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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理达（越南归侨）

归侨成长
1953 年，中国在中越边境上

建了一座边关称睦南关，1965 年

更名为中国友谊关。年轻的共和

国从一穷二白起步，人民生活是

清苦的，但奋斗的革命热情高于

天。海外华侨闻讯纷纷响应，不嫌

祖国母亲清贫，积极踊跃回国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这归国浪潮

中，1960 年 2 月父亲杨四海携全

家回国。当大车进入广西凭祥睦

南关时，父亲兴奋对我们说，“进

家门啦！快来看祖国家乡”。父亲

爱国的情怀感染着我们幼小的心

灵，从此我在祖国母亲怀里茁壮

成长。

回国后，我才九岁，在故乡同

安祥桥小学读三年级。

1966 年秋季，我已是一名初

二年级的学生，是侨生共青团员，

被选为“厦门市革命师生赴京代

表”参加十月一日国庆节典礼，接

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

检阅。喜讯传来，父亲高兴得合不

拢嘴，但也忙坏了。我母亲不幸在

回国前一年病逝他乡异国了。家

里兄弟姐六人，靠父亲既当爹又

当妈支撑着，生活很艰难。去北京

的外衣和冬衣没着落，喜事也是

愁事。但父亲很乐观，淡定，因陋

就简为我备行装。父亲对我说“行

装虽然简朴，但你很幸运，要珍

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

生”。

十月一日国庆节典礼，上午

11 点左右，我们师生游行方阵通

过天安门，大家看到天安门城楼

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就跳跃

式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主义万

岁！人民万岁！”随着检阅队伍前

行，我们师生方阵队形也乱了，只

凭感觉被人群浪潮往前推着走，

真是人生难忘的时刻。

1969 年 10 月，我作为集美中

学 91 组 2 班学生，积极响应祖国

号召，奔赴闽西红色根据地———

永定县老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我被安置在抚市公

社东升大队严屋生产队。

看到洪水阻隔村民农耕交通

的困境，我主动找队长了解情况，

组织村民商讨建桥大计。带领村

民代表，冒雨翻山越岭走山路几

十公里进县城，向县政府有理有

节诉求经费。回村后，我组建建桥

筹备小组，任副组长兼建桥会计，

村民踊跃参加义务劳动。经过两

三个月奋斗，终于建好溪两岸吊

桥码头，并安装好 5条铁索绳。我

和村民兴奋无眠，这就是侨生知

青上山下乡为村民办的第一件大

事、一件实事。

创业奋斗
1974 年 4 月，我师范毕业后，

被分配到集美中学任团干兼政治

课老师，重返母校工作，我心情十

分激动。

每当我临立南熏楼遥望七公

里长杏林海堤那头的杏林工业

区，感慨万千，我也是杏林工业区

子弟呀！父亲是纺织工人，我的家

也在杏林工业区。

话说杏林工业区，那是厦门

市首个工业区，约有 2万多名来

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干部和群众。

机器轰鸣，工厂林立———厦门纺

织厂、厦门糖厂、厦门电厂、厦门

玻璃厂、厦门二化纤厂、杏林冶炼

厂、杏林化肥厂、冰醋酸厂等十几

家省直属国营企业，荒凉土地变

成了厦门工业区绿地。

但十几年过去了，工业区没

有一所公办中学，工人子弟上学

难也成突出的问题。1975 年秋，

我放弃在校任教的安逸生活，主

动和汤冒椿同志搭档到工业区创

办集美中学分校。同时肩负筹建

厦门十中（厦门市属公立学校）的

重担。从此办学办校，风雨兼程。

我和老汤共同奔波，多方面

联系，艰苦筹办，终于先解决了教

学班的临时场所，招收集中分校

首届学生 200 名，分成 4 个班。

1-3 班设立在厦纺路边坡地下旧

男女职工浴室。第 4班，设立在厦

门玻璃厂职工食堂后侧售饭走

廊。没有门窗，半露天课堂，学习、

行政、教学、后勤管理，靠老汤主

任和我商讨协调配合，班主任和

授课教师，一半以上是从工厂和

外地调来的人员，加上总校老师

轮流来分校任课，师生过着简陋

的校园生活。春蚊、夏汗、秋寒、冬

冷，一年四季，师生稍微不注意，

就会中暑或染上风寒感冒。但师

生们很乐观向上，没人叫苦，没有

怨言。

1977 年，学校征地基建才有

着落，学校地址是在部队营地后

面，靠近高埔海边，首届师生还去

工地搬砖头义务劳动。那一年，因

为是业务骨干，我被卡住推荐上

大学名额，也没能获批参加高考

……

1978 年春，厦门十中终于成

立挂牌，集美中学分校也完成使

命。当后人问我，办学苦不苦，我

笑说，借场地、征地、基建、经费，

一个公文要盖二三十个公章，要

跑几十个单位和部门，事无巨细，

说不苦是假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

放浪潮席卷全国，出国风，下海

热，让人们有了重新选择人生的

机遇。我选择不出国，留在国内为

人民服务，和祖国同行，同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

我先后在集美中学、集美中

学分校、厦门十中、厦门八中、厦

门双十中学，从事校园教育工作

和安保行政管理工作达 37 年之

久。

从团委老师岗位调转行政安

保管理岗位上，我干一行爱一行。

我经历团干教师、团委副书记、治

保会主任、整顿办主任、安保干

部、保卫科长、综治办主任及副主

任、行政党支部书记、工会经审负

责人、校侨联负责人、公安系统治

安片片长、创安办副主任、安保顾

问，成为厦门市教育系统一名资

深安保综治干部。也成了治安、综

治、创安典型先进个人。

我一边工作一边加强业务

学习上，还修完大学法律专业课

程，为 30 年安保工作打下良好

基础。

从 80 年代初“严打”整治社

会治安到新世纪创建平安校园的

安保工作里，我为人处世低调，埋

头苦干，为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维

护师生员工生命和工作安全，在

美丽校园里留下了无数不平凡的

足迹。

我走过 30 个秋冬，谱写了治

安篇、伏击篇、风华篇、涉外篇、综

治篇、人口篇、调解篇、救助篇、保

安篇、创安篇、女生篇、危化篇、男

生篇、维稳篇、安检篇、火灾篇、台

风篇、建言篇……篇篇让人震撼

的校园内外风波故事。每个故事

浸满了安保干部的汗水和激情。

每次汗水的流淌，换来浓浓的师

生情谊，厚厚的党的重托，深深的

人民期盼，汇成我与祖国建设走

到今天的长篇连续集。

我在校园 37 年工作历程，党

和人民没有忘记归侨安保干部的

奉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信任。我

年年被评为省市区校先进工作

者。70 年代，评为市先进教师；80

年代，评为省先进工作者；90 年

代，厦门日报头版刊登“校园卫士

杨理达新闻人物报道”，省公安刊

物刊登“积极分子杨理达 星星知

我心”的采访文章；千禧年，被省

公安厅、省教育厅、省未保办、省

综治办联合表彰为省级先进工作

者。还两次获得厦门市归侨先进

个人称号。

37 年风雨兼程，我从年轻走

到年迈。今日我已是一名老归侨、

一名老安保人、一名共和国建设

者，在庆祝建国 70 周年之际，我

可以自豪地向祖国母亲汇报，我

平凡一生，不平凡劳作，无愧于

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国。

公益侨务 侨友之星
2002 年，我应老会长张国强

的邀请，参加厦门市越南、柬埔

寨、老挝归侨联谊会，并担任秘书

长工作，尔后任理事长、会长工

作。一干就是 17 年。我被推选为

厦门市侨联 14 届、15 届、16 届委

员，又是出席省第九届侨代会代

表，我还被推选为思明区侨联第

7 届、第 8 届委员，区第 9 届侨代

会代表，与侨界有不解之缘。

如何发挥委员作用，如何做

好联谊会工作？我积极参加市侨

联侨务骨干培训班学习，自觉提

高侨务理论水平，勇于践行基层

侨务工作，把市、区侨联的工作精

神和任务，带进联谊会传达和贯

彻，把“新老归侨工作并重”方针，

带给每一个会员家庭，努力做侨

胞的贴心人。

千禧年后，市侨联开展基层

大走访活动。我带两名副秘书长，

在双休日和节假日，冒酷暑走访

6 个区 200 多名归侨家庭。取得

第一手资料，为市侨联调研归侨

课题提供了依据。

2007 年，为了让联谊会与国

际侨团接轨，我和老会长组团 60

名越柬老归侨代表，参加世界越

柬寮华侨华人联合会第三届会员

大会。结交海内外华侨华人朋友，

共商为祖国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

出一份力。

光阴似箭，2011 年 8 月我退

休下岗了。我把精力放在联谊

会服务中去，不计报酬，不辞劳

苦，助人为乐，参与公益，积极奉

献自己的余热。没想到，2012 年

联谊会处在低谷，多名理事年迈

有病不能正常工作，老会长辞职

养病，几位年迈副会长也不能正

常到会。200 多名会员迅速萎缩

到二三十人，老会长说：“若不能

运转，就解散吧！”我听后，急在

心里，联谊会成立到今天太不容

易了，不能解散。我主动挑起这

副担子，得到市侨联的关切指

导。我着手整顿理事会，重新分

工，也被推选为理事长，代理会

长主持联谊会工作。经过 3 年的

努力，会员迅速恢复 200 多人的

局面，联谊会各项工作和活动正

常运转。2017 年顺利召开第五

届会员代表大会，我被推选为第

五届会长，联谊会转入良性运

行。

回首近年来的联谊会工作片

段，是平凡而不平凡的侨务岁月。

首先，我把市侨联慰问金带头捐

给联谊会，尔后理事成员也自觉

把慰问金捐给联谊会，从而带出

无私奉献的理事班子。

其次，把好理财关，把积累经

费用在刀刃上，组织会员参加联

欢节、中秋节、重阳节、健步行等

侨界活动，活跃联谊会工作，促进

会员积极参与。

再次，组织会员代表队参加

世界越柬寮华人联合会第七届会

员大会，让会员代表与世界各地

华侨华人联谊，激发促进统一的

爱国热情。

联谊会工作还在继续，侨务

工作还在继续，让我们和祖国同

心同德前行，爱我中华，爱我家

乡，爱我厦门，建设特区，为实现

中国梦而奋斗！

（请关注“鹭风报”微信公众号，阅

读更为精彩的原文）

年，父亲带我们回到祖国

年在华侨寻根活动中接受采访

母校集美中学百年校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