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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建侨报》在一年一度的利马国
际书展上，中国展台都会遇到一些寻“根”
的华裔。他们有的从外表已经一点看不
出中国人的模样，但从他们急切的心情看
得出内心深处有种强烈的“回归”欲望。
他们有的已经是第6代华裔，有的是黑色
皮肤，他们大多没有去过中国，希望从与
中国有关的地方和书中得到更多中国信
息。言谈话语中，这些华裔对中国发生的
巨大变化非常羡慕，而且为自己是中国人
的后裔感到自豪。

今年是华人移民秘鲁170周年，历史
上华人来秘鲁大多是做劳工，早期华工没
有什么文化，加上历史条件，导致在秘鲁
出现一大批千奇百怪的中国姓。比如有
的华裔姓“HOJA”，西班牙语是“叶子”的
意思。很可能是当时由于语言障碍，这个
中国人拿着树叶告诉移民官这是他的
姓。姓“叶”也就变成了姓“HOJA”。

还有被写成近似发音的姓，如许多华
裔的姓是“LEON”，西班牙语“狮子”之
意，但实际上是“梁”。“DA FU”，这个所谓
的姓显然是个名字，也许叫“大福”，结果
阴差阳错成了姓。如今在秘鲁姓“大福”
的华裔还真不少。还有更奇葩的姓叫

“CHAN TAI ON”，这是粤语的发音，名
字和姓被写成了一长串的“姓”。

《 环 球 时 报 》记 者 遇 到 一 个 姓
“CHANGANA”的秘鲁人，他说自己有中
国血统，祖辈姓“CHAN”，因为历史上的
战乱，担心受到牵连，就改成了“CHAN-
GANA”。还有一名黑人妇女告诉记者，
她本姓李，祖辈到秘鲁时，在北部的农庄

做工。由于祖辈在农庄做工时，所有工人
都被改成农场主的姓，导致她现在已经没
有中国姓了。但她还是通过亲属和血缘
关系，找回自己原来的姓，而且知道了自
己的祖籍在中国广东。

还有一名50多岁的秘鲁人专门到书
展上找到记者，然后用平板电脑展示他的
家谱。他说，他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四
处搜寻有关自己家族的线索，为的是能够
找到自己的“根”。族谱上显示他是第 6
代华裔，很可能因为移民官的问题，根据
发 音 给 他 爷 爷 起 了 个 相 似 的 秘 鲁 姓

“SANCHEZ”，他 的 爷 爷 也 许 叫“SAM
CHE”。这给他寻“根”带来很大障碍，他
希望记者能够给他提供帮助。

秘鲁现任副总统梅塞德斯·阿劳斯曾
在一次新书推介活动上向大家透露说，自
己有中国血统，是她的祖辈母系传下来
的。秘鲁政界名人、律师出身的前国会女
议员玛尔塔·查维斯也说过自己有1/8的
中国血统。还有很多有着类似情况的秘
鲁华裔正在寻找他们的“根”。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秘鲁人现在都愿
意向公众介绍自己体内流淌着中国人的
血液，尽管通过他们的名字根本看不到任
何与中国相关的信息。 （孟可心）

秘鲁华裔奇特姓氏故事多

中国巨变让他们非常羡慕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
系的有机链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能有力提
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作为该系统的核心
成员，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尤为重要。

位于闽清县西部的福建雄江黄楮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黄楮林保护区”），是闽江干
流上唯一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也
是福建省“三纵一横”生态廊道体系中最主要的栖
息地节点之一，更是闽江下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为守好这一难得的生态空间，依托《闽江流域
（福州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80年~2020年）》，围绕生境受损、棕地占
用、设施欠缺、景观单一等短板，黄楮林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修复和保护被作为重点项目加以推进。

从闽清县城沿闽江西行至戴云山脉与鹫峰山
交接处，一路奇峰连绵、林海莽莽。目前全国连片
面积最大、世界稀有的黄楮林自然保护区就隐匿
其中。

这里群山环绕，满目青翠，除了成片的青冈
林，还有南方红豆杉、福建柏等珍稀植物点缀其
间，亦是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之地。黄楮林
温泉生态旅游区掩映林中，更添几许清幽。游客
们既能泡温泉解乏养生，亦可沿蜿蜒的栈道循溪
探秘，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和谐景象。

“黄楮林保护区就像福州的天然氧吧，在保护
生物多样性、涵养闽江水源上意义重大。”闽清县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及
修复更讲究整体性与系统性，从林权赎买、生产性
企业搬迁、石潭溪流域整治及封山育林等方面着
手，实现保护区环境的整体提升。

除旧貌守住区内好生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片珍稀动植物赖以

生存的生态宝地，曾引进不少生产型企业、砂石
场、施工营地等，视觉及噪声干扰、废弃物排放等
行为，频繁侵扰着保护区的宁静祥和。

去年8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拆除清退行动在
石潭溪口区域内展开。各种生产性企业如期停
产，搬迁至保护区外；此前遗留的废弃厂房、生产
设施、砂石场等被一一拆除……

“现在‘破旧’工作已经在收尾了，裸露边坡、
溪流湿地的整治和生态修复即将展开！”黄楮林保
护区办公室主任黄永辉带着记者来到石潭溪大桥
桥头，钩机和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对一处钢架结
构厂房进行破拆。记者看到，拆除“阻隔”后的石
潭溪沿线显得通透许多。

黄永辉告诉记者，减少保护区内的生产活动，
能从源头上直接减少所在区域野生动植物受到的
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噪声污染和人员侵入等外
源性的直接干扰。同时，针对保护区内宣教、管
护、监测、配套设施不足的短板，原先的地块拟改
建为珍稀濒危植物繁育基地、野生动物救助站和
生态环境保护科普教育基地等，配建停车场、公
厕等基础设施，让更多的市民游客了解、爱护保
护区。”

重修复呵护森林高颜值
“留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黄永辉说，

为了将绿色转化为村民口袋里的财富，闽清县以
政府赎买的方式收归保护区内林权7600亩，计划
分2年实施，力求实现“生态得保护、林农得利益”
的双赢目标。据了解，今年的4000亩赎买工作已
顺利完成，2020年内将完成剩余3600亩的林权赎
买工作。

赎买完成只是第一步，今后这些林地都将因
地制宜调整为生态公益林，并进行适度更新。林

下会补植闽楠、红豆杉、红锥等乡土阔叶树和名贵
阔叶树，促进其向地带性常绿阔叶林演替，有效破
解生态保护与林农利益的矛盾。

在加快推进赎买工作的同时，为让黄楮林内
绿意更显、绿质更佳、“新绿”不断，保护区及其外
围东桥镇等的封山育林工作同步展开，总面积达
2.25万亩。“对森林封育区内自然繁育能力弱或幼
苗、幼树株数较少或幼苗幼树分布不均的地块，我
们会进行补植或补播，让森林质量更佳。”黄永辉
说，这样的细心呵护，有助于林内养分积累，能促
进天然林分更新，达到修复目的。此外，封山育林
还能有效减少人为偷、盗、伐林木，减轻人为活动
给森林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给更多野生动植物
扩大栖息空间，更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抓核心打造特色好景观
在聚焦保护区风貌整体提升的同时，为让沿

线景观更具特色、更显生态，此次生态修复还计划
对重要节点进行全方位景观升级，力求提升黄楮
林的吸引力。

发源于白樟镇，属保护区四大溪流栖息地之
一的石潭溪水系，便是一个核心节点，其覆盖范围
12.6平方公里，最终自石潭溪口流入闽江水口电
站库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石潭溪部分河段岸边
场地开始被一些生产性产业项目“攻陷”，棕地污
染、水系淤堵及河口河道硬质化、山林地裸露、水
土流失等系列生态问题显现，这些都是山水林田
湖草要协同解决的重要内容。为让沿线生态环境
有根本性的改善，石潭溪被列为生态修复示范重
点区。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驳岸、生态
护坡修复、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园区道路整治及景
观改造、绿化工程等，总规划面积超 46.6 万平方
米。结合沿线实际，规划有入口服务点、棕地修复
园、生态科普廊、科技培育园等节点，在呵护好石
潭溪沿线自然生态的同时，打造一个生物多样性
保护保育示范区。

“目前，施工图设计、历史遗留场（厂）搬迁拆
除等前期工作已顺利完成，力争年底前进场动
建。”黄永辉说，通过统筹溪流沿线山林、河流、农
田等生态斑块治理，将筑起保护区内山清水秀、山
环水绕、物种丰富的自然生态格局。

（来源：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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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筑牢绿色屏障

本报讯 国庆七天长假，闽清县民俗
活动、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文
化和旅游活动安全有序，各大旅游景区游
人如织、人气高涨，七叠温泉度假村、黄楮
林温泉景区、瓷天下海丝精灵谷、迷乐谷等
旅游线路受到广大游客欢迎，美术馆、图书
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活动纷呈，深受群众
喜爱。

1.七叠温泉
国庆期间，七叠温泉景区举办了一系

列迎国庆活动：七叠风车奏鸣曲，品茶赏枫
泡温泉，民俗美食免费尝等，热闹非凡。

2.迷乐谷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迷乐谷

景区举办了“丝路非遗·义窑传承”暨非遗
走进乡村走向田野感受非遗魅力活动，活
动现场，百人扎染、马赛克拼接、田野写生、
陶瓷拉坯，场面十分壮观。

3.羊顺农庄
羊顺农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推出了特色农家乐，自酿黑啤全
场免费畅饮；弘扬传统文化，全场免费观看
特色闽剧表演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
游客，处处欢声笑语。

4.梅城印记
通过开展梅城印记特产展销暨招商活

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亲身感
知闽清古城风韵，广泛传播千年梅邑文化。

5.县博物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摄影展在

县博物馆一楼展厅展出，展出作品内容丰
富，充分展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时代画
像、为人民放歌的使命担当，充分表达了闽
清县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悦
心情，展现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6.闽清县图书馆
10月5日，闽清县图书馆举办“故事妈

妈”亲子活动，活动丰富精彩，营造了全民
阅读的氛围，为祖国母亲献上祝福。

据统计，闽清县“国庆”假期期间旅游
接 待 人 数 16.1 万 人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0.6%，实现旅游总收入8370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22.7％，自驾游、自助游、亲子游、
回乡恳亲游成为闽清县今年“国庆”长假旅
游市场的“主旋律”。

在国庆长假期间，全县各景区虽然人
流车流均较大，但未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
和投诉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实现游客
零投诉，实现“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
明”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 （县融媒体中心 方婷）

国庆七天长假，闽清嗨翻天！
旅游接待人数16.1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0.6%

本报讯 10 月 7 日是重阳佳节，在县
民政局、县委文明办的大力支持指导下，
福建7997公益联合闽清县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谊会、闽清信用社、大鑫地产&云顶
天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闽清支公司，开
展“致敬革命五老，献礼祖国华诞”慰问活
动，以表达对革命英雄的敬仰之情。

志愿者们走进金沙、白中、坂东、三
溪、东桥、梅溪等乡镇的14位革命“五老”
家中，与“五老”围坐一团，嘘寒问暖，促膝
谈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对他们在战争时
期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送
上慰问金与北极绒棉被、长寿面、生活用
品礼包等慰问品，表达了社会各界的深切
关怀与温暖，祝愿“五老”们过一个安宁、
祥和的重阳佳节。

在我县现有的革命“五老”人员当中，
年龄最高的已有97岁，年龄最轻的也已逾
80岁。在东桥镇黄坪村，走进80岁的老游
击队员杨忠彬老人家中，老人说起那段炮
火纷飞的抗战岁月，依然神采奕奕，侃侃
而谈。看到这位革命老前辈身体健康、精

神矍铄，志愿者一行也都非常高兴，同时
叮嘱老人的家属要细心照顾好老人的日
常起居生活，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
福。刘贤挺同志，已90岁高龄，是坂东镇
唯一健在的老游击队员。志愿者来到刘
老家，送上了慰问品，聆听刘老的革命故
事。刘老内心非常激动，一直拉着志愿者
的手，激动地说：“以前我像你们那么大的
时候，就在村里光荣地成为了游击队员
啦，那个时候内心一团火，不怕死，就想着
保家卫国，为解放国家贡献力量……虽然
过了那么多年，队里的队员也一个个走
了，但是我们的精神肯定是永远不会散
的。”对于过去的往事，刘老历历在目。

据悉，县民政局在册的“五老”名单
中，2016年有20人，2017年18人，2018年
17人，2019年仅剩下14人。自2016年10
月起，7997志愿者已经陪伴“五老”英雄度
过了 4 个重阳节，今后还将持续关心“五
老”，陪伴他们安享晚年。逝去的是硝烟，
不灭的是精神，让我们向革命老英雄学
习、致敬！ （福建7997公益 黄伙彬）

7997志愿者慰问革命“五老”共度重阳佳节

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弘扬重阳节敬老爱老的优秀传统
文化，近日，我县在梅溪镇渡口村举办以

“金秋庆重阳 真情颂祖国”为主题的“我们
的节日·重阳”市级主场活动。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林燕青，活动主承办单位相关
领导以及渡口村60岁以上老人共200余人
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渡口村闽剧演出队弹唱的《移
风易俗》拉开了活动序幕，三位平均年龄
70 多岁的老人将移风易俗的内容用方言
的形式演绎出来，“虾油味儿”十足。县老
年大学艺术团带来的快板《六清赞》紧贴县
委县政府阶段性重点工作，引导群众主动
开展“六清”，建设美好家园。小品《娘回

家》倡导弘扬孝老爱老传统美德，引起观众
共鸣，获得阵阵掌声。歌舞表演中穿插着
抽奖环节，为现场的老人们送上节日的慰
问品。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群众宣传讲
解医保社保缴费、气象科普、金融、法治、防
通讯信息诈骗等知识。医务志愿者们分工
明确，测血糖、量血压、拔罐、针灸、刮痧等
项目有序进行。义剪摊位前老人络绎不
绝，早早排好了队伍。现场还设有移风易
俗、禁毒、垃圾分类、登革热防控等知识宣
传展板，引人注目。活动结束后，县委文明
办领导慰问了“福建好人榜身边好人”张少
清家庭和三名困难老人，并送上节日的问
候。 （县委文明办）

金秋庆重阳 真情颂祖国

据《福建侨报》 9月1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城内，由
菲律宾华教中心与福建省对外交流协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共同举办，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菲律宾新华书城协办的“中国图书展销会暨清新福建图片
展”，在菲律宾侨中学院开展。

书展展出1000余册最新出版的图书，涵盖儿童读物、文学
名著、养生保健、美食旅行、教育教学、中国文化、英文书籍等。
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向新华书城捐赠价值达50
万比索的中文图书。“清新福建”大型图片展展出了80余幅展
现福建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基础设施、城乡新貌、社会发展的
精美图片。

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希望以图书展销会为契机，激
起菲华年轻一代的学习华文热情。（关向东）

“清新福建”图片展亮相菲律宾侨校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35岁的卢莱茵是一名马来西亚
华文老师，每个星期日，卢莱茵都会为一批在宗教学校就读的
巫裔学生免费教授华文。她表示，自己从小学华文，如今也想
将华文知识分享给马来族同胞。

据了解，卢莱茵在幼儿园时期就接受华文教育，小学、中学
也都就读于华文学校。她回忆，在过去，马来族家庭将小孩送
到华小可能会遭到长辈的反对，因此卢莱茵认为其父母“很有
远见”。即便在未来，孩子在学术方面的成绩不理想，至少还有
通晓华文这个“武器”，能够在职场上有立足之地。在做华文老
师之前，卢莱茵曾担任记者与翻译。但在卢莱茵心里，多年学
习华文的经历让她割舍不下，也促使她萌生了将华文分享给马
来族同胞的想法。

目前，约20名学生免费向卢莱茵学华文。由于学生几乎
是零基础，卢莱茵的教学面临着不小挑战。但她感到开心的
是，学生在上课时反应十分积极，学习热情很高。经过几个月
的学习，学生们已懂得用华文做简单的自我介绍。

马来族老师免费开华文班

与同胞分享华文知识

本报讯 近日，县妇联开展“庆国庆 迎
重阳”志愿服务活动，在全社会树立尊老
爱老的社会风尚。

县妇联和溪口社区巾帼志愿者们来
到金太阳老年公寓，为老人送去慰问品，
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及
生活需求，叮嘱老人天气渐凉要注意保
暖，保重身体。

文艺汇演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
帷幕，溪口文艺队的老少队员们先后为老
人们表演了腰鼓、广场舞、扇舞、玲鼓等节
目。优美动听的歌曲，绚丽多彩的舞姿赢
得了敬老院的老人们的阵阵掌声，精彩的
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让敬老院的老人们在欢
声笑语中度过了美好的节日。 （县妇联）

开展“庆国庆 迎重阳”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