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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 罗新妹、黄迪章

今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十华诞，我们回国也正好一甲

子。这期间，祖国沧桑巨变，繁荣

昌盛，我们也与祖国同命运，共呼

吸。正如歌中所唱：“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最亲爱的

祖国，我们永远紧贴着你的心窝

……”这就是海外归来游子对祖国

的眷恋，对祖国的赤子情怀。朋友

们，岁月如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沧桑，想说的话确实太多太多……

六十年前，我们怀着美好的

憧憬，跟随父母从印尼回到祖国。

那时，我们唱着《歌唱祖国》《社会

主义好》《海外孤儿有了娘》等一

首首深情的歌曲，颂扬着祖国的

繁荣富强，展望着美好的明天。我

们以为告别了凄苦漂泊的生活，

从此就要在祖国好山好水的地方

生活，快乐成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

来到了厦门同安竹坝华侨农场。

当年的农场，一片萧疏、一片荒

凉。映入眼帘的是：房屋仅有几

栋，方圆几里地不见一棵树，杂草

丛生，坟丘丛丛，墓碑林立，一片

片贫瘠的红土坡。晚上点的是煤

油灯，学校是借用农民的猪栏来

上课，惠安来的男女民工打着汽

灯赶工程盖房建校，一切都在建

设中。这时我们才明白：美好的家

园，是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劳动

才能实现的。

父辈们从此开始艰苦卓绝的

创业。他们怀着建设祖国，建设一

个属于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开

荒种地，植树造林，筑坝蓄水，修

渠引水，建房办厂，修路搞运输，

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在短短几年

的时间里，改变了农场的面貌。房

屋一座座，梯田一层层，果树一行

行，电厂发电了，我们盼望的学校

也建好了，竹坝华侨农场初具规

模。

1968 年，许多知识青年，我们

也是其中之列，从各地回到农场，

加入到父辈们所在的生产队，携

手并肩，共同劳动，共同创业。从

春走到夏，从秋走到冬，年复一

年，挥洒着汗水，燃烧着激情，奉

献着青春。那时，我们也有小小的

浪漫：一天劳作之后，披着落日的

余辉，荷着锄头走在弯弯曲曲的

小路上，望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

光，感受着晚风的轻拂，听着农场

有线广播播放着《谁不说俺家乡

好》《唱得幸福落满坡》等充满激

情悠扬的歌曲，便会沉思遐想，仿

佛置身于仙境中，忘记了疲惫，忘

记了辛劳，虽苦心也甜啊。

时光流逝，白驹过隙，当年的

小伙子已熬成了爷，年轻的姑娘

熬成了婆。竹坝华侨农场也在一

代代人的艰苦创业中旧貌变新

颜，特别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种

植了 2.5 万棵的龙眼树。1996 年 5

月，中国散文作家沈世豪曾以《绿

色的书笺》赞美竹坝，他这样写

道：“二万多棵龙眼树，编织着不

凋的岁月，也编织着鲜为人知的

创业佳话。”“直指云天的龙眼林，

你是纪念归侨儿女光辉业绩的丰

碑，你是呼唤后人奋然前行的旗

帜。”

原老场长蔡金堆如是说：“在

竹坝，我只呆了短短的 8年，可几

十年来心中挥之不去的是竹坝，

最让我感动和敬佩的还是我们这

些质朴、乐观、吃苦、实干的归侨

职工，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朋

友们，如此真诚的赞美，公正的评

价，作为曾经的建设者，感动不

已，并感到骄傲自豪。今后即使雄

关漫道，我们也将披荆斩棘，奋然

前行。这些足以告慰已离世的归

侨职工，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

六十载的岁月，我们憧憬过、

失落过，更多的是奋起过，战斗

过。我们感悟：磨难铸就了坚强。

但凡一个做事业有成就的人，总

是要先经历一番磨难，才能使自

己奋发、成熟、坚强、刚毅。孟子

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道理就是如此。

回望身边之人，也不乏其例。

周先生，从竹坝农场到定居香港，

从一个泥水工到成为今天香港制

造业总工会理事长、主席，他还曾

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接

见。另有竹坝归侨朱先生、黄先

生，奋斗打拼几十年，在香港事业

都有所成，现在他们还时时关心

竹坝华侨农场，经常浏览竹坝网

站。归侨心怀忠诚，情系爱国。作

家冰心说：“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

的祖国，有一个爱国之心，就什么

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

屈都受得了”。

无论生活在内地，还是香港、

澳门或异国他乡的炎黄子孙，都

铁骨铮铮地道出了心灵轨迹：我爱

你，中国！我们明白，人生的航程是

短暂的，然而生命之舟和祖国的命

运、事业紧紧相连的时候，那便是

长远的、永恒的，而且永葆青春。

大雁南飞，是因为家的召唤；

落叶归根，是因为绿叶对根的情

谊；游子洒泪，是因为祖国的强盛

而骄傲自豪。当祖国召唤的时候，

我们毅然前行。归侨青年职工吴

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光荣参军，

适逢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下军令

状，义无反顾，奔赴厮杀战场，战

后荣立三等功，复原后回到农场

仍当职工。这就是归侨儿女对祖

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忠诚之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岁月流逝，我们不再年

轻，不再有收获辉煌，创造奇迹的

时刻。但是我们仍牢记习总书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做好海外亲

友的联谊工作，关心下一代，激励

他们继承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祖

国，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供稿）

我和我的祖国
□ 尤金跨

2019 年 10 月 1 日，即将迎来

祖国 70岁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我想对祖国母亲说一声：我

爱您，中国！

我衷心希望、热切盼望我们

的祖国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的坚强领导下，以蓬勃之势，以雄

健之姿，以富强之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望长空，历史的星光依然闪

烁。我们的中国古老而伟大，我们

的祖国壮丽而永生! 置身历史，我

们融于其中，分享着过去的兴奋

与悲痛。

我们记得 20 世纪 40 年代腥

风血雨的岁月里，日本南侵占领

印尼等东南亚诸国，对当地的华

侨华人大肆屠杀蹂躏，当时的政

府软弱腐败，没有实施救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

人宰割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20 世纪 60 年代，印尼当时的

反动政府再次掀起反华排华大浪

潮。华商的商铺被禁止营业，无数

的华侨被逼迁移，甚至有些华侨

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华侨遭到

严重迫害，生活无着落。在这危难

时刻，祖国伸出了援手。虽然当时

祖国正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

济处在严重困难时期，但还是派

了接侨船一批又一批接运难侨回

国，并根据华侨本人意愿，进行了

妥善合理的安置。

进入 21 世纪以

来，随着中国经济日益

强盛，国际地位日渐提

高。作为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

我们都有一个强大后盾叫祖国。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每逢战

争阴云笼罩，海外侨民的生命安

全受到威胁时，祖国总是第一时

间出现，协助侨民撤离到安全地

带。2011 年 2 月，利比亚国内危

机，我国迅速动用军事力量进行

撤侨，撤回侨民 3.58 万人。在撤

侨过程中群情激昂，大家手执国

旗唱起国歌，高喊“祖国万岁！”场

面十分感人。

伟大的祖国，我为您欢呼！我

为您自豪！今天的中华大地已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的传人

挺起了铁的脊梁，在世界民族之

林巍然屹立。

祖国，我的祖国！您是希望，

您是信念，您是我们一切拼搏、进

取的依托。

60 年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

我们正当风华正茂，满载希望，怀

抱建设祖国的理想，纷纷启程，掀

起了海外学子的归国浪潮。“祖国

见”成了同学们送别的一句祝福

与期望。1960 年，我们在印尼玛

琅中华中学毕业，毅然决然响应

祖国的召唤回国。努力学习、学好

建设祖国的本领，让祖国明天更

美好。1961 年我有幸考上厦门大

学化学系，后来又在母校任教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回国前师生们

在我的纪念册上所写下的豪言壮

语和对我的嘱托期望激励着我，

我牢记使命并努力做好教学科研

工作，不负自己的初心与大家的

期盼。

无论在哪里，心中永怀爱国

心；无论在何时，用心谱写爱国

心！

1978 年以来，我国实行改革

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走科技创新道路。40 年

筚路蓝缕，中国从“科学的春天”

走向创新的盛世，从而引领中国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这一伟大战

略的实施让知识分子学有所长，

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的科技

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人在厦大化学系工作期

间，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

果转化能力，取得一些科研成果；

先后在国内外期刊杂志发表 30

多篇论文，在全国学术会议上报

告自己的科研成果。

1987 年，我被公派到英国城

市大学进行科研协作，并取得一

项研究专利；此后，还到过新加坡

国立大学、香港大学进行科研协

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所有这些

成果都是我亲爱的祖国教育、培

养的结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我要不断努力、提高技术水

平，为我国的科技进步做出积极

的贡献。

2000 年我退休，由于教学科

研工作的需要，返聘留任两年，为

祖国建设贡献余热。

此外，我还积极参与海外华

侨华人的各种联谊活动、文化交

流，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做出自己

的贡献。我们厦门玛中校友会于

2001 年在厦门大学校园内举办

全球玛中师生纪念印尼玛中建校

55 周年纪念活动，增进师生情及

校友间的友谊，并为日后在玛琅

建成玛中大学（三语大学）提供机

缘。

2008 年 4 月，我们参观玛中

大学时，玛大校长等会见我们，给

予较高的礼遇。我们现在老年生

活有保证，享受到知识分子应有

的待遇。这一切美好生活，都是因

为祖国的强大。伟大的祖国，我为

你自豪！您在新世纪太阳的照耀

下，一定会更加欣欣向荣，生机勃

勃！

我爱您中国！祖国万岁！

（厦门玛中校友会供稿）

年 月全球玛中校友聚集厦门共同庆祝玛中建校 周年

年 月参观玛中大学时，玛大校长、教师会见我们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