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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
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能带走

什么，留下什么。拥有再多的钱，
死了也带不走。我开始思考，用自
己学到的东西，为国家和子孙后代
留下点东西

对事业
人不应该只是在延续你原来

的成绩，而是应该去完成自己梦寐
以求、但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对海南
时间拖得越久，物种消失越

快，生态修复要“抢”时间，我做这
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中国的热带雨
林，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座花
园，留下一个热带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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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鸟恋旧林，池鱼思

故渊。这是心的回归。
对归国华侨郑文泰

来说，1992年回到万宁
兴隆，开荒种树、换土造
林，就是心的回归。

近日，记者再次见到
了郑文泰，深色鸭舌帽、
裤腿上泥土点点、鞋子上
是干涸的泥水，被太阳晒
得发红的脸上满是阳光
的痕迹。就如他所深爱
的绿色一样，郑文泰身上
散发着阳光和泥土的清
新气息。

植根于泥土，沐浴着
阳光，万宁兴隆上万亩的
热带花园、绿色王国是郑
文泰留给子孙后代的“热
带植物基因库”。老骥伏
枥，情怀不朽，年过古稀
的郑文泰仍奔波在植梦
的路上，不辞辛劳进行生
态修复，实现绿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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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听一听郑文泰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扫一扫”
看郑文泰访谈视频

归国华侨郑文泰26载植梦海南，
投入上亿元在兴隆恢复万亩热带雨林

半个多世纪前，郑文泰第
一次来到万宁兴隆。那是
1964年，当时年仅19岁的郑
文泰还是华侨大学热带植物
专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意
愿，“下乡”到了海南，来感受
中国的热带植物。从海口到
兴隆，“100多公里坐车走了好
几个小时，还要过河，交通极
不方便。”这段经历让郑文泰
觉得是“知识面的提升”。当
时，谁也没想到，这只是缘分
的开始。

郑文泰祖籍福建，出生于
印度尼西亚，父母有着殷实的
家产，他们希望唯一的儿子能
继承祖业，把他们在印尼、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房地产
等产业继承下去。在读完大
学之后，遵照父母的意愿，郑
文泰成了一名打着“飞的”的
商人。只是他不愿坐享其成，
开始在广州、香港等地经营生
意。打拼多年后，郑文泰亲手
在香港、广州置下的资产也渐
渐成为旁人眼中的“天文数
字”，只是，学生时代亲手触摸
过的山野中泛光的绿似乎渐
渐远去，成为若有似无的一团

“梦”。
“我的父母甚至不想我留

在中国。”郑文泰在中国从商
的经历在父母看来只是“小打
小闹”，练练手可以，但迟早还
是要回去。但他们很快看出，
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唯一的
儿子并没有意愿与他们达成
共识。第一场“博弈”开始。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郑文泰
回家继承家业，父母在亲友圈
放下话，谁能让郑文泰“走”
（离开中国），就给几十万的报
酬。然而，郑文泰依旧活跃在
中国的商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前，曾参与过广州白云机场
工程的郑文泰应邀参与海南
华侨大厦的建设。华侨大厦
交付后，郑文泰又离开了海
南。海南1988年建省后，华
侨大厦作为接待前来海南旅
游、探亲和商务活动的华侨、
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及外
国朋友的重要基地，成为华
侨在海南共同的“家”，在海
南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当时，华侨大厦只是郑
文泰做过的无数的工程中的
一个，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
成为他与海南缘分的第二个
节点。

两度结缘海南
为华侨打造“海南之家”

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
末的一场大病，郑文泰或许还
是那个成功的商人，西装革
履、睿智犀利。

“当时是胃出血，抢救的
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就要
离开这个世界了！”说起这段
往事时，郑文泰刻满岁月痕
迹的脸上已经写满淡然，他
平静地讲述着他曾经历的生
死一线。在病发前的一个星
期，郑文泰就发现自己有便
血、唾沫中有血丝，但他以为
自己是咖啡喝多了，也没在
意，等到发现时，已经是严重
的胃出血了。

郑文泰说，在那一段时间
里，徘徊在生死之间，自己心
里那团若有似无的“梦”又开
始升腾起来，渐渐占据自己的
心。躺在病床上，郑文泰想了
很多。“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
能带走什么，留下什么。拥有
再多的钱，死了也带不走。我
开始思考，用自己学到的东
西，为祖国和子孙后代留下点
东西。”想了很久，郑文泰心里
有了决定。

身体渐渐养好之后，郑文
泰开始寻找一个“空间”，一个
自然条件好、基础设施差的“空
间”，他想在这个空间里打造一
个“热带植物基因库”。跑遍了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
海南等地后，郑文泰发现，他要
找的最好的“空间”就是当时海
南万宁县的兴隆。1991年，他

将“空间”定在了兴隆。郑文泰
一直强调，定在兴隆“纯粹是从
环境考虑的”。但一切就是这
样刚刚好，这里是郑文泰曾经

“下乡”的地方，又成了他“新
生”的开始，或许，这就是妙不
可言的“机缘巧合”。

1992年，郑文泰与兴隆华
侨农场合作，农场出土地5800
亩，他个人出资金和设计规
划，打算在一大片的荒山上建
造一个热带花园。当时的海
南岛，大特区建设正如火如
荼，可谓掘土成金，郑文泰却
跑到荒山上去种树造林，做一
个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这实在是个疯狂的想
法。家人甚至以为，那场大
病，使郑文泰在失去意识的
时候神经出了问题，才会去
做这样一件疯狂的事。“为什
么要跑去种树啊”“如果非得
要做，换个地方，给你最好的
条件，最好的待遇”“这就是
一个无底洞，你承担得起这
样的重担吗”……

质疑声从一开始就存在，
但郑文泰就是觉得，人不应该
只是在延续你原来的成绩，而
是应该去完成自己梦寐以求、
但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造一
座热带花园，就是郑文泰梦寐
以求的事。于是，在海南岛正
处开发热潮的时候，47岁的郑
文泰在万宁兴隆，放下行李，
背上水壶和干粮，带着专家和
当地向导进山去了。

再回特区“拓荒”
掘土种树造林开启“新生”

“当初为什么想要这么做？”73岁的
郑文泰面对记者的提问停顿了片刻，似
乎是在回顾自己这26年来的山林岁月。

从1992年开始，郑文泰陆续地将自
己名下的酒店、房产等资产卖掉了，揣着
上亿元在万宁兴隆搞起了“绿色产业”。
这是个跟以往工作完全不同的领域，郑
文泰脱掉了西装、皮鞋，涂好防蚂蟥的
药，背着干粮、水开始进山找物种，开始
种树造林、栽花建园。

一次，为了寻找“苏铁”，郑文泰从山
坡上掉下来，摔得不省人事。“有6米高，
幸好底下是水！”一起进山的人把郑文泰
送到了医院，当然也没忘了把郑文泰心
心念念的“苏铁”一起带回，这是他们那
次进山的目标。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参
与郑文泰热带花园建设已5年的合作伙
伴纷纷撤资。风景虽已初步形成，但仍
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而热带雨林
修复工程无回报，让郑文泰的资金链濒
临断裂。就在这时，当初并不支持他这
项事业的父母，看到郁郁葱葱的林木和
被晒得黝黑的郑文泰后彻底感动了，果
断出手资助自己的儿子。

几年后，当地房地产开始兴起，有
房地产商看中了郑文泰的热带花园，
找他商量，让他划出一小块地搞房产
项目换回一大笔资金，却遭到郑文泰
断然拒绝。

郑文泰的目标很明确。他说，他做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中国的热带雨林，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座花园，留下一
个热带基因库。“时间拖的越长，物种丢
失得越多，要抓紧时间完成。”26年来，
郑文泰戴着鸭舌帽、穿着拖鞋穿行在一
点点建成的热带花园。

如今，郑文泰打造的热带雨林已经
到了第二个恢复阶段，雨林面积由最初
的5800亩扩大到了约1.2万亩，物种已
达四五千种，大批面临灭绝命运的植物
得到迁地保护、繁殖并形成群落，成为一
座融自然、人文、农艺、园林和生态环境
保护为一体，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科
普教育等多种功能为一身，以及最具有
热带雨林原生态景观的现代园林，被国
家确认为四大环境生态示范教育基地之
一和物种基因库，并由国家向联合国推
荐为“全球环境500佳”。

质疑逐渐消失，掌声越来越多：全国

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中国“侨界杰出人
物”、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各种荣誉
纷纷而来,但郑文泰还是老样子，一顶鸭
舌帽，花白的胡须，精神矍铄，每天早上6
点多起床，在园区巡查一遍后，就带着工
人开始干活，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有时候，他会带上“养子”王咸江等
人出国、进山“看”兰花。郑文泰还在继
续寻找有抗衰、抗炎症等作用的物种，准
备在园区内种植。而更让他兴奋的是，
2019年，第六届中国兰花大会将在万宁
兴隆热带花园举办。

郑文泰说，海南有开放的眼界，很早
看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会带来巨大的价
值，各个层面对生态的认知很早形成，使
自己做事的条件更为成熟有利，他们的
支持可以用“鼎力”来形容，自己从来不
是“单枪匹马”在战斗。

园区内郁郁葱葱，花团锦簇，处处
是景，郑文泰每天都要去走走看看，巡
视他的“绿色王国”。已过古稀的郑文
泰仍在与时间赛跑，他还是那句话，时
间拖得越久，物种消失越快，生态修复
要“抢”时间。

（本报海口2月1日电）

26年坚守山林
打造万亩“热带植物基因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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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当时年仅19岁的郑文泰还是华侨大
学热带植物专业的学生，第一次到了海南，来感
受中国的热带植物。“100多公里坐车走了好几个
小时，还要过河，交通极不方便”，这段经历让郑
文泰觉得是“知识面的提升”。当时，谁也没想
到，这只是缘分的开始。

从1992年开始，郑文泰陆续地将自己名下的
酒店、房产等资产卖掉了，揣着上亿元在万宁兴
隆搞起了“绿色革命”。这是个跟以往工作完全
不同的领域，郑文泰脱掉了西装、皮鞋，涂上了防
蚂蟥的药，背着干粮、水开始进山找物种，开始种
树造林、栽花建园。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何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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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郑文泰接受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孙谋 摄

文泰寄语

郑文泰接受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孙谋 摄

为子孙守住
那片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