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美集影视文创园（图源：集美集影视文创园微信公众号）

开闽第一

作为软件信息企业投

资兴业的“沃土”，软件园三

期形成规模效应，截至

2022 年 4 月，注册企业数达

6798 家，金砖未来创新园

落地生根，杏林湾基金聚集

区基金管理规模超千亿元。

集美正以一流的营商环境

“筑巢引凤”，全力打造创新

创业的良好发展环境。不仅

有高校科研项目吸引着人

才前来，更有人才服务等政

策，为侨青在追梦路上横扫

“路障”。

集美不仅有掩盖不住

的侨乡英气，更是越来越多

侨青们的筑梦之地。以侨青

为主的交流合作和经验分

享会定期举行，政府更是注

重人才服务理念，经常征集

侨青的需求，给予多方面创

业帮助，让侨青充分地感受

到回家的归属感、在家的安

全感、为家的自豪感。集美

正在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

城区，并开展“扬帆计划、引

才进企”“青年人才之夜”等

一系列青年活动，同时打造

青年文化空间、青年人才驿

站、校友服务站等，不仅提

升侨青在集美的幸福感，更

能实现侨青和其他集美青

年的融合发展。

2021 年 12 月，集美区

结合“十四五”影视产业发

展规划，制定出台《集美区

进一步促进影视产业发展

的若干规定》。政策分为三

章十九条 15 款，鼓励影视

企业实体落地、加强影视

拍摄配套产业扶持、鼓励

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平台

及产业园区开展招商工作

和加强两岸影视产业合作

交流。影视产业政策的修

订出台有助于加快完善集

美区影视配套，促进影视

产业聚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集美区累计注册影视及影

视相关企业 800 余家（含

个人独资企业、工作室)，

其中 2021 年新增企业 128

家，新增产值 22.38 亿元。

未来，集美将牢牢把握新

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按照

“一轴两翼”进行空间布

局，整合提升辖区资源，推

动影视产业聚集发展，形

成规模化、集群化、专业化

发展的良性态势，重构建

影视产业链，推动影视产

业集聚发展。

多年来，集美紧抓“岛

外大发展”的战略机遇，对

标国家一流城市，营造创新

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这里

不仅有优美的城市环境，更

有优质的产业生态、便利的

投资环境———“高素质高颜

值”的集美，逐渐成为众多

企业家青睐的投资热土。

集美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批示转化为对

标一流、奋勇争先的不竭动

力，通过精准滴灌和“保姆

式”惠企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难题，以政策扶持助力

企业引才留才，营造有利于

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

新环境，相信未来将有更多

国内外知名企业在集美孕

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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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提升本岛、跨岛

发展”的重大战略，集美区在

2010 年正式启动集美新城

的建设，打响岛外新城建设

的“第一炮”。12 年间，集美新

城着力搭建城市框架、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成为了岛外

首个常住人口突破百万的行

政区域，其中青年占比超过

了 45%。集美的变化不仅仅

是交通便利了、高楼变多了，

更在于它为广大青年提供了

更好更优质的营商环境，软

件园三期、杏林湾商务营运

中心等产业载体的建成，吸

引了更多华侨青年入驻，不

仅提升集美产业多元化、带

“响应‘健康中国’建

设，传承嘉庚精神，是我一

生使命！”常年往返于厦门、

新西兰归侨卢绍基如是说

道。忆起回国经历，卢绍基

说道：“上世纪 90 年代，国

内的农业发展相对落后，我

在新西兰、澳洲、日本等农

业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学到

了不少知识和技术，就想把

它们带回祖国，为祖国的发

展贡献力量。”回国后，卢绍

基曾考察了福州、江西、云

南等多个省市，最终于 2010

年将产业落地厦门集美。

“厦门是前沿城市，和

国际接轨程度高，产业落地

厦门，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

发展机会。”卢绍基说：“同

时，作为新一代华侨，我深

受集美华侨因素和嘉庚因

素的影响，全心全力支持家

乡建设的思想一直刻在我

们的骨子里。”

“来到集美投资是一种

渊源，也是一种运气”。据吕

奋勇回忆，当时决定要回国

投资创业的时候，他从深圳

到东莞再到泉州老家，一路

考察下来最终还是决定落

户在厦门集美。

关于选址集美，吕奋勇

表示离不开集美良好营商

环境这个巨大的优势，作为

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在

技术创新上要不断的更新，

集美的政策能够针对技术

创新做出补助，特别是集美

有着众多的产学院和高校，

包括中科院所，能够助力企

业更好的创新和发展，有着

非常好的科研优势。

“身处海外的侨二代甚至

侨三代们，应该要对民族大义

精神有更深的体会才是”，对

于嘉庚精神的传承吕奋勇以

身作则，在使命传承中感悟与

成长，希望新一代的青少年

和身处海外的侨胞们能够

深入了解嘉庚事迹，将嘉庚

精神厚植于心，代代相传。

蔡罗莎出生于菲律

宾，上世纪七十年代移居

香港，改革开放后，她率先

回国创业。蔡罗莎称，厦门

集美是她的创业之地，也

是陈嘉庚先生的故里，嘉

庚先生一生艰苦创业,一

生倾资兴学。蔡罗莎说：

“在集美打拼多年，我也深

受嘉庚精神影响，嘉庚精

神一直指引着我，不要忘

根忘本。”因此，2000 年后，

蔡罗莎把企业移交给子女

经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

公益事业。

从 2016 年起，蔡罗莎

有了一个新身份：厦门市海

丝慈善会创会会长。蔡罗莎

表示，成立该协会的目的，

就是在传承嘉庚精神的基

础上，将海丝沿线国家的爱

心人士联系起来，为厦门慈

善事业注入新力量。近年

来，在蔡罗莎的召集和带动

下，海丝慈善会在海内外开

展应急赈灾、扶贫济困、捐

资助学等爱心活动超过 90

项，且通过集美侨促会的力

量，扩大到旅菲华侨等海外

华人社团的资源，形成一支

爱心团队，出资帮助大学生

顺利毕业。

从创业到贡献，这就是

嘉庚精神所在，也是这块土

地精髓之在。蔡罗莎说：”我

希望继续以我的绵薄之力，

为集美继续带来魅力。”

叶沛翎第一次来到集

美就感觉到格外的亲切，和

老挝相似的气候条件让他

很快就适应了这里，更为集

美的建筑、美食、文化所深

深吸引。平日里，叶沛翎总

喜欢拍下集美的美景、美食

与家人分享，“我很期盼哪

天他们也能来到集美看看，

在集美学村感受嘉庚精神，

观看龙舟比赛体验风俗文

化，漫步集美大社探寻百年

老建筑……”叶沛翎说，自

己已将集美视为自己的“第

集美是爱国华侨陈嘉庚

先生的故乡，而板桥则是他

夫人张宝果出生长大的地

方。1894 年同嘉庚先生结为

连理后，张宝果一直秉承着

孝顺长辈、乐善好施的优秀

品德，始终坚定地支持嘉庚

先生倾资救国、兴办学堂。她

既成就了嘉庚先生的事业，

也时刻教导着子女践行嘉庚

先生“诚毅”的原则，可谓将

张氏家训中的孝、仁、义体现

得淋漓尽致。人杰地灵的板

桥，除了张宝果，还涌现出了

众多其他知名人物，如抗日

名将张圣才、华侨名人张家

两、国家级工程师张武辇，以

及张子杰、张顺团、张群发等

一大批海外知名侨领。

他们或捐资建设小学，

或出力修建祖庙，在各方各

面劳心费力，时刻关注故乡

的公益事业，共同发扬张氏

家风家训的优良传统文化。

除了兴旺的人丁，板桥

人还遍布四海。明清时期，

就有许多板桥居民迁居海

外。他们在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相继

留下足迹，建立板桥儒林张

氏公会、板桥宗亲联谊会等

团体，供海外板桥居民相

聚。随着板桥张氏家族的不

断壮大，现今张氏宗祠已成

为侨胞、台胞重要祖籍地和

对外交流的重要基地。

回国后的林承瑜选择

回到厦门集美，回到这个熟

悉的环境。“集美在我个人

心目中是最具文化底蕴的

一个地方，极具嘉庚风格的

建筑随处可见，非常有特

色，是我理想的家。”林承瑜

经常与外地朋友及合作伙

伴介绍起集美，这是他熟悉

的成长环境，也是他引以为

傲的新家园。“集美城区每

年一个大变化，每次都有更

新的发现，更好的场景”。

短短几年时间，集美新

城旧貌换新颜，以实际行动

书写了跨岛发展的“集美速

度”。林承瑜感慨于集美新

城的巨变，在为新城建设高

速发展感到欣喜的同时也

不忘根植于心的嘉庚精神、

集美文化。“对于我们留学

生来说，嘉庚精神是我们熟

记于心的集美文化，尤其当

我们身处海外，对‘学有所

成报效祖国’的意识和决心

更加强烈”，林承瑜说。

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标杆，引领着林承瑜在创业

的过程中孜孜不倦、坚定信

念，最终克服重重困难，走

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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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

先生的故乡。百年来，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

核心的嘉庚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以嘉庚精神为

内核、以华侨文化、闽南文化、学村文化为特质人文

基因成为城市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新时代新征程路

上发扬光大。

受“一精神三文化”的感召，众多华侨华人满腹桑

梓情怀，回乡投资，在传承与改革中砥砺前行，共建美

丽集美。集美区成为海外侨商回乡兴业的高地、回乡

创业的沃土。

本期以侨眼看集美为题，带领读者朋友们品读嘉

庚精神传承故事，感受集美侨乡新风貌。

陈氏十一世祖陈文瑞

在青年时为官，一生清廉刚

正不阿，在衣锦还乡时被赐

予“尊亲堂”牌匾。到了十二

世祖陈戴义，忠孝节义逐渐

彰显。在顺治十五年五月，

陈戴义跟随郑成功北伐，英

勇作战的他无畏敌人，最终

在激烈艰难的战争中光荣

牺牲。

而后第二年九月，应郑

家军因中敌方圈套选择撤

兵退回，但陈戴义的遗骸却

没能跟着回到家乡。儿子陈

元伦得知后便只身前往江

苏一带，决心要找回父亲的

遗骸，带父亲“回家”。尽管

最终事情没能如愿，但陈氏

家族的忠孝精神却被永远

流传下来。

到了十九世祖，便是我

们熟悉的陈嘉庚先生。“事

业上该花的钱，千万元都要

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

文也要省。”陈嘉庚先生一

生克己节俭，不抽烟、不喝

酒、不进餐馆，他的一件破

棉背心从抗战时期穿到新

中国成立后，一双皮鞋补过

三次。尽管陈嘉庚先生在生

活上勤俭节约，但在面对公

益事业时，他却说：“金钱如

化肥，散播出去才有意义”。

古人说“爱子，教之以义

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

之也”，陈氏家族家教在于言

传身教，重视对后辈进行品

德教育和人格培养，从而树

立影响深远、历久弥新的陈

氏家风，影响着越来越多人。

“吾家王氏，首重孝悌。”

在珩山王氏祖训中，“孝悌”

被排在首位，圣菓院内的明

代石碑就记载了珩山孝文

化的由来。先祖西隐公于

1330 年间重修珩山圣菓

院，并于丁酉年在院西建造

珩山王氏开基祖庙，落成于

1358 年春正月。

1542 年，家君西轩公立

下族规：每年重阳僧备全牲

馐筵祭始祖并燕欸本族子

姪。至此，圣菓院重阳祭祖、

敬老食公的习俗即成定制，

至今已有四百八十多年。

“在马来西亚也有一座

圣菓院，是当年珩山族人播

迁出去时建造的，习俗与家

乡完全一样。”据珩

山圣菓院管委会工

作人介绍，圣菓院桥

早在古时就已神联

海峡两岸及东南亚

地区。随着时代的不

断发展，“过桥食公”的传统

习俗也在不断演进。珩山华

侨联谊理事会（十一届）在王

聪明会长的积极推动改革

后，于每年的九月初九设“千

叟宴”、九月初十设“千妪

宴”，公益宴请全族成为“公”

和“嬷”以及达到退休年龄的

全体老人。在宴席上，会进行

形式丰富的文艺表演，表彰

尊老敬贤的好人好事，并给

高龄老人及金婚、银婚老人

发慰问金贺仪，气氛热烈浓

厚，将珩山人敬老爱老的孝

道文化发扬光大。

孙氏家训有云：读书为

先，勤俭为本，严以律己，宽

以待人，行善积德，造福桑

梓。集美乐安孙氏族人中最

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嘉庚

之母孙秀妹以“教子读书，

治家勤俭 ”的家规家训全

心倾注于陈嘉庚的抚养教

育，最终造就了嘉庚先生

一生忠公、勤俭、守信、诚

毅的崇高品格。在孙厝二

房角孙秀妹故居内，大厅

佛龛两侧有幅描金楹联：

“教子读书无致临时搁笔，

治家勤俭勿使开口告人。”

虽有些斑驳掉漆，但仍熠

熠生辉，孙秀妹家训对于

后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

要的时代价值。

乐继嘉庚兴义举，安学

孙炳炎传嘉德。继陈嘉庚和

孙炳炎之后，孙厝孙氏还出

现了孙周源、孙天宝、孙生

最、孙抛狮、孙君法等一批

海内外族亲兴学助教、扶贫

助困，为孙厝文化教育事业

倾注心力、惠泽乡里。

兑山是集美区最古老

的村镇之一，村里超过四分

之三的人都是李氏后裔。

“兑山李”的开基祖是李仲

文。李仲文即唐高祖李渊的

第 20 个儿子李元祥的后

裔。几百年来，兑山虽然历

经了多次战乱、瘟疫、灾荒

等的冲击，但修谱、祭祖活

动一直还保留着。

台湾芦洲李宅的所有

建材、桩木等建造材料都是

从福建一路运到台湾，且在

建筑里刻上了从集美传来

的李氏祖训：道德和清廉。

现在，李氏祠堂成了海

内外“兑山李”后裔寻亲谒

祖之地。随着两岸交流日趋

密切，两岸李氏间的往来也

日渐热络。1989 年，台湾李

氏宗亲 300 多人来到兑山

谒祖认亲，捐资重修宗祠。

近年来，还有不少台湾宗亲

集资捐助原乡公益事业。而

厦门李氏宗亲也多次组团

前往台湾探亲访友，畅叙两

岸情。

忆起当时回到集美的心

情，强烈的归属感和熟悉度

让陈进贤心生暖意和欢喜。

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便激发

了他的创业斗志和回馈家乡

的决心。“祖国强大了，华侨

华人在海外才能获得更多的

尊重。”陈进贤在海外生活多

年之后，更加认同陈嘉庚先

生的这一观点。“把慈善事业

做到极致，从建立自我到追

求无我，陈嘉庚先生的人格

魅力深深引领着我。”

受到嘉庚精神的感召，

陈进贤也在为慈善事业尽自

己的一份力：为校友总会大

楼的建设捐助资金、为集美

中学的百年校庆设计纪念徽

章，加入集美侨基会并每年

组织举办奖学助学助贫等公

益项目……善行温暖人间，

善举彰显担当。一幢幢大楼，

一份份爱心，不仅代表着新

时代的精神传承，更凝聚着

华侨华人的拳拳赤子心。

集美陈氏：传承优秀家风践行嘉庚精神

陈新杰参加公益活动（受访者供图）

珩山王氏：盛世修谱，让孝文化永续相传

孙厝孙氏：诚毅兼修，乐安家国

兑山李氏：源自唐高祖连接两岸乡情

板桥张氏：板固千秋，桥通四海

张氏宗祠（采访拍摄）2017 年 6月 14日 台湾张氏宗亲会应邀出席海峡论坛暨板桥省

亲交流（集美区板桥智门院管委会供图）

侨青林承瑜：走上回家路，让集美热土“活起来”

侨商陈进贤：心传身授，续写新时代嘉庚精神新篇章

老挝侨生叶沛翎：集美是侨青心中的理想之城

二故乡”。

“我特别希望以后能留

在集美发展”，谈及毕业后的

就业方向，叶沛翎回答得十

分笃定。集美正在向青年友

好型城区的方向发展迈进，

作为“侨乡”的集美，正在为

新一代华侨华人学子创造更

多的集美机会，为新青年构

建一座理想之城。叶沛翎在

集美播下希望的“种子”，期

待着未来开花结果。

蔡罗莎：爱心无国界慈善跨四海

吕奋勇：接力传承，让爱国爱乡热情“燃”起来

卢绍基：心怀热忱情系家乡全心全意创新中医药健康体系

青商侨企齐发力，共助集美焕新貌

动集美经济的活跃，也让集

美焕发了更多青春活力。

近年来，集美区在人才

引进和招商引资上也做出

了巨大努力，抓住地缘优势

和人文特色，着力建设“青

年发展友好型城区”，旨在

提高集美对青年人才发展

的承载力和吸引力，让青年

人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

与城市发展进步同向发力。

集美历来注重为投资经营

者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

创业氛围，提供到资奖励、

引资奖励、增资与并购补助

等，同时也做好人才引进之

后的住房、子女就学、医疗

保障等，消除创业者的后顾

之忧。集美有许多深爱集美

的年轻侨商，对于他们来

说，这里承载着他们的成长

和生活，给予了他们展示的

平台和机会。同样地，他们

也是集美侨乡名扬海外和

嘉庚精神承上启下的忠实

代言人。

振奋精神大干一场，侨来侨往都是一家

塔斯曼的园区

蓝保（厦门）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采访拍摄）

三达膜创始人蓝伟光回

国后毅然选择在集美创业

杏林湾商务运营中心（图源：网络）

激发文化活力，打造全域影城

侨“创”科技共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