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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裕秀（印尼归侨）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

首赞歌……”中华儿女的心声，尽

在这首歌里。

1964 年 8 月 5 日，随着万吨

巨轮“光华轮”声声汽笛长鸣，我

离开了生活 20 年的第二故乡万

隆，踏上了归途。我终于要回家

了———那个打懂事起就听爸爸妈

妈称之为“唐山”，华校老师称之

为“母亲”的家———我的祖国。

光华轮踏波逐浪，经历了海

上风暴的洗礼，终于靠上广州黄

埔港。我双脚踏上祖国的大地，头

顶着祖国的蓝天，打心底一声呼

唤：“母亲，我回来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和祖国

一同经历了共和国成长路上的酸

甜苦辣，从一个懵懵懂懂的爱国

归侨青年，成长为一位致力于大

学英语教学事业的教师，退休之

后，还参与了对外汉语教学和汉

文化推广以及印尼语口语教学。

在退休 10 年之际，迎来了祖国母

亲 70 华诞。回首往事，自从回到

祖国怀抱之后，无论是学习或是

工作，我都和语言文字结下了不

解之缘，不禁浮想联翩。

回国不到一年，我考上了世

界知名学府北京大学，经历了那

场文革，接受了“再教育”，又有幸

赶上了改革开放年代，目睹了祖

国的崛起，我视自己为归侨中的

幸运儿，我视我的一生为丰富多

彩。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通过参

加全国大学英语青年教师选拔考

试，成为首批公派出国留学的一

员，留学英国一年。在改革开放初

期，一个归侨教师能获得如此机

会，不仅体现了厦门大学时任教

务处长刘正坤对大学英语教学的

深远前瞻，还体现了改革开放初

期厦门大学外文系领导班子对归

侨政策的具体落实。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留学

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务处全力支

持下，我和同事们一起致力于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在教学岗位上

兢兢业业从事教学整 30 年。我的

教学颇获历届学生欢迎，我的投

入得到有关各级部门认可，获得

了校、市、省以及国家级的褒奖。

并经厦门大学统战部推荐担任三

届福建省政协委员（其中两届任

常委）、三届全国侨联委员。

10 年前退休时，又获

学校委派在 2009 -2011

年受命任美国加利福尼

亚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

子学院中方院长，远赴大

洋彼岸在超级大国支持

汉语教学和推介汉文化。

如今年届古稀的我，仍然

离不开语言教学，在印联

会开设的印尼语兴趣班

里与学员切磋印尼语。

无论是在岗教学，还是在美

国大学里开中文选修课，甚至在

印尼语兴趣班里微薄的努力，我

心里永远装着一个做人的标准：

我是中华儿女，只要祖国强，我的

腰杆子就硬，所以报效祖国是我

的天职。所以我胸怀爱国心，心怀

敬业心。熟悉我的朋友们，总问我

为什么一贯低调。我的所有进步

和成绩，都是祖国母亲给予的，我

有的只是一颗初心，一颗赤子之

心。孩子报答母亲养育之恩，是义

务，是责任，也是权益。为什么不

低调？

改革开放初期，在英国留学

期间，每每向外国朋友介绍我是

个中国人，他们总问，“你指的是

哪个中国？是台湾还是红色中

国？”

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在兼任外籍教师生活翻译的

我，不时会应外籍教师要求，带着

他们走街串巷，寻找被我们“藏起

来”的贫穷与落后，而他们的收获

通常却是厦门古朴的民俗民风，

不是西方媒体夸大宣扬的“穷”。

在当时，对中国的不了解、疑虑，

甚至蔑视的现象比比皆是。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把祖国

带上了一条稳定发展之路，祖国

一天天强大起来。中国正在逐渐

受世人瞩目，世人开始用科学客

观的眼光观察中国。到了 2009 年

我在美国工作期间，我走在马路

上，坐在公共汽车里，偶遇的美国

朋友在得知我是中国人以后，会

翘起大拇指说“中国，伟大！中国

将来会引领世界！”

我在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学校

与家长座谈的时候，他们认为让

孩子学汉语就是在为孩子投资未

来，在为他们的孩子将来多一个本

领，多了解世界做准备。听到这些

评论，我不禁感慨万分！站在美国

大学讲台上，我思绪联翩：想当初，

印尼政府排华封华校，多少中华子

弟被强行夺去了学习母语的权利。

看如今，超级大国的大学开设了汉

语作为第二外语。可谓“此一时，彼

一时”！我为我的祖国骄傲！

两年前，厦门市印联会领导

应部分侨二代的需求，请我为他

们开设印尼语口语教学。“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为了帮助他们深一步了解父

辈的侨居国文化，为了促进他们

与来华印尼留学生的交流，我秉

承“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的

教学思想，与侨二代们一起在建

设“一带一路”的道路上奉献自己

之所能及。

回顾我这一辈子，为祖国服

务的 40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年。

在中国崛起的伟大时代，跟语言

教学打了 40 年交道，能为教学多

种语言，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做出

贡献，实感没有辜负祖国对我的

培育。

（厦门万隆同学会供稿）

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指导
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 厦门日报社联合主办

一、活动背景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

领袖，他一生爱国爱乡、倾资办

学，为新中国建设殚精竭虑、做

出了突出贡献。以“诚毅忠公”为

主要特征的嘉庚精神，被习近平

总书记誉为厦门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激励着新中国一代又一

代青年学子诚以待人、毅以处

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为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华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 145

周年、回眸陈嘉庚先生回国参政

70 周年、陈嘉庚教育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由中

共厦门市委统战部指导，厦门市

集美学校委员会、厦门市陈嘉庚

教育基金会、厦门日报社联合主

办“壮丽七十年 嘉庚精神伴我

行”征文活动，即日起，面向全社

会开展有奖征文，欢迎广大市民

踊跃参与。本次活动将作为 2019

年度嘉庚精神宣传月重要活动

之一。

二、征文主题

紧紧围绕“壮丽七十年 嘉庚

精神伴我行”征文主题：1、讲述

在嘉庚精神的影响和激励下，积

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成长、成材

的人生故事；2、在嘉庚精神影响

下，完成学业、勤奋工作、奉献社

会的人生历程；3、反映亲身参与

宣传弘扬嘉庚精神的精彩片段。

三、征集时间

2019 年 8 月 20 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

四、参赛对象

社会各界人士

五、征文奖项

征文奖项设置：

一等奖 2名，1500 元 / 名；

二等奖 6名，1200 元 / 名；

三等奖 12 名，800 元 / 名；

优秀奖 30 名，500 元 / 名。

各奖项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六、投稿办法

1、以纪实性散文、随笔为

主，字数不超过 1200 字，有真情

实感，语言洗练，谢绝抄袭。

2、投稿方式：网络投稿。作

品必须是 word 文档，征文作品

请发至邮箱：zfk@xmrb.com，请

参赛者将邮件命名为“征文比赛

+ 作品名称 + 作者姓名 + 联系

电话 +地址”。

3、本次活动不收参加费，不

退稿。对于所有入赛作品，主办

方有权在出版刊物、相关宣传中

使用，并不再支付稿酬。

4、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报

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拥

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投稿者

还应保证其所报送的作品不侵

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任何权利。

凡上述保证落空导致相关纠纷

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投稿者

本人承担。

5、投稿作品过程中损毁、灭

失或迟到、未到的，相关后果由

投稿者自行承担。

6、来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作

品，且此前未在国家正式出版

物发表，符合体裁要求，用少数

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请译成汉

语投稿。

7、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主

办方，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即视

为同意并遵守本次征集活动各

项规则。凡不符合征稿要求的

作品，一经发现将一律取消参

评资格。

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

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

忆往昔：（左图） 岁高中毕业时全家照；（右图） 岁时北大学子

年参加全球孔子学院院长年会 大洋彼岸推介中华文化

与印尼语兴趣班学员共探第二故乡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