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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樽

要把距今 70 年前的战工队

重要事迹如实地记下来，有点困

难。但那些往事，有时候，又那样

真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时代背景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势

造成有志气的青年人应该站在真

理的一边，去反抗日寇及蒋家王

朝。这样的思想认识和人生目标，

会使年轻人追求进步和寻找正确

的组织。

当时“读书”与“救亡”，究竟

哪个为先？国土沦丧，家破人亡，

能安心读书么？我在勃生华侨中

学读初中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与同学们组织“学联”开

展为祖国抗日募捐活动。后来加

入侨党。与同学一起组织“读书

会”，阅读许多新书、杂志。初心就

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山雨欲来
1942 年，我在缅甸勃生埠直

甲镇（DAGA）新民小学教一年书

后，父母逼婚，只好跑到仰光只荷

坦街 92 号仰华公学任教。月薪

15 盾，扣两顿饭菜 7 盾，余为自

用（当时小学教师月薪一般是

45-60 盾）。仰华公学共有学生

200 余人，我教中年级国语、音乐

（全校唱歌），还义务在励志社附

设的工人夜校教学。

在仰光，我空闲时间自学，向

南勃陀街“公立书报社”借阅书

本，也帮忙做些图书馆工作。和张

春材、李其昌等在仰光 32 条街租

用一间套房作为美术画室，邀请

张子明为义务指导老师，从绘画

基本常识学起，每周日整天画画。

当时局势紧张，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向美国

宣战，预料日寇开始南进，各侨校

先后停办。

“缅华战时服务团”筹备会在

南勃陀街的公立书报社召开。仰

华公学派我和张子明作为代表出

席。会后由画家张子明画大幅彩

色漫画，我同他一起到广东大街

与只荷坦交角的墙上张贴。12 月

23 日，午间日机首次空袭，揭开

了战争血幕。

仰华公学平日地下党活动的

形影少了。居民早有爆发战争的预

感，全缅甸都处于紧张、无奈、逃

亡、恐慌的状态中。仰光附近的溪渊

山芭缅甸土人，于 1942年 2月 24

日，趁动乱无辜杀害华人306人。

战工队活动
缅华战工队从仰光撤退到曼

德勒后，与当地的华侨抗日组织

“战时服务团”合并，总称“缅甸华

侨战工队”。1942 年 1 月至 7月活

动，历时半年。

活动内容主要有：宣传抗日、

赴各地演出；学习、听课；排节目、

演出；贴街头标语；军事操练；轮

值日夜（接待）；慰劳伤兵；游行、

演讲；对外联系（缅僧、名人）；帮

厨煮洗；出版壁报；挖防空壕；对

外宣传等。在这多种项目中，我经

常参加听课、演出、贴街头标语、

出版壁报等。

因我的知识浅薄，如社会政

治、文学、哲学、美术、音乐等，没

有启导老师，全靠自学。

演出方面，接李凌的任务布

置舞台、音响、灯光效果。如在演

唱《黄河大合唱》，最后唱“怒吼

吧，黄河”时，原词作者光未然朗

诵，我和吴学诚、蔡时敏、张春材

则负责布景后台灯光、音响效果

（三合板茶箱拉长线作大提琴发

嘣声），虽是土法，效果甚佳。

壁报在曼德勒云南会馆定期

出版，林季阳和我负责出版张贴。

写稿者有李乃、陈萍青等。

轮值人员分后勤帮厨人员、

大门的接待员。夜班分上、下半夜

轮流安排，每夜至少两人。

战工队是文化工作队而非武

装部队，战工队从成立到撤离虽然

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在缅华抗日战

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陈尊法，福建省厦门市人，

1922 年出生于缅甸勃生直甲，笔

名：陈樽、樽斯基、沙云。1942-1947

年撤退入闽，曾在安溪、厦门等地

小学任教。1947年复员回缅。受教

联会荐派，赴缅甸勃生、渺 、丹

老、景栋、仰光侨校任教。任丹老侨

校、景栋华公校长。1962年转仰光

人民报、中华商报任记者、编辑。

1971 年回国，在厦门杏林合

成氨厂任办公室主任 8 年。1979

年调厦门日报任记者、编辑工作

至离休。曾任厦门缅甸归侨联谊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荣获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颁发

的徽章，福建省委、省政府颁发的

纪念福建解放60周年徽章等。

（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供稿）

我的一些感受体会
□ 温国谋

今年是我国建国七十周年，

我由印尼回国也有六十多年了。

目睹厦门的巨大变化，见证了其

发展历程，感慨良多。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来年，厦

门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城市建设

等各方面都受到诸多约束，并没

有多大改变。而后随着形势的发

展，厦门也紧随祖国强力前进的

步伐，阔步跟进。特别是经济特区

的建设，使得厦门在城建、交通、

经贸、科教文卫等各个领域都有

了惊人的进步，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百姓生活有很大提高。

先看看母校厦门大学，在学

校规模、院系建设等方面都有意

想不到的发展。厦大本部(思明校

区)经多年不断扩建充实，校园更

大更美。而且如今又多了漳州校

区、翔安校区，更有马来西亚校

区，这个厦大马校可是第一所在

海外设立的中国知名大学分校。

现厦门大学已发展到含有 29 个

学院、14 个研究院的高等教育机

构。南方之强，实至名归。习近平

总书记对厦门大学近年来的发展

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厦门大学

是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大学，对

福建的发展和厦门的发展功不可

没，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

我原供职单位是厦门的中科

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二部，这

一部分现已完成改制；物构所所

部是在福州。而今，中国科学院海

西创新研究院是以中国科学院福

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基础和法人

依托，以在福州市的布局为核心，

建设覆盖福建省乃至海西区域的

网络型研发体系。目前在厦门的

中科院稀土材料研究所、城市环

境研究所就隶属于海西研究院。

如此在厦门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

力量比早前增强不小。与此同时，

厦门也成功地创建了多个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多方培育各种创新

研发力量，并取得许多高新技术

成果。通过产学研合作，推进科研

成果转化落地，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

还在厦门大学学习工作时，当时

还只有高集海堤是厦门唯一衔接

岛陆的跨海通道。每当要去集美

时，我都得由岛内踩着自行车跨

海堤过去，既费时又耗力。现在再

回头看厦门城市交通的大发展，

先是厦禾路拓宽改造，后来加建了

BRT(快速公交)，现又开通了地铁

一号线，今年年底二号线也将建设

完成。如今，进出岛路径除了原高

集海堤，还建成了厦门大桥、海沧

大桥、集美大桥、杏林大桥，还有翔

安海底隧道等通道，接下去还要续

建更多通道，真是天堑变通途。

忆起当年我第一次出去印尼

探亲时，要通过香港转机，而且切

肤深感所费很高。现在我们乘坐

厦航班机，就可很方便地实现厦

门—雅加达直航，而且由于我们

的收入提高了，经济压力也就感

觉小多了。另外我们今天又有多

路动车、高铁可通达全国各地，实

现了交通四通八达。此外，我们还

可乘数万吨级的豪华邮轮，由东

渡的邮轮中心外出旅行。我们退

休老人也幸运地赶上这美好时

光，可以结伴出去享受海游和环

游世界了，既方便又安全。又则，

在早些时候，我还只能在国外或

者香港等地看到集装箱货运码

头。现在厦门已建成全智能化的、

全天候不间断作业的“魔鬼码

头”，使厦门港的货运吞吐量一再

跃升，业已建成跻身于世界排位

靠前的国际货运大港。厦门的发

展势头确实不一般哪!

我还记得在厦门大学就读

时，有那么一段时间食堂饭菜比

较差，同学们用膳的主菜常是“钢

管”(空心菜)加“钢板”(海带)，时

而也享用一点“干部鱼”(巴浪鱼)。

可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了，每天可享用的菜色真是丰富

多样，甚至还可品尝到由国外空

运过来的畜禽肉海鲜等时鲜，且

还可凭借先进的互联网络进行随

心所欲的选购呢!

几十年来，在厦门兴建和扩

建了众多主题公园，更多的休闲

游乐园、影剧院等娱乐设施，丰富

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这些设施对

公众开放，有许多对老人免费。在

厦门的归侨也真有福气，这里有

市、区各级的“侨胞之家”，可作为

侨友们开展联谊话动的舒适场所。

我们退休归侨、侨友们就经常在那

里相聚，练歌练舞，自娱自乐。又想

到前不久，我曾在厦门闽南大戏院

欣喜地观赏了《冰上天鹅湖》的芭

蕾舞剧演出，如今在厦门即可享受

到国际顶级歌舞团的精彩表演，真

切给了我们美的视听享受。从这件

件民生项目的落实提升，百姓对建

设红利的“获得感“大大提高了。

厦门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

沿城市，经过数十载的励精图治，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

济综合实力全面提升，人均 GDP

（生产总值）已破十万元人民币。

厦门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全国建

设历程的一个缩影。我们国家从

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经过七十

年的砥砺奋进，如今已跃升成为全

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我很荣幸能亲

身见证厦门和祖国的非凡进步，切

身感受到身边的一件又一件奇迹，

更分享到了建设成就的红利。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

心地期待，未来祖国将继续高歌猛

进，国力将不断增强，祖国定会统一，

祖国的明天更好，人民更加幸福。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供稿）

缅甸勃生华侨中学

后排左二为陈尊法

年北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左一为温国谋） 年北京参加中国侨联全体委员会议（右一为温国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