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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旅游达人去粤东

来一场潮汕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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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是迄今有 1600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座是公元 1860
年开埠的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潮州和汕头，两座城市近期共
同成为全中国的热点城市，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风情，吸引了无数目
光。

潮州广济桥、广济楼、牌坊街让人流连忘返，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塑、
潮剧和功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故事，成功活化也让它成为游客打
卡潮汕文化时尚去处。

本期，《旅游周刊》从当地达人视角，为读者提供一份结合热点的潮州、
汕头旅游攻略，介绍两市的深度文化之旅中不可错过之处。

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支脉，由讲潮语的民系在长
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形成的
文化共同体，是一种由农耕文
化与海洋文化、中原移民文化
与本土文化长期相互交融、相
互影响而形成的文化体系。

文化之旅

潮州：感受“古”风情与“潮”文化

汕头：开埠故事多B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又
称“凤城”，素有“海滨邹鲁”“岭
东首邑”之誉。潮州古城保持着

“外曲内方，四横三纵”的历史空
间格局，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9 处 22 个点，古城内古牌
坊、古府第、古民居随处可见。
这里潮州方言、潮乐、潮剧、潮
雕、潮瓷、功夫茶、潮州菜……一
系列具有人文特色传统的生活
习俗和民俗风情，延续传承至
今，是“中国瓷都”“中国工艺美
术之都”。

潮式生活

说起自己的家乡，资深旅游
媒体人陈熠瑶一直感到骄傲，也
希望更多的游客喜欢上这座古
城。在她看来，潮州在历史和现
代中传承发展，近年来潮州旅游
打好了历史文化这张名牌，让到
潮州旅游的游客从过去“匆匆”几
小时的停留时间，变成如今主动

融入这座古城，花更多的时间体
验潮州式的生活。

在她记忆里，2014 年年初，
古城里只有零星的几家民宿客
栈，到现在已经超过了百家，深受
游客喜爱，每逢节假日都会“爆
满”。潮州古城是一个“活着的古
城”，既有藏在古巷里的潮州民
宿，也有潮州功夫茶茶馆、潮州手
拉壶体验类的陶艺馆、有情怀的
书店等，能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当
地厚重的历史痕迹，而品上几杯
功夫茶，吃上几口地道的潮汕糕
点小吃，欣赏远处传来的悠扬曲
声，“这大概是潮州古城生活中最
惬意的时刻。”

历史文脉

在潮州人眼中，牌坊街、广
济楼、广济桥最不可错过，开元
寺以及韩江对岸的韩文公祠也
都是潮州文化的代表景点，潮州
的历史文脉所在。

位于潮州古城文化旅游特色
区中轴线上的太平路，有个更通俗
的名字——牌坊街。街道两旁民
国时期的骑楼分立两旁，23座牌
坊在此次第展开，牌坊分布之密
集，在全国范围内都罕见。这里聚
集了数十家非遗文化展馆，展示潮
绣、木雕、陶瓷等非遗文化。

如今，还有 8 组展示潮州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的铜制雕塑亮相牌坊街北端，
雕塑用相关的场景展示了潮州
彩瓷烧制技艺、潮州木雕、潮州
大吴泥塑、潮州音乐、潮州功夫
茶、潮剧、枫溪手拉朱泥壶制作
技艺、潮绣等非遗项目。其中，
不少栩栩如生的雕塑就伫立在
相应的非遗展示馆附近，与馆内
工匠艺人真实的制作场景相呼
应。

650岁的广济楼是一座仿宫
殿式建筑，是潮州的标志性历史
建筑之一。在楼上展厅里，集中

展示了最具潮州特色的非
遗作品，让游客感受非遗文
化的独特魅力。

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广济
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
一，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
桥梁”。漫步韩江边，不仅
有望江亭台美观雅致，更有
绿树红花间步道蜿蜒，串起
广济桥、祭鳄台、古城墙等
文物景点，构成了一条生态文化
景观廊道。晚上“凤城之光”灯
光秀更是把古城夜经济点亮。

古城之中，潮州开元寺、许驸
马府、己略黄公祠、海阳县儒学宫
等也是值得一赏的潮州历史文化
建筑，这些文物景点已经成为潮
州古城文化旅游的核心载体。有
时间，还可游走于古城甲第巷、义
井巷、西马路、义安路、东平路等
33条街巷。而连通了潮州西湖和
牌坊街的中山路，如今也是潮州

手工艺品一条街，跟外地千篇一
律的礼品不同，这里的手工艺品
极具潮州文化特色，也更接地气。

【游径推荐】：

首批64条广东省历史文化游
径之一，潮州古城历史文化游径：

涵碧楼—李厝祠—李春涛、
柯柏年故居—牌坊街—广济桥
—韩文公祠。

A
潮州广济桥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梁喻 摄

汕头小公园

汕头海鲜美食

潮州嵌瓷

潮州牌坊街

1860 年，汕头开埠，成为近
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
一，呈现“万国楼船”“云集鳞聚”
的景象。其中，汕头的小公园开
埠区，是我国开埠的 34 个城市
中至今唯一保存较完好的开埠
区，也是汕头城区中历史文化遗
产最集中的区域。

在这里，游客可以挖掘出开
埠文化、特区文化、海洋文化、侨
乡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
以及背后一段段感人故事。

小公园活力

在汕头人的记忆中，汕头的
商埠也从最初的西堤片区不断
向东扩展，呈放射型城市格局，
形成了如今的小公园开埠区。
这里曾经云集数千家店铺商行，
见证了当年汕头经济的繁荣。

汕头本地旅游达人方青松
说，小公园开埠区成功活化后，
已经成为他向外地朋友介绍汕
头旅游的首选。

作为汕头开埠区的核心地
标，始建于 1934 年的小公园中
山纪念亭承载着许多市民、潮
籍侨胞的集体记忆。以中山纪
念亭为中心，汕头小公园开埠
区拥有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一
片骑楼群，也是唯一呈放射状
格局的骑楼街道，规模远超广
州的“上下九”等地。小公园的
建筑样式中西合璧，并有百货
大楼、邮局、学校等现代公用建
筑配建其中，领粤东一时之盛。

经过保育活化，小公园开埠
区焕发出新的活力，店铺林立，
人流商贾如云，近年来已成为市
民休闲和游客旅游的“打卡地”，
街上各种特色小吃店琳琅满目，
是吃货们的天堂。如果走累了，
还可以到周边的人民广场、海滨
长廊休息，吹吹海风，感受一下
汕头老市区的慢节奏生活。

红色故事

1931年，一条绵延数千公里
的红色“中央交通线”建立起来，
两端联结着上海的党中央与中

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汕头是这条
交通线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
中共在汕头先后设立的两个绝
密交通站，都位于华洋杂处的

“小公园”街区之中。今日的汕
头海平路 97 号，已经被郑重地
开辟为中央交通线旧址纪念馆。

反映汕头开埠的历史脉络
意义及繁荣气象的汕头开埠文
化陈列馆位于永平路 1号楼，三
层的欧陆式建筑内浓缩展示了
1860 年 1 月 1 日汕头开埠以来
的发展。而潮汕地区是中国的
著名侨乡，侨批是海外侨胞通过
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及
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一封侨
批就是一个故事，“侨批档案”亦
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位于
外马路 18 号的汕头侨批文物
馆，则是中国首家侨批文物馆。

此外，小公园开埠区还聚集
了汕头海关钟楼、南生百货大
楼、汕头邮电总局大楼、老妈宫
及戏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中山公园、郑正秋·蔡楚生电影
博物馆、张太雷起草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团章遗址及侯祥麟故
居（镇园）等景观。

【游径推荐】

首批64条广东省历史文化
游径之一，汕头老城开埠历史文
化游径：

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汕头
开埠邮局陈列馆—汕头侨批文物
馆—汕头海关关史陈列馆—中共
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
交通中站旧址陈列馆—中国进步
电影先驱蔡楚生暨潮籍电影名人
史迹馆—汕头市八一南昌起义纪
念馆—汕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汕头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
列馆—汕头市博物馆。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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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经商家族企
业发展“秘笈”

潮汕人一直以来有着“东
方犹太人”的美称，敢拼搏、能
吃苦是潮汕人走南闯北的“招
牌”。徐丽婉同样成长于一个
成功的潮汕商人家庭。徐丽婉
的爷爷徐保在家庭小作坊基础
上开创了汕尾知名服装企业
——大哥大集团，为当地的人
们量身定做服装，受到了当地
人的信赖。

在此基础上，徐丽婉的父
亲徐家满创立了澳洲穗达国际
集团，他和太太郑赛梅携手打
拼，一步步推动“穗达”品牌走
向国际。近年来，徐家满开始
了产业的多元化布局，相继投
资了国际贸易、房地产、大健
康等领域。这些投资为徐丽婉
等年轻一代提供了发挥个性的
舞台。

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是
这个三代经商的家族能够再上
台阶的“秘笈”。徐丽婉回忆，
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一家人

难得有空闲的时间往往就是在
春节前后。热闹的正月夜里，
邻居哗哗的麻将声彻夜不绝，
打牌的聊天声也此起彼伏，而
徐丽婉家的兄弟姐妹过年的

“娱乐活动”却是伏案思考徐
家满出的数学题。

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条
件，童年时徐丽婉就开始了异
地求学。2 岁时，她被送去武
汉上幼儿园；5岁时，父母为了
让她接触国际化视野，又将她
送去澳洲；7 岁时徐丽婉回到
广州读书，14 岁再次去澳洲。

徐丽婉也在多个国家完成了从
中学、大学到硕士的学业。

正是这种一直在变化、一
直在适应的节奏，让小小年纪
的徐丽婉养成了温柔但坚毅、
懂事又有主见的性格，这也为
她的创业奠定了基础。

换个新赛道也是
一种“传承”

对于传承，徐丽婉从小便
志向明确。小学毕业时，她已
经在同学录的“梦想”那一栏
毅然地写下了“继承企业”。
从那个时候起，成为一个企业
家的梦想便如同一个小火苗在
她心中不断跃动。

受父母的影响，徐丽婉从
小就喜欢服装，喜欢美和艺
术，加上从小她就想要为父母
分忧，硕士时期，徐丽婉便选
择前往意大利马兰戈尼学院主
修服装设计。

2011年，刚刚毕业的徐丽
婉回到了澳洲穗达集团，在穗
达集团时，徐丽婉亲力亲为，
很快对企业的业务和管理都有
深入了解。但不久之后，徐丽
婉却做出了新的选择——更换
赛道。

原来，2015 年年底，一位

家族世交罹患癌症，从确诊到
去世仅短短五个月，这对徐丽
婉全家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冲
击，“我和父亲意识到，任何东
西都是建立在健康之上的，健
康才是最重要的”。

怀抱着这样的希冀，徐丽
婉在2016年离开穗达服饰，接
手暨赛国际，开启了她在再生
医疗赛道上的新征途。

医药健康领域是一个有更
高专业门槛的行业，这对于徐丽
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从
小就养成的韧性推动着她迎难
而上。白天她开会处理公司事
务，晚上就回到家苦读医学书
籍，补充专业知识，一有空就泡
到实验室里观察和做记录。

支撑徐丽婉选择的，是父
亲对她的嘱托：“在更有价值
的领域，你付出同样的努力，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拥有更多资源意
味着承担更多责任

善于学习的徐丽婉，也积
极从父母身上汲取管理智慧和
经验。徐丽婉回忆起一个细
节：小时候的周末，母亲郑赛
梅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带
孩子们去逛超市，每个人领着

母亲发放的 5 元钱，兴致勃勃
挑选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零
食，井然有序排队结账。

徐丽婉坦言，生活中往往蕴
涵着许多管理的奥妙。这虽然
是一件小事，但是这实际上也是
一个母亲在放权的过程，而放在
公司运营中也是一样的道理。

“真正的管理者是不可能
事无巨细地把关的，一定要把
权力下放下去，通过分权管理
结构的方式发挥员工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同时也让管理者能
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更有价值
的地方。”虽然年轻，但是小时
候母亲在育儿方面的“管理经”
也让徐丽婉领悟到了不少管理
的奥妙，渐渐地徐丽婉也凭借
实力获得了公司员工的肯定。

徐丽婉用自己的努力带领
着公司不断前进。在徐丽婉和
团队的通力合作下，这几年，暨
赛国际在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
大赛等多个大赛中崭露头角，科
研成果也拿到了诸多专利。

在徐丽婉看来，财富并不
是挥霍的资本，而是为社会作
出更多贡献的驱动器。“我们
拥有着比别人更多的资源，这
意味着我们应该负担起更多的
责任。”徐丽婉告诉记者。

中信银行普惠商票 e贷业务是中信银行
在全方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为收
到商票的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便捷的产品。原
本传统小微企业在收到商票后，只能自行持
有到期或选择到市场上的各类金融公司进行
融资，存在财务成本高、操作不正规、办理有
风险、价格不透明等不足。普惠商票e贷业务
实现了全流程线上操作，客户从发起票据质
押申请到放款最快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真
正实现了办理小微企业业务价格透明、流程
简便、时间快速、安全可靠等一系列特点。

该产品定位于“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绿色
信贷，助力小微企业”，是由客户通过网银提
交授信申请，后续由系统自动完成从审查、审
批、质押到放款的全流程服务产品，全方位为
小微企业贸易融资服务。

普惠商票 e贷业务全线上处理的运营模
式是对传统对公业务流程的简化突破，极大
地提高小微企业贸易融资效率，降低小微企
业成本负担。中信银行发挥出自身供应链金
融优势，致力于普惠产品创新、服务升级和价
值创造，打造具有市场前沿竞争力的全渠道
特色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戴曼曼）

最近，许多人的朋友圈被北京丈母娘事
件刷屏了。这位丈母娘晒了张基金持仓图，
17年前在某基金成立时买了4.7万元，坚持持
有到今年 10 月 14 日，总资产涨到了 137 万
元！成就这位北京丈母娘理财传奇的就是嘉
实基金的旗舰产品之一嘉实增长，也是经得
起时间考验的“时光基”。

嘉实增长现在由成长投资名匠归凯管
理。10月 26日，归凯年度封山之作——嘉实
核心成长混合型基金将全面发行，该基金不
仅可以投A股，也可参与港股投资。

（杨广）

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璇 吴江
执行：孙晶 李卉 赵燕华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陈泽云 孙晶

干练的徐丽婉身上有诸
多头衔。她是暨赛国际再生
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暨赛国际”）执行董事，不久
前刚获得首届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榜样“创业
青年英雄榜”十强，还是广州
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父辈创立的家族企业深耕传
统服装行业，年轻的徐丽婉却
改换赛道，一头扎进了前沿又
专业的大健康朝阳产业，并让
公司崭露头角，也带动了这个
三代经商的潮汕家族企业实
现了另一种形式上的财富传
承与创新。

中信银行普惠商票e贷
助力小微企业成长

回顾今年前三季度，在疫情影响下，股、债市
场振荡波动较大。而展望后市，宏观经济形势将
如何演绎，股、债市场又有哪些机会和风险？

针对这些投资者当前较为关注的问题，
国投瑞银基金认为，在宏观经济持续回暖的
背景下，A股四季度有望进入振荡向上的机
会，而债市经历5月以来的下跌后，利率进一
步向上空间有限，长期配置价值已显现，保守
型的投资者可以关注债券型基金的投资配
置，或者搭配固收增强的产品，作为核心配
置。 （杨广）

“时光基”诠释长期投资真理

国投瑞银基金看好股债行情

从服装到医疗大健康
这个潮商家族企业转换新赛道

希望二代
创造更多价值

羊城晚报：目前孩子都没
有选择接手服装企业，您是怎
么看待传承的？

郑赛梅：首先我们觉得传
承要和孩子自身的特点特长
相结合。我和先生都希望，孩
子们付出一样的努力，能够创
造更多的价值。如果孩子擅
长在我们原本的领域，能够让
这个“袋子”更结实，那么就说

明孩子适合并且可以把企业
传承下去。但如果孩子志不
在此，我们也不可以去强迫。

现在我的几个孩子都在不
同领域学习，有的在北京大学光
华学院修读金融博士，有的在墨
尔本大学修读化工硕士，也有在
教育领域、房地产领域发展的，
每个人都在为事业发展打基础。

面对分歧
谁正确就听谁的

羊城晚报：徐丽婉选择进

入了生物医药行业，对此您是
怎么看的？

郑赛梅：服装行业属于传
统制造业，在广州随着人力
成本的升高，未来肯定需要
进 行 产 业 迁 移 。 我 们 几 个
孩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
以 我 们 也 倾 向 于 让 他 们 自
己 选 择 更 前 沿 的 行 业 。 作
为父母，我们会在经过考察
和审慎选择后，在背后给他
们支持。

就像丽婉投资生物医药
大健康，我们觉得这个除了

有投资前景以外，也是一件
造 福 人 类 的 事 情 。 面 对 分
歧时，我们都是秉承着谁正
确 就 听 谁 的 理 念 。 哪 一 个
行业都是不容易的，但只要
孩子觉得正确，愿意努力去
做，我们就会商量着一起朝
前走。

羊城晚报：您认为最重要
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郑赛梅：我们一向秉承着
“爱人如己”的理念，不管对待
客户、员工还是教育孩子，都
像爱自己一样，去创造自己的

品牌，维护自己的客户。我们
成了行业的头部企业，那么就
要担 起 责 任 去 努 力 降 低 成
本，我们的成本比别人降低
了一点，就可以给客人带来
更多的优惠。这样的做法在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看不出那
么大的成效，但是当市场不
好的时候企业就有了强大的
竞争力。除了把这种精神用
在企业经营上以外，我们也会
用这种精神去影响孩子，希望
孩子们富有爱心，不做损害别
人的事情。

对话创一代

传承要与孩子
自身特长相结合

徐丽婉（右）与母亲郑赛梅（左）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