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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晴日的东侨，是清朗绮丽、隽秀
宜人的，但站在塔山上瞭望，由于它的旷阔、
辽远，目力不可穷尽，而显得迷蒙、浩瀚，烟
波渺渺。塔山被称作山，其实并不高，不过
是一个小小的山包，但在这滨海新城的中
心，它就像一个脑袋刚刚探出海面的孤独的
小岛，已经算是难得的制高点了。站在山
顶，全城就像蒙上了一层半透明的轻纱似
的，朝四面远远荡开，又尽收于眼底，让人有
种高高在上、暂时脱却了尘世的恍惚感。这
是一种很美、很陶醉的享受。放眼望去，正
东方就是碧波盈盈的东湖，远处依稀可见一
条细线悬浮于湖面的上方，似动还静，那是
纵贯南北的铁路桥，刚通车没几年。再过
去，一带氤氲的远山起于海上，那就是人间
胜境三都岛了，有关它的传说亦真亦幻，经
典美丽，不由得让人想起神话里的蓬莱仙
境。

烟波因为稀淡而神秘。烟波里的东
侨，宛如一个海底世界，从外面看，一切清
晰又略显奇幻。必须走进市区，双脚踩在
地面，听着足底传来噼呖啪啦的步履声，
吓，这才发现，四周的景致，是如此的历历
在眼，伸手可及。的确，一切都是可感可触

的，不容置疑。时值初春，阳光下，宽敞的
水泥大道反射着几近事物本质的光，柔柔
的，暖暖的，宁静又舒适。路上行人不多，
三三两两，或者牵着孩子，或者扶着老人，
脚步不疾不徐，显示出内心的安详自在；偶
有一两辆车疾驰而过，不是令人不安，不是
令人厌倦，而是将这里衬托得更加清静宜
人。道路两旁，一座座新落成的楼房拔地
而起，优雅舒阔，仿佛是从绿荫掩映的园林
里生长出来似的，让人陡然萌生出些许必
欲身居其间的浅浅的愿望。是的，对于一
个外地人，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漫步在这
样的环境里，心情是微妙的，一半是诱惑，
另一半不免便是有梦难圆的遗憾。只是，
这种遗憾不易察觉，直到抽身离开，才越来
越清晰起来。

烟波里的东湖，同样别有一番独特景
致。东湖南北两岸，现在都是风光独特的水
滨公园，置身其间，一派绿荫醉人、红花迷
眼，令人留连。沿湖边，还保留着一带稠密
的原生水草，有芦苇，也有别的叫不出名字
的杂草，都长在水里，高高的。不管什么草，
也不管是隔年的枯梗，还是新长的绿叶，枯
梗基本是挺直的，绿叶都弯成了柔软的弧
形，在风中轻轻晃动，窸窣作响，既是静静的
等待，也是亲切的招手。那湖水，清波粼粼
无比明澈，是那种玻璃般一望见底的明澈，

无遮无拦的明澈，更是无欲无求的纯粹的明
澈，多看一眼，便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油
然而生。不记得哪位名人说过，湖是城市的
眼睛。这东湖，无异就是一颗纯净的眼眸，
而且还是一颗楚楚动人的处女的眼眸。沿
湖边的那一带水草，恰似两行绵密而修长的
睫毛。这样一颗眼眸深居于烟波底下，更有
一种仿佛是洗尽铅华后的本真之美，美得撩
人心魄。

一切都拜那一袭稀淡的烟波所赐。若
有若无的烟波，使东侨之美美得有深度，美
得有层次感，美得如同梦幻般飘忽。

烟波漫过远方的山顶，漫过茫茫水域，
直到遥远的天际，那既是空间的旷阔与模
糊，更是时间的渺茫与深邃……

是的，时间……
塔山顶上的如意宝塔，重建于上世纪九

十年代，一共九层，高数十米，堪称蕉城的地

标性建筑。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东侨，是最
佳观景位置。史料载，这里原本就有一塔，
始建于清朝，名叫灵瑞塔，又名酒屿塔。现
在的塔山，那时就名叫酒屿……

北岸公园建有一堵纪念墙，不高，上镌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字样，这是解
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一句动员令。这片
园区被命名为“长江支队纪念园”，据说是由
几个白发苍苍的耄耋老翁募资建成，这些老
者，就是硕果仅存的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
建此园，以纪念共和国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

现在的东湖，原先名叫东湖塘，本是一
片荆棘丛生、蛇虫出没的荒凉滩涂……

而东侨，全称闽东华侨经济技术开发
区。这里，最早只是一片蛮荒之地，后来成
了华侨农场。这里的华侨，都是上个世纪中
叶从东南亚各国的历次排华事件中回归祖
国的海外游子。他们在动乱年代被迫离开
祖国，背井离乡到异国谋生，又在异国的动
乱中，被迫重新回到祖国，由政府安排到这
里定居，将这一片蛮荒之地开垦成了农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又在这里兴建起了现
代化都市——闽东华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简
称东侨，这些华侨也由农民身份一下转变成
了都市居民。这就是东侨的前世今生。很
复杂，又很简单。往重了说，是沧海桑田，往
轻了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所谓
弹指一挥间。一切都在时间中演绎，最终又
在时间中消弥。现在，回过头去看，除了眼
前这座精美的现代化都市，什么也看不见，
唯有那一袭淡淡的烟波令人遐想……

□ 东侨宣传部供稿

烟波东侨
□ 石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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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雪雪）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
日，市妇联在闽东大广场十楼多功能厅共同举办了
爱岗爱家闽电最美家庭“讲我家和谐故事”分享会。

据悉，自我市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动以来，闽
东电力工会积极布置开展寻找“最美闽电家庭”活
动，引导职工爱家敬业，在参与中接受教育，提升文
明程度, 以实际行动为培育企业文化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道德支撑。活动通过组织推荐、群众举荐
等方式，深入挖掘、选树和宣传群众身边的“最美家
庭”，涌现出一批在家庭和睦、孝老爱亲、教子有方、
邻里友善、节俭持家、笃行勤学、平安和谐等方面事
迹突出、感人至深的先进典型。本次分享会旨在让
员工家庭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共同分享，以最大限
度地宣传职工、吸引职工，最大限度地扩大职工的参
与率和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分享会现场，气氛热烈，
共有12个家庭代表进行发言。

市妇联开展最美家庭
“讲我家和谐故事”分享会

在进入电商领域之前，福鼎市艾洛
裳网络有限公司的江丁渭，在石狮服装
服料厂做过销售，在水库里养过淡水鳗。

2012 年，电商行业在浙江风生水
起，江丁渭看到了商机，就召集了6位朋
友开始运作。而当时江丁渭连如何在网
上购物都不会，他还是顶着被质疑的声
音加入了行业转型队伍，成立了福鼎市
艾洛裳网络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服装销
售和代理。

在加入电商行业的第一年，公司的
服装销售额不到 100万元。2014年，江
丁渭带领员工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技术
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还与福鼎职业

中专学校联合办学，建立了电子商务实
训中心，内设多媒体、电子商务、计算机
网络等多个实训室，发展专业技术和技
能人才。年销售额跃升3000万元，公司
员工达200多人。

“近两年，随着电商群体的增加，服
装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市场状况已经
从供不应求演变为供过于求。”江丁渭
说，“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多渠道发展，福
鼎农特产资源丰富，尤其现在人们崇尚
健康生活，福鼎白茶货源足，品质佳，线
上占有率不大，很有发展空间，把地方特
优产品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卖向全国甚至
全世界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电 商 ＋ 大 学 生 创 业

福鼎构建电商创业服务平台培育经济新动力

福鼎市地处闽浙边界，拥有世界地
质公园、沿海黄金岸线和珍珠链海岛等
核心战略资源，生态优越、物产富饶，经
济繁荣。盛产茶叶、槟榔芋、四季柚、黄
栀子等特色农产品和鲈鱼、大黄鱼等珍
贵海产品。着力打造汽摩配件、食品加
工、泵阀特钢、船舶修造、新能源、合成革
等产业集群，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承接、
转移优势。

近年来，福鼎积聚了一批优秀电商
企业和大学生创业企业。去年底，为了
更好地推动电子商务和大学生创业、集
聚人才、凝聚力量、合作提升，该市政府
带领经信局、商务局先后调研了相关企
业，走访厦门、福州、泉州、杭州等地电子
商务产业园，会访阿里巴巴、京东、颐高、
纵腾网络等多宗电商企业负责人，洽商
合作、培训等事宜。

5月 15日，福鼎电商联盟和大学生
创业联盟应运而生。电商经验交流会
上，国内著名电商公司京东云平台运营
总监徐旭、福建纵腾网络副总李聪等为
福鼎电商运营做专题演讲。

福鼎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东说，两个联
盟的成立，意味着福鼎市行业管理机构有
了全新的发展，与互联网世界实现接轨，
应加大对网络创业、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力
度，以创业带动就业及当地经济的发展。

“福鼎能够成立这样一个平台很好，
能够把更多的淘宝商家聚集在一起。福
鼎的电商联盟可以通过发展客户群，先
通过帮客户做，由客户带来更多的客
源。其中，重要的还是在于走出去，借鉴
其他人的一些方法，增强引进力度。”阿
里巴巴农村淘宝区域经理叶建如是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市电商联盟成
员有60多家企业，大学生创业联盟成员达
50多家，涉及服装、茶叶、药材等多种产
业。电商联盟、大学生创业联盟的成立，
可以更好地整合电商、大学生企业资源，
促进创业人才、资源、技术、信息等要素的
集中和共享，开拓出新的市场，利用互联
网、自媒体等新兴工具形成市场平台，为
福鼎企业及其产品拓展电商空间，增进成
员间的团结合作，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和
经济效益，为福鼎经济注入新的“血液”。

“有政府部门的帮扶，这一路我走得
很顺畅！”聊起创业之路，福鼎市龙腾网
络有限公司经理张慧敏一脸动容。

去年6月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
学院毕业后，怀揣创业梦想，张慧敏与朋
友返回福鼎，创办“福鼎818”门户网站，
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当地政府部门不
仅为她提供了10万元创业贴息贷款，还
让其进驻福鼎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免费提供场所。

“光办公场所，一年就能为我们省下
1万多元投入。”张慧敏说。

为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民生问
题，近年来，福鼎市先后制定出台了《进
一步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暂行办
法》及相关配套政策，不断加大扶持大学
生创业工作力度，培育一批创业典型，营
造出党委、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
业，大学生勇于创业的良好氛围。

在资金上，实施创业启动资金扶持，
该市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专门用于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启动项目补助、创业生
活补助、创业开业补助、创业场所租金补
助等。2014 年，共发放各项创业补助
97.02万元，同时设立创业担保资金，福鼎
市政府首批安排100万元作为福鼎市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担保资金，以福鼎市公
务员局的名义同福鼎市农村信用联社签
订协议，开设专户，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
用。截至目前，申请小额创业贷款自主创
业企业17家，已发放创业贷款191万元。

在平台搭建上，该市投入 20 多万
元，依托福鼎市工业园双岳项目区建成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于2014年9月16
日正式开园。目前，已入驻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企业6家。同时成立高校毕业
生自主创业电商联盟和大学生创业联
盟，4月22日通过了联盟徽章、章程并选
举出了联盟常委会成员，建立自主创业
高校毕业生的交流与互助平台。

在指导帮扶上，制订大学生创业培训
方案，邀请省、宁德市创业导师来鼎授课，
进行系统指导培训。2014年9月举办了
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班，对50名创业毕业
生进行创业意识与创业原理、创业项目的
商业模式分析、创业项目市场规划能力、
创业团队构建能力等针对性培训。同时，
健全挂钩联系帮扶工作，确保每名自主创
业高校毕业生的创业项目都配备党政领
导或创业专家跟踪指导和服务，及时帮助
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资金、场所等支持“扶上马”，创业全程
指导再“送一程”，让大学生创办的企业在
这里羽翼丰满到可以很好地迎接市场挑
战。先后涌现了石维练、钟玉龙、本山创业
团队，陈艳、李国涛夫妇，杜赢、陈春平夫妇
等一批创业典型。目前，该市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企业有118家，参与自主创业大
学生250多人，涉及种养殖、建筑装饰、餐
饮、广告、社会教育、网络服务等20多个行
业，带动就业1500多人，创业潮方兴未艾。

□ 蔡雪玲 文/图

现场为大学生做创业指导现场为大学生做创业指导

谢锋于2010年从福州大学毕业后，
曾在福州一家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2013年回乡在店下镇创办了瑶池玉家
庭农场，选择周期短、效益高、需求大的
福建黄兔养殖为主要养殖项目。去年8
月，他整合资源成立了福鼎市瑶池玉家
庭农场，利用山上固有的资源，以“线下
家庭农场体验+线上网络预订销售”为
发展模式，带动农场朝规模化、标准化、

优质化和商品化的方向发展。目前，该
农场会员已经达到200多人，黄兔、有机
大米、柴鸡、福鼎白茶等产品的月订单额
就达15000元左右，主要供应福州罗源、
长乐、连江等地。

谢峰说:“看到农场一天天发展壮
大，我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引导电
子商务与传统产业产品营销相融合成为
了一个必然趋势。”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不再局限于本地的创业资源，
而是借助最前沿的“电商”平台
和技术，成为利用“电商”创业
的佼佼者。5 月 15 日，福鼎市
举办电商联盟、大学生创业联
盟成立大会暨电商交流会。

福建商务厅电商处副处长
马国武表示，目前福鼎乃至宁
德市还未出台专门的扶持电商
创业、扶持电商产业的政策支
持。值得欣喜的是，福鼎走在
了前头，成立电商联盟、大学生
创业联盟，推动电商
产业发展！

正是芙蓉李花盛开的时节，笔者应几位同学的
邀请，到福安市潭头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棠溪村做
一次参观体验采访。

棠溪村历史悠久，全村人口3600多人。青山养
绿水，绿水育青山，是棠溪人最淳朴的共识与生存发
展理念。

棠溪村在600多年的生栖繁衍当中，从这里走出
去的每一个人，始终对乡土的守护都有一分眷念。棠
溪村一向重视教育，曾经举全村之力办教育。恢复高
考之后，该村最多的一年考上大学的学子达到 26
人。据统计，现在全国各地从事农林水专业与农林水
科研领域的高级人才达到40多人。这些人才以不同
的方式来回馈家乡。

棠溪村的李干是当地最早出名的手工制作特
产。在农业部门专门从事经作物技术服务的同学介
绍说，棠溪村的李树现在已进入新品种更新代。眼下
该村结合观赏需要，着手探索芙蓉李花期培植的延时
与错开交替技术，增加芙蓉李种植的观赏性，让棠溪
的芙蓉李花成为观赏品牌。为此，棠溪村在引进开发
种植观赏性植物方面推出一系列实施方案。除了村
庄十多棵五六百年树龄的古榕树之外，近期引进樱
花、迎春花等数十种名贵花木树种，培植成为景观带，
使棠溪村观赏景观项目不断增加。为了保护棠溪村
原有的自然生态，在对棠溪河道进行修堤筑坝整理疏
通之后，加大两岸旁山边道观赏林培育种植。让水更
绿、山更青，进一步绿化优化山川美景。

为了让游客在观赏棠溪村绿水青山的同时，更
多地感受到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农耕文明，近3年来，
村里修缮了两座木质廊桥，新建多处休闲亭阁，供村
民和游客休闲。针对不同游客的需求，该村在棠溪
两公里多的溪流河道上方建起 10条索道悬空渡桥
供游人健身。3年全村累计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休
闲健身项目建设资金近1000万元。目前，棠溪村周
末以及节假日接待游客最多一天可达 600多人次，
仅观光休闲健身项目就接纳村里剩余劳力近 200
人。棠溪村还先后获全省生态文化村和文明生态
村。 □ 陈恒康 文/图

青山绿水棠溪村

棠溪村古民居棠溪村古民居

要给产业填个“+” 两大联盟应运而生

面对市场竞争 他们在变革中突破现状

政策支持“扶上马” 创业指导再“送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