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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赏樱基地我想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赏樱基地。”。”这个念头在脑海中出现时这个念头在脑海中出现时，，简文通已经简文通已经7272岁岁。。

当时当时，，20002000亩樱花种了亩樱花种了66年年，，开得很美开得很美，，但是但是““藏在深闺无人识藏在深闺无人识”。”。44年后年后，，这位倔强而专注这位倔强而专注

的台湾老人的台湾老人，，将荒山打造成一片樱花海的美景将荒山打造成一片樱花海的美景，，屡上热搜屡上热搜，，更上了央媒更上了央媒，，让全国各地甚至全让全国各地甚至全

世界的人看到世界的人看到。。

阳春三月的三明市清流县赖坊镇樱花基地阳春三月的三明市清流县赖坊镇樱花基地，，浪漫的粉色扑面而来浪漫的粉色扑面而来，，如如““人间仙境人间仙境””一般一般

令人心动令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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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邑仙游，仙水清清，
人杰地灵。这片充满神韵、文

化积淀深厚的福地孕育出众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蕴含着厚

重的历史文化，记录了千百年来仙游
人的生产生活和改造自然的不朽成果。

就在今年初，莆田市仙游县又增添了
一非遗项目。仙游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功

入选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第七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不仅如此，其传
承人、国家一级技师陈万龙的作品《青瓷达摩
像》《青瓷观音像》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青瓷在我国
历史悠久，有“瓷器之花”的美誉。仙游青瓷
盛于宋代，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
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特别是裂釉纹工
艺最具代表性，精致的纹理自然而生动。

据考证，1953 年发现的仙游窑窑
址，遗有青瓷、青白瓷及黑瓷标本，属

宋代瓷窑，其艺术水平堪与德化
窑、景德镇窑相媲美。度尾镇、

园庄镇、游洋镇等地都曾发

掘过古瓷片。到了明初，“片板不许入海”的
海禁导致青瓷发展受限，仙游青瓷便渐渐消
失在大众眼中。这让出生在制瓷世家的陈万
龙心痛不已。

“与瓷同行，是我命中注定的缘分。”陈万
龙说，他自有记忆起便看着父亲像变魔术般，
把一堆不成形的泥土化作一个个瓷器，吸引
着他，决心传承青瓷传统烧制技艺。

几十年间，他收集了大量资料，跟着文物
专家奔走田野山间，寻访千年瓷韵。他自费
发掘，将从仙游各山头老窑址中收集来的 11
吨老瓷片全部收藏，并加以研究。他考据发
现，仙游青瓷窑系与浙江龙泉窑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古瓷片中的釉水和器型与龙泉窑
的瓷器有90%的相似度。”

制瓷是份苦差事，入门容易坚持难。他
潜心苦学，到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等陶瓷名
产区进修学习。募集资金创业烧窑，反复试
验配出最符合龙泉窑的釉色配比、裂釉纹工
艺。他告诉记者，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需要
天时地利人和的多方面配合，一个窑能有
10%的成品率便不错，真正的精品更是弥足珍

贵，这也是仙游青瓷传承保护与创新的难度
所在。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仙游青瓷，
展示历史价值，陈万龙创办了仙游宝瓷斋、仙
游青瓷会馆，并成立理论与工艺研究团队，研
究仙游青瓷相关的历史文化、传统技艺等，将
千年仙游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再次展示给世
人。他擅长烧制的大件人物青瓷，深得专家
认可。近年来，他的作品先后斩获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收藏家协
会、中华文化促进会等主办的各类展会金奖，
还被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福建省艺术馆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苑、厦门市博物馆等馆藏，更
有被拍出数千万元的高价。这让仙游青瓷逐
渐回归大众视野。

不久前，记者来到宝瓷斋时，正遇上陈万
龙和徒弟们一起开窑。当一窑青瓷的火光熄
灭，炽热逐渐褪去，青瓷釉面随之细微开裂，
翠色天成，从窑炉半开的缝隙中，透出丝丝迷
人的光芒。这光芒似他纯粹的匠心，成为仙
游制瓷人需要传承的精神。

（来源：湄洲日报 作者：蔡玲）

“业绩突破 10 亿元，再培养 500 名团队
成员。”这是林俊生 2022 年制定的目标。
1986年，林俊生出生在三明市尤溪县联合镇
连云村，日本留学期间发现商机，从此踏上
跨境电商之路。

拥抱跨境电商机遇

连云村曾是一个贫困老区村，林俊生深知父母
劳作艰辛，在福建江夏学院就读期间，他一边努力
学习争取奖学金，一边尝试打工赚取生活费，经营
过打印店、卖过电脑配件、做过电话卡销售……这
些经历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激发了他创业
热情。

2009年，林俊生大学毕业，靠着自己辛苦打工
赚来的薪水和爱心人士的资金援助，远赴日本求
学。为了筹措生活费，他半工半读，寻找商机。“当
时日本电商行业十分活跃，国内的很多产品很适合
在日本电商平台销售，需求量很大。”2012年，林俊
生筹集了 40万元人民币，在日本成立吉藤株式会
社，并在雅虎和乐天商城注册了自己的企业店铺，
将中国产品销售到日本。

“最开始时困难很多，由于国内没有团队，面临
着选品、物流、语言不通等问题，经常出现货不对板
的情况，甚至引发顾客投诉。”问题接踵而至，林俊
生迎难而上，他学习日语，并聘请当地人担任网店
客服，学习日本优秀电商企业的运营模式。同时，
在国内成立公司，负责选品、仓储、物流接洽等事
宜，确保产品质量。

随后，他在运营好自家企业店铺的同时，帮助
日本企业运营线上店铺，高峰期同时运营 300余家
网店。经过多年打磨，林俊生积累了丰富的跨境电
商经验，把跨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打造产业生态链

2021年 1月，林俊生精心筹备的海狮数智中心
落地福州高新区，总使用面积达31000平方米，是集
跨境运营、科技孵化、产品资源、平台对接、数据化
服务、办公配套、人才输送为一体的综合性、数字
化、国际型“互联网+”跨境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跨境
电商一站式解决，成为企业、初创者及在校大学生
的理想创业平台。

“我们的初心是把业内创客聚到一起，将电商这
块蛋糕做大，跨境电商所需的平台、经验、海外仓、分
销系统等，这里一应俱全。”林俊生在这栋楼里打造
跨境电商产业生态链，助力闽商品牌扬帆出海。

打造跨境出海“航母”

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正式生效，15个成员国均承诺降低关税、开放市场、
减少标准壁垒，这对于国内外贸企业和跨境电商从
业者而言，重大利好。

林俊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策带来的新机遇，
2021年 12月 31日，由海狮集团投资运营的海丝跨
境新零售产业园在海狮数智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他将RCEP成员国所使用的电商平台融入海跨园，
通过整合全球优秀闽商资源，利用互联网新技术，
打造“跨境电商、供应链、品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联盟+海外仓新零售本土化”三位一体的全球化商
业营销网络，带动国内优势产品一键出海，海外资
源一键回归的双循环。

“今年，我们将把跨境电商服务链延伸至各市
县，通过建立实践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县域群
众也能从事跨境电商工作。”林俊生说。

（来源：尤溪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王琨）

4月 8日，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峡人力）在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举行换届改选相关会议。海峡人力董事
长游诚志主持会议，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管
和律师代表等出席会议。

会议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先后选举（聘任）第
三届董事、监事、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领导
班子，圆满完成相关换届工作（如图）。

新当选人员作表态发言，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恪尽职守、勤奋工作，凝心聚力开创海峡人
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吴小颖副董事长提出“三个希望”，一要提升
政治站位谋发展，二要突出改革创新创发展，三
要强化人才队伍促发展 。

最后，游诚志董事长提出“五点要求”，一是
筑牢政治责任，二是严守纪律规定，三是形成工
作合力，四是锻造过硬队伍，五是奋力实现跨越
发展。紧紧围绕登陆更高级别资本市场，在优化
商业模式、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等方面大胆试、大
胆闯，不断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更快更稳更
加扎实地做大做优做强海峡人力，展现新担当，
作出新贡献。

（通讯员 蒋凌颖）

陈万龙陈万龙（（左一左一））倾囊相授仙游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倾囊相授仙游青瓷传统烧制技艺

寻千年瓷韵 铸纯粹匠心
——记仙游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传承人、国家一级技师陈万龙

创新创业

助力闽商品牌扬帆出海
——记福建海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俊生

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换届改选完成

台胞风采台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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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三明市清流县赖坊镇樱花基地负责人简文通

“我种了一辈子樱花，将近 70
岁时还到清流创业，因为我对自己
的樱花种植技术有信心，也发自内
心喜欢清流这个地方，想为好山好
水添一份自己的贡献。”今年 76岁
的台商简文通步履矫健地走在樱
花园中，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

1979年，老简跟随旅游团第一
次从台湾来到大陆，就深深眷念脚
下这片土地。这之后，每隔一段时
间，老简都要到祖国各地走走看
看，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用眼睛，记录着祖国从改革开
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到现在的繁荣
昌盛，尤为荣幸。”

老简在台湾新北市拥有一片
200亩左右的樱花园，亭台轩榭，水
巷小桥，最大的樱花树有将近60年
树龄、70多厘米粗。“在台湾，赏樱
是一种习俗，樱花种类多，种植培
育历史悠久。”与樱花羁绊了 30年
的简文通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
在清流拥有一片2000亩的樱花园。

2011年，简文通认识了前往台
湾参加“马氏宗亲”联谊会的清流
人马一坤，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
欢。2012年，马一坤邀请简文通来
三明参加林博会，见面后，二人萌
生在清流建设一座樱花园的构想，
随即走遍清流各地寻找合适的场
地。因惠台的好政策加之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老简成立了东方龙
（清流）樱花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樱
花园顺利落户赖坊镇姚家村。

“清流县与新北市同处北纬25°
上下，水土、饮食、气候相差无几，而
且这里的每个人都很热情，我决定
留下。”老简说，“土地租赁的合约一
签就是50年，我要在清流扎根了。”

老简每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在清流，四五个月的时间在新北。
只要在清流，他都坚持“沉浸式”管
理方式，每天清晨5点起床，安排好
工人一天的工作后就到处走走
看看。十年间，他将一棵棵樱花
树种满山野，嫁接、浇水、防治、
剪枝……让荒山变成樱花山，成
为春天里清流最惊艳的美景。

“刚到这里时，山上都是杂树
和杂草，樱花种下去长不大，因为
土地太‘瘦’了。”老简说，他用自
己的办法把土地养“肥”，之后将
台湾带来的“红粉佳人”樱花品种
带到本地，“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
种植樱花，同样是红粉佳人品种，
种出来的花朵更鲜艳，花量多
20%～30%，长势好，病虫害也很
少。”老简欣喜地说道，基地卖出
的樱花苗也获得极大好评，目前
全国各地的“红粉佳人”大都出自
赖坊樱花基地。

2018年开始，老简的樱花园
由于花色艳、花量大且花开连片
如海，尤其是当地大力推荐，在园
中举办了各种樱花节活动，每年
一到三四月份，“福建樱花海”都
会登上热搜，吸引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赏花。

为延长观赏期，增加游客体
验感，老简在尝试改良更多新品
种的同时，新修建一条 10公里的
樱花大道，“每年都在学习、经历，
每年的想法都不一样。”种樱花不
能止步于成活、开花，要不断改良
出新品种新花色迎合大众审美，
且布置园区就像构画一幅山水
画，哪里放一座亭台，哪里建一条
小道，都会影响整体美感。“现在

的新品种是雾社樱，过几年再来
樱花园会看到一片如雪的景观。”
老简说。

樱花种植时间越久越好看，
带来的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每
年 4月中旬，大量樱花种子成熟，
一部分用来育苗售卖，一部分可
制作成蜜饯食用，不仅如此，樱花
酒、樱花蜜，这些由樱花为原材料
制成的食物、产品正逐渐形成一
条产业链。同时，每年有几百斤
落樱、落叶重回土地，一年年覆盖
形成有机肥，滋养大地。

严冬过后，人们最期待的就是
出门踏春赏花。如今，赖坊樱花基
地共有18个品种30多万株樱花，
不仅在周边县市享有盛名，许多外
省游客每年都会慕名前来，去年花
期，游客总数达11万人次。

“以往每年都会有很多好友
到新北家中的樱花园赏樱，现在
我都邀请他们到清流来。”老简笑
着说，“来清流后我就不想回去，
只要在园区，我会找到各种各样
的事情做，与花相伴的日子不觉
无趣。清流不仅是我的第二故
乡，更是干事创业、生活幸福充实
的好地方。”

（来源：清流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彭程 吴火招）

以梦为马醉晚霞

简文通查看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