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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扬 林来金） 日前，脱贫户枇杷低温气象
指数保险在全省率先落地云霄。云霄县农业农村局与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霄支公司签订协议，保
险范围涵盖火田、陈岱、下河等 5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乡镇的 863.39 亩枇杷种植林，保险赔付总额达 260 万元，
辖区 467户枇杷种植脱贫户可受益。

云霄是中国优质枇杷基地重点县，枇杷产业是该县
富农特色优势产业之一。然而，枇杷种植易受极端天气
等因素影响，加之脱贫户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在扩大
种植规模、发展产业致富方面存在后顾之忧。为此，云霄
县创新实施脱贫户枇杷低温气象指数保险，积极发挥现
代保险服务业在防止返贫工作中的功能，为从事枇杷种
植的脱贫户减少损失、增强信心，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上好保险。

脱贫户枇杷低温气象指数
保险落地云霄

本报讯（薛敏灵 王启航） 近日，华能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整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实现全
容量并网。

该项目装机容量 10.27 兆瓦，包含电力管廊光伏、厂
区光伏两个子项目，其中，厂区光伏项目已率先完成并
网，累计发电量约 5 万千瓦时。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节约
标准煤 3691.78 吨，减少烟尘排放量 0.39 吨、二氧化碳排
放量 10074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94 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2.17吨。

华能古雷分布式光伏项目
一期工程实现全容量并网

本报讯（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许小燕 文/图） 近
日，由威驰腾（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和福建中科云杉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适用于数字化智慧港口的无人
驾驶牵引车正式下线，将从漳州开发区扬帆出海，发往
大连港。

本次将交付大连港的共有 19 辆无驾驶舱智慧重卡，
是目前全世界交付的最大单量。

据悉，该款车型于 2020年 4月在漳州落地测试，是福
建自主研发的首台无驾驶舱智慧重卡。同年 11月，3辆由
威驰腾和中科云杉自主研发的第一代无驾驶舱智慧重卡
亮相深圳妈港智慧港，经近两年的服务，有力推动了深圳
5G智能化港口建设。

全球最大单量
无驾驶舱智慧重卡下线交付

本报讯（林惠卿 金启勇） 日前，装载着 1040 件风
力发电塔及支架的中国香港籍船舶“明勤”轮，在漳州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监护下，顺利驶出招银码头开往智利
安加莫斯。这是漳州市首次向南美洲出口风力发电设备。

据介绍，该轮装载的风力发电塔及支架，是福建福船
一帆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接的德国风机制造商
Enercon GmbH 公司的外贸订单，该设备将用于服务南
美洲最大风力发电项目——智利Horizonte 项目，项目总
投资 7亿美元，设备总市场值约为 500万欧元。

南美最大风力发电项目
漳浦造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近日，漳州食品产销对接
“手拉手”活动举办。

活动以“三品消费季”暨“全闽乐购·万企百日惠福
品”为主题，采用现场推介、现场交流的方式，助力 35 家
食品生产企业和 20 家商贸企业、5 家网络采购平台开展
产销对接，并促成漳州惠工汇福利商城等平台企业与食
品生产企业现场签订意向合作协议合计 2.1亿元。

食品产销对接
“手拉手”活动举办
60家企业平台对接，现场签约2.1亿元

本报讯（郭婉玲 陈璐洁） 近日，漳州市自然资源局
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将于 9 月 29 日公开
拍卖出让 7 宗国有建设用地（包含 5 宗商住用地、2 宗安
置用地），总出让面积约 47.8 万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
约 116.63 万平方米，总起拍价约 24.51 亿元，地块分布于
芗城区、龙文区、漳州高新区。

市区7宗地块
将于9月29日拍卖出让

前些年，一款叫作“泰山仙草蜜”的饮料风靡
海峡两岸。带着香醇清料来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
是否健康、安全，取决于食品企业是否秉承实在的
坚持。林启宏就是把关人。

2007 年，29 岁的林启宏在家族企业——泰山
集团的安排下，从台湾省台北市来到位于台商投
资区的漳州分公司工作。

“当初本来只想过来一段时间，父母也希望我
可以就近在台湾工作，但后面越待越喜欢。”泰山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林启宏说，公司良
好的发展前景给了他很好的施展平台，他逐渐从
行销部高级助理成长为公司的董事长特别助理。

他的父母曾多次来到大陆探亲、旅行，也亲身
感受到他在漳州的发展前景及生活环境，对他留
在漳州的想法也从担心反对逐渐变为理解支持。

“仙草蜜的原料仙草干我们都取自闽北地区，
那里的气候适宜，土壤有点湿润，又不能太湿。我
们定期也会对农户收集土壤重金属报告。”林启宏
说，“实在的坚持，实在的靠山”是刻在泰山集团漳
州工厂一块石碑上的内容，也是泰山集团的企业
文化，他们坚信只有做良心的企业才能够稳如泰
山。

随着在大陆地区的时间渐长，林启宏对祖国
的文化越发好奇和喜爱，工作之余，他开始去其他
省份旅行。

如今，他已走过祖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份。每
到一个城市，他都喜欢去当地的古镇、古街、古建
筑参观，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感受祖
国的地大物博。

自从泰山漳州分公司的党支部成立后，他也
跟随大家一起到红色基地学习观摩；他还热心参
与公益活动，先后资助两名家庭困难的漳籍学生，
让他们点燃学习希望，传递社会正能量。

林启宏
从不想来到不想走

“天乌乌，卜落雨……”在老街上，孩童
用 稚 嫩 的 声 调 ，诵 读 着 闽 南 人 家 喻 户 晓 的
歌谣。

张伟雄从事闽南语配音行业已经有 15个
年头了，闽南语于他，是工作，是朝夕相处的
生活，更是不变的乡音。

“闽南语是闽南人的共同记忆，也是闽南
文化的载体。这门语言的背后，有着很深的学
问。”他说，他在 2007 年便开始接触闽南语电
视剧的译制工作。

在工作中，他发现，漳州的闽南语系有着
“十里一腔调”的特点，全市 4 区、7 个县的口
音都各不相同，大家南腔北调，各有风格。同
时，他也看到了闽南语的困境：“现在，能说一
口地道闽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闽南语的学

习传授多通过长辈对晚辈的口耳相传，口音
畸变、谬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 个 难 题 也 常 常 发 生 在 他 的 工 作 中 ，
关于某个字、某个词如何更加标准地发音，
往往难以有一个较为统一、标准的参考。他
在 查 阅 闽 南 语 书 籍 中 发 现 ，这 些 关 于 闽 南
语的研究大都更侧重于闽南文化的延伸讨
论，或是书中对于闽南语的歌谣、俗语的记
载大都半文不白，而且没有注音和录音。有
注 音 、有 释 义 、可 直 接 作 为 教 材 类 使 用 的 ，
专精于漳州闽南语语言学习的工具书在市
面上基本没有。

“如果有一本功能性的闽南语教材，能够
专门把漳州的闽南语语音、方言字、俗语歌谣
记录下来就好了。”这个想法在张伟雄的脑海

中产生，但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在一次机缘巧
合中，他认识了高然博士。高然是山东人，出
生于漳州，现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研究员。二者的想法一拍即合，如今，高然正
在准备编写少儿闽南语教材。

对这套书籍，前期准备工作高然已经开
展了近 30年。早在漳州三中任教英语时，他就
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钟情于漳州
各地方言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走遍了漳州各
个县城，在田间地头通过和老乡对话的方式，
记录各地的闽南语俗语、方言。

2019 年底，由高然编著、张伟雄策划的首
套以漳州本地发音为基准的教材书籍《闽南
文化与语言文库》系列丛书出版。丛书共计划
出版 20册，包含《漳州闽南语口语》《漳州闽南

语歌谣》等，以漳州市旧城区以及部分龙文区
以及近郊的“漳州腔”为主要发音，以国际音
标标注，并邀请配音演员为教材配音，囊括文
学类、艺文类、词典类、研究类和教学类五大
类，目前已出版 3册。

“希望能为漳州闽南语的普及和学习出
一份力。”张伟雄说，这是他与高然的共同愿
景。2020 年，这本教材正式走进小学课堂，成
为闽南语方言学习的教材。

“通过教材里面的歌谣、俗语、对话，提升
课堂的互动性，让学生多看、多练、多读，加深
了闽南语学习的印象。”漳州市实验小学闽南
语社团课老师陈温静坦言，通过这本教材，学
生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闽南语，对闽南语的
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闽南语于他，是工作是生活更是乡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郑文典

“我在大陆追逐食品梦”
□本报全媒体记者 苏益纯 文/图

食品产业是漳州起步较早的传统优势产业。自2011年获评“中国食品名城”以来，漳州食品产

业规模迅速壮大，已建成罐头食品、速冻保鲜食品、冻干食品、方便食品、休闲食品、蜜饯、果酒酿造

等上百个系列、上千个品种的食品加工基地。

在漳州食品企业转型升级之时，一批台湾青年带着“台湾智造”引入合作，优势互补，让两岸食

品发展更进一步。连日来，记者采访多名台湾青年，听他们讲述在大陆结缘漳州食品的故事。

“今天来介绍每天三只虾，虾老大的三只
虾，里面有原味藤椒，还有番茄味的……”9
月 16 日一早，来自台湾云林的“95 后”谢旻珊
正忙着电商直播。青涩稚嫩的外表，很难想象
她是一家食品企业未来的接班人，而她口中
的虾老大是两岸企业家共同孕育的品牌。

台旺食品原本是一家专门做南美白对虾
出口贸易的公司。2008 年，由于美元贬值，国
际出口贸易环境不容乐观，龙海区饲养的大
批南美白对虾滞销。面对危机，谢旻珊的父亲
和漳州的朋友另辟蹊径，改变赛道，将一度滞
销的南美白对虾加工成一系列休闲食品，开
创虾老大海味零食。

“我爸爸对在大陆发展有很强的信念，他
相信和漳州朋友携手，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
从虾苗就开始育种，用台湾的微生物控管、水
质净化等技术，让它们健康成长，提供给虾
农。养大之后，我们再把它收回来，用低温脱
水制作成脆虾，连虾壳都可以吃。这是全国首
创的技术。”漳州台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
旻珊说，漳州有很多白对虾，把它们加工成海
味零食，可以拓展儿童食品的赛道，带动虾农
增加收入。此外，她把企业装修成童真童趣的
海洋世界，打造成观光工厂，加入电商直播等
诸多元素。

“大陆对台青的支持很多。台湾青年要和
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
来。”2020年，谢旻珊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漳州。

去年以来，在漳银行机构全部开通查询
台胞在台湾地区的信用报告，漳州所有金融
机构，对持证的台商台胞给予更多的金融优
惠和便利。这些举措降低了台青的发展成本，
为他们“登陆”发展提供充足底气。

谢旻珊
“虾老大”续写漳台情

上世纪 90 年代，一种叫作沙琪玛的食品从台湾
来到漳州，打开了漳州人休闲食品的全新体验。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精益珍出品的沙琪玛逐渐销售到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

“2014 年，完成在澳大利亚的硕士学业后，我就
来到漳州，进入家族企业精益珍工作。”精益珍食品

（漳州）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江佩珊说，上世纪 60 年
代，精益珍创立于台湾。1995 年，江佩珊的爷爷和父
亲四兄弟看好大陆的发展前景，来到祖籍地漳州投
资建厂，成立精益珍食品（漳州）有限公司。

在她最初的印象中，精益珍食品公司在漳州只
有一栋铁皮厂房，后续的发展超乎她的想象。

“‘精益珍’，意思是‘做精益求精的珍品’。”江佩
珊说，公司在大陆发展初期，将大型商场超市作为主
要销售阵地，坚持以优质原材料、产品打造高品质品
牌。当时，台湾的甜品在大陆市场上颇受欢迎，精益珍
的沙琪玛、糖果、饼干等产品上市后，逐渐进入漳州各
大商场，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公司随之不断发展起来。

进入公司后，她开始学习了解公司的运营模式、
各部门的工作内容以及食品贸易的相关知识。结合
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所学，还有自己的实习经验，她工
作起来得心应手，逐渐成长为公司的外贸部经理。

“大陆地区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直
有新事物可以去探索。”近年来，大陆的电商、自媒体
等行业发展迅速，给食品经营带来许多挑战与机遇，
企业因应时势调整经营模式，而她也从中得到更多
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疫情期间，漳州市税务局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为公司经营减轻了不少负担。”她说，“漳州对台胞的各
项政策、措施也一直在完善，让我们感到很踏实。”

现今，精益珍食品公司在漳州已占地百余亩，产品
远销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世界各地。江佩
珊表示，不论未来如何转变，她希望一直在大陆扎根。

江佩珊
希望一直扎根大陆

谢旻珊在开展销售培训。 江佩珊（右二）到国外参加展会。

林启宏在进行品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