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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陈桂德（印尼归侨）

向往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

僻远的小岛。岛上的居民大多

数是中国人，虽然人口不多，但

却有 3 所中文小学。小岛离新加

坡很近，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持有

往返新加坡的签证，放假时间都

回新加坡。也因为这样，学校用

的教材是新加坡编的，我们在学

校阅览室看到的报纸，也是新加

坡出版的，如《南洋商报》。因

此，我们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到新

中国的消息，还可以从岛上唯一

一家中文书店，读到中国出版的

图书。

1955 年亚非会议在万隆召

开，报纸上有关中国代表团和周

总理的新闻，使侨胞们感到兴奋

和自豪，我们对新生的中国越来

越向往。毕业后到万隆去求学，成

为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的愿

望。终于，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

离开小岛，结伴去万隆学习，在人

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

步。

感谢我就读的学校，她是我

认识新中国的第一所学校。

追求
我们就读的万隆华侨中学是

一所进步学校，老师们满怀爱国

热忱，经常向学生传播新中国的

建设成就，介绍新出版的革命文

艺书籍，如《青春之歌》等。侨中是

万隆华侨界进步力量的中心，承

担了许多接待来自祖国的代表团

的任务。曾经使万隆市万人空巷

的天津杂技团，演出场所就设在

侨中。继亚非会议后，召开亚非学

生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侨中参

观，受到热烈欢迎。更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

庆龄访问万隆时，侨界的欢迎会

场也设在侨中。我们都曾经参与

了以上的欢迎活动，深受空前盛

况的感染，新中国逐渐在我心中

扎根。回祖国，上大学，将来为建

设祖国服务———成为我追求的唯

一愿望。

万隆华侨中学奠定了我的爱

国思想，是我奔向祖国道路上的

桥梁。

成长
由于印尼发生排华恶浪，我

高中没有毕业就提前回国了。

1961 年，我终于回到了祖国。

当时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

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但是国家

对我们归侨学生有特殊照顾，我

们生活上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圆了大学

梦，成为我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

大学生。当时，华侨大学处于创办

初期，条件比较差，但党和政府十

分重视，地方各级政府给予大力

支持，使华大建设很快就具相当

的规模。

我们在学校除了上课，还参

加建校劳动，参加社教运动，在学

习和运动中既学到知识，也得到

锻炼，逐渐成长起来。在这期间，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习中断。但

华大确实铸就了我们的灵魂，塑

造了我们的思想和品格。

1968 年，我离开华大，说是毕

业分配，实际上都没有明确的工

作单位。我先到福

清部队农场接受再

教育，随后又到武

平县良种场，最后

到福州码头建筑工地当工人。也

就是说，3 年里工农兵都经历过，

接受了多形式的锻炼。

1971 年，组织上照顾我调到

我爱人的单位———湖北武钢大冶

铁矿子弟中学。这是我第一个名

副其实的工作单位。武钢大冶铁

矿的主体是产业工人，虽然处于

文革时期，但从领导到工人，对知

识分子还是很重视的，尽量安排

能各尽所长的工作。对于我们归

侨不但没有歧视，还处处给予关

心和照顾。我们专业上受重视，工

作上受肯定。我先后当过教研组

长和教导处主任，评上先进工作

者。我爱人也被选为区政协委员

和市侨联委员。这是我们心情舒

畅的十年，也是我们没受出国浪

潮裹挟，坚定扎根祖国的原因。

感恩
1983 年我调入厦门集美侨

校。这所被誉为侨生摇篮的学校，

是我回国后进入的第一所学校。

学校刚刚复办就承担繁重的

任务，开办有归侨子女高考补习

班，朝鲜、蒙古华侨子女以及港澳

台学生先修班，侨务干部培训班

等不同类型的班级。尤其是以外

籍学生为招生对象的汉语班，成

为学校的特色。随着中国国际地

位提高，华文教育成为学校的主

业。

1997年，国务院侨办决定集

美侨校全建制并入华侨大学，成

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1998 年，

印尼华人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往国

外，中国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华

侨大学华文学院承担了忙碌的接

待任务。这期间，我负责华文教学

部和教务处的工作，接待工作和

教学安排得到领导和师生们的肯

定，先后被评为校、市和国务院侨

办教育先进工作者。退休后，还返

聘任华文研究所所长。此外，也多

次出国访问，宣传华文教育，培训

华文教师，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

贡献。这是我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也是组织上给我荣誉最多的时

期。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了，我对

祖国的认识也是从 70 年前上小

学的时候开始。70年来，尤其是

回国后，我的工作历程处处有党

的阳光，处处有祖国的关怀。我的

成长全靠党和祖国的培养。我能

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沐浴

在党的阳光下，生活在祖国的怀

抱中。 (厦门万隆同学会供稿)

我和祖国的母子情
□郭光辉（印尼归侨）

伟大的祖国母亲今年 70 岁

了, 中华儿女有许多贴心话要倾

诉。我伴随母亲度过峥嵘岁月，见

证了抵御外侵、解放金瓯、抗美援

朝……参与过一些军事和政治斗

争，前进路上遭遇过暴风骤雨，忍

受过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如今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下，铿锵承诺：将改革开放进

行到底，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进！

我出生于莆田一个穷苦农

家，祖父和生父先后被官僚恶霸

逼死，家庭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

幸而在印尼雅加达的亲叔叔伸手

拯救，生母携我与胞姐背井离乡

前去投奔。在告别亲友时，我们抱

团恸哭流泪，这是因远离祖国母

亲而流泪，是伤心的离别泪水。

远离母亲的儿女会思母，浪

迹天涯的游子更思乡。我漂泊到

南洋后，时时惦记故园。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华人如

火如荼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我。特

别是 1956年，我亲叔叔被选为印

尼华侨代表，参加全国政协大会

和国庆观礼，还得到了周总理的

接见。他回到故乡莆田江口，捐办

一些公益善事，受到当地政府和

乡亲们的热情接待，知悉祖国母

亲已替我家报仇雪恨，看到祖国

欣欣向荣，他十分高兴，就叮咛我

要回国升学，报效祖国。那时，新

闻媒体报道了在国外的知名科学

家、有志青年纷纷涌向旭日东升

的神州，这些都

提升了我的豪

情壮志，决定在

雅加达巴城中

学高中毕业就马上北归祖国。

1958年，我挥别印尼的亲人

及同窗挚友，开启为祖国母亲效

忠的航程。我们一群热血的海外

赤子抵达深圳时，仰望五星红旗

迎风招展，听到《歌唱祖国》的豪迈

乐曲，心潮澎湃，阔步踏进国门时，

许多人都热泪盈眶，这是投入祖国

母亲怀抱时流下的热泪，是充满深

情和憧憬的泪水，也是鞭策自己迎

接困难、奋勇向前的泪花。

是年，我在广州参加高考，被

录取到福建师大物理系，校址在

福州，靠近故乡莆田。我回到久别

的故里，村里的父辈已龙眉皓发，

同龄人依稀可认，未曾谋面的儿

童也挤上前来，他们用喜悦的眼

神和笑脸端详着我，粲然介绍，淳

朴问好，乡情沁骨。村里的亲友们

有的当了军官，有的做了国家干

部，有的任大队长、党支书，过去

的受苦人皆已翻身做主人。这些

对我是一种鼓舞，敦促我要加倍

努力为故乡人争光，做祖国母亲

的好儿子。

我在大学四年中被评为三好

生、劳动模范、福州市抗洪积极分

子，当了班长、团支书、学生会干

部等，获得老师同学的认可，赢得

了乡亲们赞许，向祖国母亲交了

一份较好的成绩报告单。

1962年大学毕业，我自愿到

艰苦的闽东地区去。

文革伊始，有张大字报质疑

我是特务，还好工作组公正务实，

派人查明情况，澄清问题，我幸免

受冤屈，还让我戴上红袖标，上北

京参加国庆大游行。此事过后，我

静静地思考，深感那些含冤遭到

厄运后的人，他们认为母亲有时

会错误打骂孩子，但是母亲还是

母亲，不能忤逆，因此依然热爱祖

国，做母亲的好儿女，真的令人敬

佩。

在闽东 37 年，我没游戏人

生，没蹉跎年华，先后被评为福建

省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市级优

秀党员、优秀归侨知识分子等十

多项省市级荣誉。同行们推选我

为宁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福建

省物理学会理事。我参加编写福

建省《高中物理总复习纲要》长达

16 年之久，设计、自制物理教学

仪器一百多件，有的还推广到全

国。回首往事，我自知离祖国母亲

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只能自我

安慰说：已尽了一份中华儿女的

责任。

1998 年退休后定居厦门，我

告诫自已：退休并非走下人生舞

台，而是新的起点。我的党组织关

系转到厦门，报到时，组织部门要

求我和另两名党员配合，在新社

区吕岭居委会组建党支部，发展

居委会主任及积极分子入党，壮

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我是

首批入住彩虹花园的业主，被推

选为业委会主任，义务为小区居

民服务，连读做了三届业委会主

任，找到接班人后才辞职。

党的十八大后，加强从严治

党、依法治国、社会治理建设工

作，湖里区把彩虹花园定为小区

治理建设的试点，要求把党支部

建在小区，像部队中党支部建在

连队一样，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

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自然要尽

到责任，现在老旧的彩虹花园面

貌已有很大变化，环境优美、文明

卫生、安全有序，很多单位来参观

借鉴，党支部被评为湖里区先进

党支部，这都是对我的勉励。

退休后乍到厦门，我就融入

厦门巴中校友会和印尼归侨联谊

会，自然也走进厦门侨界。承蒙侨

友们厚爱，推举我为巴中校友会

会长、印联会《会讯》主编，我自知

不很胜任，但求尽到自己所能。因

为社会工作也是祖国母亲的工

作，是儿女们应尽的义务。母亲有

忧愁，儿女们要分担；母亲有喜

乐，儿女们也会分享。

当我从厦门的和平码头经过

时，常会浮现新旧厦门的对比。

1947 年我就是从这里登船去印

尼的，那时的和平码头十分简陋，

只有约 100 米长，称为太古码头，

属英国商人所有，仅英国商船可

靠岸，其它客货船不准在码头停

泊。我出国时就是先乘小木船摇

到轮船旁边，然后爬舷梯上去。码

头岸上仅有数

栋 不高 的楼

房，中山路不

长，店铺也不

多，来往行人

稀少。现如今

是高楼大厦鳞

次栉比，车水

马龙，今非昔

比啊！我游过

世 界许 多名

城，觉得厦门

与之媲美并不逊色，生活在厦门

倍感舒心，犹如生活在祖国母亲

温暖的怀抱里，有幸福感。

每年中秋佳节，我的一对儿

女及内外孙，还有三个同胞妹妹

全家，都会欢聚一堂博饼同乐，骰

子声、吆喝声、嬉笑声汇成一种特

殊的喜庆音乐，热闹非凡。传统的

春节则更为丰富多彩，长辈要给

每个小孩发红包，孩子们喜笑颜

开。吃年夜饭时，更是喜气满满，

亲情浓浓。有一次我举杯致辞时，

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这是在祖

国母亲怀里感到幸福美满而流下

的眼泪，是喜悦的泪花。

常言道：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我的理解是：“天下”即“国

家”，即母亲，“匹夫”乃是儿女，当

儿女者能将母亲赋予的责任担当

起，人生就有动力，有使命感。在

祖国母亲的 70个春秋中，无数中

华儿女“竞折腰”，前仆后继，攻坚

克难，才有凯歌嘹亮，耀世光芒。

喜看今朝，我们昂首挺胸迈步新

时代，奔向更美好的明天！祝福祖

国繁荣富强！祝福母亲福安长乐！

（厦门巴中校友会供稿）

在印尼万隆华侨中学礼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