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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地處福建省中部，是連接珠三角、
長三角的重要節點，是對接沿海、輻射內陸的
重要區域，全市總面積2.29萬平方公里，人口
273 萬，其中客家人口近 200 萬，佔全市總人
口的四分之三。

客家民系的發祥地
「北有大槐樹，南有石壁村」。一千多年

前，由於戰亂等原因，大量中原漢人離開故土
，輾轉遷徙到閩粵贛邊界地區。三明市寧化縣

的石壁成為客家大遷徙的中轉站和重要集散地
，為整個客家民系的誕生和客家文化的形成作
出了重要貢獻。海內外客家人大多數與三明地
域有血緣文緣關係，三明被譽為客家歷史上最
重要的 「客家總祖地」。

據歷史考據，客家先民在五洲四海播衍了
客家後裔，全世界客家人口逾一億之多。全球
大多數客屬跟三明地域尤其與寧化有宗親血緣
關係。

客家祖地生態發展
三明，山水秀麗、物華天寶，呈現勃勃生

機，彰顯獨特優勢，極具發展潛力。三明森林
覆蓋率達 76.8%，是中國最綠省份的最綠城市
之一，被譽為 「綠色寶庫」，並擁有全國唯一
的海峽兩岸現代林業合作實驗區和全國集體林
區改革試驗區；礦產資源也多達79種，煤、鎢
、錳、鐵、稀土等儲量十分豐富；旅遊資源更
是獨特，擁有泰寧世界自然遺產、泰寧世界地
質公園和49個國家級旅遊品牌。

三明產業基礎扎實，是閩省的新型工業基
地。在提升老工業基地傳統產業與發展新型工

業有機結合的發展戰略中，三明重點打造汽車
及零部件、金屬新材料、氟化工、稀土開發應
用、生物醫藥及生物產業、文化創意、家具家
居、綠色食品、茶等九大產業鏈。

海西三明生態工貿區，是福建省乃至全國
唯一以 「生態」冠名的產業發展區，自2011年
11月獲批以來，累計完成重點項目投資386億
元，中國重汽海西汽車等一批重大項目落戶園
區並建成投產。2012年確保新增開發面積8000
畝以上，新增入園企業 60 家以上，新增產值
158億元以上；到2015年，生態工貿區將實現
地區生產總值 1000 億元以上，2020 年達 2000
億元以上，到2030年功能定位全面實現。

數千鄉親將齊聚盛會
眾多海內外客家人循着祖輩留下的足迹，

走進有着 「北有大槐樹，南有石壁村」美譽的
三明寧化石壁。自1995年建成由全國政協副主
席葉選平題匾 「客家公祠」以來，寧化石壁已
連續舉辦十七屆世界客屬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有 25 個國家和地區的 30 餘萬客家鄉親前來尋
根祭祖，探親訪友、旅遊觀光、投資興業。石
壁已成為世界客家人的總家廟和朝聖中心，成
為展示、傳承客家文化的物化象徵符號和世界
客家人祭祖朝聖的重要場所，由此奠定了三明
在客家世界中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

本屆以 「根繫祖地、客聚三明」為主題世
客會將邀請包括世界客屬總會主席、中國國民
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等在內海內外重要客屬社團
首領、世界客家文化研究知名人士參會。屆時
，共有來自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數千
名的客屬鄉親齊聚三明。

據了解，全國人大原常委、香港金利來集
團董事局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
席曾憲梓已應聘榮任三明市客家聯誼會名譽
會長，還慷慨解囊捐資100 萬元港幣支持三明
辦會。

第18屆石壁客家祖地祭祖
大典 三明石壁作為世界客家人公
認的祖籍地和客家文化的發祥地，形
成了最原始的客家話，流傳最古樸的
客家民間藝術、服飾、山歌、戲曲，
並延續着最早的客家禮俗。三明市本
着把客家祖地紀念活動打造成第 25
屆世客會的一大感動點和歷屆世客會
的難忘歷程的初衷，從優化儀式流程
、致力挖掘感動點、營造濃厚祭祀氛
圍等方面入手，讓每位嘉賓在客家祖
地，在繽紛多彩的客家民俗中，體驗
獨一無二的祖地紀念之旅。

靈台山客家文化園朝聖活動
朝覲海內外客家人 「保護神」的靈台
山客家朝聖之旅同樣值得期待。在這
裡，不僅可以一睹歷史上被朝廷賜封

、雄偉大氣的 「定光古佛」，還可以
一品 「客家添燈、拈香祈福、祖山拔
龍」等活動的獨特韻味。

獨具本土味客家味的開、閉
幕式文藝晚會 央視導演組挖掘三
明本地最具原始性、傳唱性、代表性
的原生態客家歌曲，篩選最能產生和
諧共鳴的曲調、韻律作為開幕式文藝
晚會的音樂素材，選取具有三明本地
特色的民間藝術表現形式，在音樂、
表演規模上進行創新編排，全面展示
三明客家人的好客與熱情，從音樂中
感受鄉音，從舞蹈中品味鄉情，還特
地將沙縣肩膀戲、梅列板櫈龍、泰寧
橋燈、安貞旌鼓等 「土味十足」的節
目以及客家祝酒歌等妙趣橫生的節目
搬上世客舞台。

被譽為 「客家人的奧運會」 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是目前
世界上聯繫最廣、影響最大的華人盛會之一。世界客屬第25
屆懇親大會（下稱世客會）即將在三明隆重開幕，隨着大幕開
啟臨近，全球的客家人都將目光聚焦到這片濃郁着客家風味的
客家祖地。作為世界客家祖地的三明，更是集全市之智、舉全
市之力以赴。屆時，一次懇親聯誼、共謀發展、獨具特色、熱
烈隆重的盛會，將為世界客屬鄉親獻上最具客家特色的 「饕餮
大餐」 。 本報記者 邢小敏

祖地特色 韻味十足

圖為客家祖地，第25屆世客會紀念活
動舉辦場所之一

▲美麗的客家祖地——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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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市環澳船舶發展有限公司
是寧德市船舶修造重點企業，是福
建省經貿委評審並認可，符合國家
科工委《船舶生產企業生產條件基
本要求》規定的二級一類鋼質船舶
生產公司，同時，獲得中國船級社
「質量管理體系認證證書」 。被福
建省口岸與海防辦批准為 「寧德白
馬港外輪維修定點企業家」 ，現為
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中國造船
工程協會、福建省造船工程學會、
福建省船舶工業行業和福安市船舶
工業行業會員單位。

環澳船舶公司位於福建寧德市三都澳白馬港西
畔，這是國家一類開放口岸，距福寧高速公路下
白石互通口1000米，與溫福鐵路福安客貨運站近在
咫尺。海上通航：南距台灣基隆 160 海里，香港
513 海里；北距上海 400 海里，陸海交通便捷。廠
區前沿港闊水深、風平浪靜，是天然避風良港。

環澳船舶公司創建於1993年，主營：船舶修、
造、改裝、拆解；兼營船舶及船舶材料銷售，代理
商品技術的進出口。廠區面積 5.8 萬平方米，現有
1.5萬噸級船塢一座，6000噸級半塢式船台1座，萬
噸級船舶舾裝碼頭1座。

目前，正在續建 5 萬噸級乾船塢和 5 萬噸級船
台各1座及生產線相應的數控車間、分段製造車間

，並配套大型龍門吊等工程項目，從而擴大生產線
規模，列入福安市定位 「全省四大造船基地之一」
的發展格局。

今年，公司正在建造的是3萬噸散貨輪、萬噸
級自航駁船、3600 立方的 LPG 液化氣專用船、
4000PS三用拖輪多艘、5000噸級化學品油輪和海上
工程施工作業船。

在造船業處於低谷的形勢下，環澳船舶有限公
司不斷探索發展方向，發揮潛在能力，不僅完善實
現了年修造生產線能力達到30萬載重噸功能基礎條
件，向年產值3億元人民幣目標邁進。目前，公司
還繼續實施第二期建設項目，投資1億元人民幣，
規劃建設 4 萬噸級滑道船台 1 座，分段台 2 座，建
設2萬噸級固定式船舶舾裝碼頭裝1座，3000平方
米噴塗車間1座，項目預計3年完成。

公司董事長鄭祖華表示，公司堅持秉承 「科學
管理，質量第一」的管理模式，努力打造出高質量
，高水平先進船舶，以誠信經營，服務至上的承諾
，竭誠為國內外船業界提供良好的服務。

千年歷史名茶
早在2000年前的西漢時期，茉莉花就隨印度的

佛教傳入福州，並開始廣泛種植。到北宋時，福州
已成為中國的茉莉之都。由於當時中醫學對香氣和
茶保健作用的充分認識，興起香茶熱潮，而茉莉則
被發現有安神、解鬱、和中、下氣的功效，茉莉花
茶因此在福州誕生，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到
清朝咸豐年間，由於慈禧太后對茉莉花有特殊的偏
愛，福州茉莉花茶漸成朝廷貢茶。到上世紀三十年
代，福州茉莉花茶生產年加工總量達7500噸，暢銷
歐、美和南洋，成為中國銷量最大的茶葉品種，福
州倉前山的泛船浦，也因此成為世界最大的茶葉港
口。福州茉莉花茶在世界茶葉貿易中佔據了突出地
位。

新中國成立後，福州茉莉花茶始終是國家外交
部指定的外交接待禮茶。1972年，毛澤東主席在書
房接待美國尼克松總統時，喝的就是福州茉莉花茶
。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福州的茉莉花種植面積增
加到10萬畝以上，花茶加工廠達近千家，福州茉莉
花茶年加工量接近8萬噸。在《中國名茶錄》裡，
福州茉莉花茶被列為茉莉花茶類唯一的中國歷史名
茶。

傳承保護發展
近年來，福州市委市政府及農業、商貿等主管

部門，十分重視福州茉莉花茶製作技藝的傳承，和
對這一世界級品牌的保護與發展，着手從地理標誌
、產業聯盟、品牌運作、整體宣傳等方面提升產業
整體水平。經過多年努力，2008年1月，國家工商
總局商標局對福州茉莉花茶核發了地理標誌證明商
標；2009年9月，國家質檢總局通過了對福州茉莉
花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同年11月，農業部也通過
了對福州茉莉花茶實施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保護；

在2011中國茶葉區域公用品牌價值評估中，福州茉
莉花茶品牌價值 18.27 億元，位列十強。春倫、滿
堂香、閩榕、福民等四家福州花茶企業進入中國茶
葉百強前列；2010年，福州茉莉花茶產業聯盟成為
全國農產品加工示範基地；春倫集團成為全國農產
品加工研發茶葉專業分中心，敖峰閩榕公司成為全
國農產品加工示範企業。與此同時，福州市十分重
視對茉莉花茶製作技藝的傳承，2010年舉辦首屆茉
莉花茶傳承大師賽，評選出陳成忠、傅天甫等六名
傳承大師和九名傳承人。

如今，福州茉莉花茶已成為中西交流的友好使
者。2011 年 10 月，世界茉莉花茶原產地大會在福
州召開，國際茶葉委員會主席邁克‧奔斯頓攜手美
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及歐盟、澳洲、非洲等
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茶葉協會主席出席大會。當這
些世界茶葉組織的領導者走在泛船浦福州茉莉花茶
一條街上，品嘗着鮮靈美味的福州茉莉花茶，再深
入生產線親眼看到茉莉花茶無以倫比的製作工藝後
，無不豎起大拇指，稱讚福州茉莉花茶是 「中國春
天的味道」，是世界上最高貴的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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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facb.net.cn 郵箱：huan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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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澳船舶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鄭祖華

7.5萬噸級香港籍 「阿波羅金凱」 號液化氣輪在泊修

國際茶葉委員會主席邁克‧奔斯頓（右
）向福州市長楊益民授牌 （史兵攝）

福建春倫集團的採茶女正在有機茶園採茶（春倫供圖）

上月在福州舉行的2012世界茉莉花茶文化鼓嶺論壇大會上，國際茶葉
委員會授予福州茉莉花茶 「世界名茶」 的稱號，並由國際茶葉委員會主席
邁克‧奔斯頓向福州市長楊益民授牌。幾百年來享譽世界的福州茉莉花茶
，終於在今天戴上了 「世界名茶」 的桂冠。 圖文：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