協海

外分會，結合公益團體，為更廣大僑胞

服務。至於擔任《福建省華僑史》編修

顧問，他欣然接受。

他要特別感謝潘晨輝處長及黃秩

秋調研員居中協調牽線，才得以順利成

行。

對於兩岸交流，陳三井經常以李

白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

重山」形容，其勢銳不可擋，就如同孫

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

昌，逆之者亡」潮流排山倒海而來，是

抵擋不住的，兩岸交流已經成為不可逆

轉的盛事。

陳三井以他二十年參與兩岸交流

經驗，區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中

研院近史所所長任內，經常受邀到大陸

參加研討會，次數之多，已數不清，足

跡走遍大江南北，但就是沒到過福州。

第二階段是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任內，

出席三次海峽論壇，順道走訪陝西、江

西及東北；也曾應國僑辦裘援平主任邀

請，訪問北京、天津、承德，惟獨漏掉

了近在咫尺的福州。這不是有意，而是

緣分未到，台灣話「好酒沉甕底」，緣

分到了，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福州造船廠與法國
訪問福州一直是陳三井的宿願，他

再次感謝楊輝主任盛情邀請，幫我們圓

了這個願望，彌補了缺憾。為什麼呢？

陳三井說，他留學法國，而福州有個造

船廠，是左宗棠倡議發起的。左宗棠調

任陝甘總督後，交給沈葆楨經營。

除了船廠外，還設有船政學堂，在

法國兩位軍官日意格及德克碑主持下，

製造輪船。他當年一到巴黎，就到海軍

部調閱福州船廠相關資料，找到了日意

格用法文寫的《福州造船廠》小冊子，

這是跟福州船廠一點點小淵源。但後來

歷史捉弄人，由法國人建造的船廠及訓

練的南洋水師，卻在中法戰爭馬江之役

被法國海軍摧毀了。所以，此行一定要

參觀船政文化博物館。

福州地靈人傑
陳三井又說，福州是個地靈人傑的

好地方，像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

覺民，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

是福州人，林則徐當過江蘇巡撫及湖廣

總督，主張「開眼看世界」，翻譯外國

史地書籍，以瞭觧夷情。

陳三井特別強調林則徐的女婿沈

葆楨，與台灣關係密切。除了建造台南

「億載金城」砲陣地外，沈葆楨接受士

紳建議尊崇鄭成功，建延平邵王祠，工

匠及材料都是從福州運來。沈葆楨表彰

鄭成功的楹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

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

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

人。」

再回到兩岸交流方面，陳三井說

兩岸交流是善事，不可逆轉盛事，兩岸

從軍事對峙到現今交流頻仍，展現了中

國人的最高智慧。中國和平崛起，發起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在世界戰略

重新翻轉騰飛的健康大道。

分會會長建議
陳三井說此次帶領幾位海外分會會

長就是要來學習請益，相互瞭解，剛剛

楊主任提到的希望和建議，都可以結合

25個海外分會來辦理。

鄭少強提到目前他推動兩岸校園足 ▲與福建省僑聯謝小健副主席（前排右7）、陳式海副主席（前排右6）張瑤部長（前排右1）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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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後將成為海絲商城中最大的貨

品展示區。大廳擺置阿里山森林鐵路模

型，正門入口則有三太子把關，予人濃

濃的台灣味。

台灣館總經理張環城說，未來在這

裡接單，在台灣生產出口，也可以這裡

接單在大陸生產出口。總之，台灣商品

以此為平臺，吸引外國買家前來交易，

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受益者。

平潭自由貿易綜合實驗區面積43平
方公里，離福州二個小時車程之遠。幸

賴連接平潭的高速公路已經完成，否則

將耗時等待渡輪，至為不便。這條名為

海壇海峽大橋和平高速公路，從規劃到

完成花了二十年時間，工程浩鉅不難想

像。由此，也看到了中國大陸對融合海

峽兩岸經貿合作的大器與大氣。

我們首先在平潭海關聽取了平潭

島維安簡報，以高解析度的攝影機監控

所有周邊海域，取代傳統鐵絲網圍籬。

這種結合衛星定位與地面監控高科技系

統，連車牌號碼都可以一覽無遺，清清

楚楚，想要走私，可得掂掂自己斤兩。

中午餐敘設在當地五星級大酒店，

很難想像，四周都是工地，起重機到處

林立的平潭，竟有如此高檔的酒店，所

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應就是這個

道理。

平潭自由貿易綜合實驗區陸春明

副主任、外僑辦金昌民主任、方明副主

任熱烈歡迎，並詳細介紹平潭綜合實驗

區規劃願景，鼓勵兩岸青年到此創業，

提供相關協助。他們說，平潭這幾年投

入資金數以百億計，幾年前原是荒蕪的

漁村，目前已是高樓櫛比鱗次。平潭綜

合實驗區是專為台灣而成立的，希望以

兩岸中國人智慧打造平潭島，成為高科

技、電子商務、金融創新的園區。

餐後，前往澳前碼頭，這是專門

行駛台灣高速船班碼頭，目前有兩艘高

速船一是海峽號，一是麗娜號，不僅可

載人裝貨物，也可以運送車輛，假以時

日，台灣汽車也可以奔馳在祖國大地

上。平潭到台北港約150公里，需2.5個
小時，但平潭到新竹南寮就更近了，不

到110公里。據報導，大陸已將平潭到台

北的高速鐵路規劃好了，果真如此，若

有完成的一天，那就更將便利了。

碼頭外圍區盡是平潭古老建物石

頭厝，與彭湖的咾咕石厝有異典同工之

處，都是取材於當地，自成地方特色的

漁村建築，仔細觀賞，他們與自然景觀

融合，賞心悅目。再走訪平潭古城、沙

灘，真正體驗到了大時代、大建設的大

氣魄，不只是商務，連休閒遊憩都設想

周到了。

我們可要牢牢抓緊這個大機遇。因

為不到幾年光景，平潭翻天覆地的大改

變，不僅高速公路連通了，高鐵也將在

兩年內完工，以政治作藉口擋掉經濟發

展的契機，能說有智慧嗎？

三坊七巷人才輩出
福州的三坊七巷保存了明清古建

築，在現代商家經營下，生機勃勃。三

坊七巷出過的歷史名人可多了，像熟悉

的林則徐、沈葆楨、林覺民、嚴復等

人，都出自三坊七巷，人文巷坊，名人

輩出。其中，林則徐建有紀念館曰林文

忠公祠堂，他的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 

，豈因禍福趨避之」，可以說是他一生

的寫照。

習近平題字，要學習林則徐清廉剛

正的高尚風範，以及「開眼看世界」的

開拓精神。現今中國大陸在習近平領導

下，打貪反腐，推動「一帶一路」，正

是林則徐精神的體現。

陳三井曾提到的福州造船廠及學堂

就位在馬尾船政文化博物館，看到了法

國軍官日意格事蹟，參觀當日午餐地點

福州海上明珠大酒店，就位在中法馬江

之役古戰場遺址。

武夷山水勝桂林
武夷山巍峨壯麗，難怪郭沬若說

「桂林山水甲天下，未若武夷一塊石」

這塊石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卻夠讓

人玩上個大半天。前胸貼後背，登陡峭

天梯，逐級攻頂，鳥瞰九曲溪，再乘竹

筏漂流，玉女峰、大王峰呈現，方知桂

林山水有個勁敵叫武夷山。

短短五天福州之行，從僑務交流、

自貿區參訪、古蹟巡禮到武夷山遊歷，

此行收穫豐碩。（作者為本會會員）

▲福州三坊七巷。

▲平潭海壇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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