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益贵（印尼归侨）

之后我走上了大学讲

台，还成了舒婷爱人陈仲义

教授的同事，任闽南地区国

际化外语水平考试中心主

任，配合市公务员局、市外专

局人才培养战略，与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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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个人真正爱国是在他出国之后。世界再

大，都阻挡不了回家的路，举目无亲、溢满乡愁之后才发

现所谓的诗和远方不如家乡的小康。

第一次一个人离开祖国

那心酸不舍啊，母亲和我哭

了整一星期，我才跨出家门。

乡情总是萦绕我心。我

的家乡是闽北山城建瓯，是

少有的以茶器量词“瓯”命名

的城市，也是千年贡茶最早、

最多的城市。

上中学时，课桌抽屉有

个可以从上往下拉的小木

板，同学们里里外外贴着各

种卡通、明星照片，我却贴着

难记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在

小木板的中间最上方，贴着

两张小纸片，上书舒婷的诗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不

知是被她忧伤明亮透彻的诗

句感染，抑或是被那句“我是

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

警醒，爱这首诗超过她的其

它作品，读几遍就能脱稿朗

诵。

迷惘、不知未来在哪的

苦涩青春是这辈子都挥不去

的印记，尤其是闽北山区的

穷二代报国无门的惆怅。更

何况我是女生，母亲尽管曾

以优秀学生家长走上学校舞

台做经验报告，但骨子里还

是把我定格在家庭妇女的那

个档。

直到一天，我的英语老

师张芳松来家访改变了一

切。张老师本以为我只是一

时懈怠，要上门请家长配合，

没想到是家里根本就不当一

回事在放养。张老师严厉而

又诚恳地对母亲说：“你这样

会毁掉一颗苗子，你女儿将

来是要做大事的！”母亲犹如

被当头一棒打醒似的，立马

一改以往爱理不理、随意使

唤的习惯。从牙缝里挤出鸡

蛋，偶尔遇到渔民买到便宜

的鳗鱼、黄骨鱼、河虾，全倒

我碗里，我也再没有放下书

包拿起簸箕干一大堆家务

活。她生怕我营养、时间跟不

上，误了老师说的“大事”。

不记得父亲哪天从哪来

的灵感，端着一瓯清茶突然

很认真地对家人说，“阿平以

后是要做教授的。”当时大家

都只当是句玩笑话，没想到

多年之后竟然应验了。多亏

我的起跑线就是没有起跑

线，陪伴我的只有那一瓯瓯

清茶，秉持千年的信仰朴素

而有力量。

在海外求学的日子里，

乡愁总是不时泛起，涌上心

头。为解乡愁，我在新加坡寄

宿家庭学会了闽南话；在墨

尔本唯钢琴是跟家乡一样

的，于是藉黑白键抚慰思念

学会弹奏；最终为报效祖国、

减少别离，我毅然回国。

业余时间我不舍荒废，发动厦

门各界精英为弘扬民族文化精髓

而努力，不再是能为而为，而是当

为则为。当前，以通过物资获得幸

福感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精致生活

极致追求成了刚需。

我不畏艰辛从零开始筹备成立

厦门市茶文化研究会。茶文化恰似

一股清泉浇筑着城市的品味和灵

魂，突显淡泊高雅、超越物质的灵

性之美，兼具传统与现代精神内涵

的烙印，是古老文明活化石的“命

穴”和“胎记”。懂茶文化已经不再

是时尚，而是一种延伸到生命的态

度，茶文化被赋予新时代的使命、

助力释放经济潜力、让百姓日常消

费融入文化内涵，体现真实价值。

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进

而以最妥帖的方式，形成坚不可摧

的文化定力。不自信无以立根本，

不批判无以识天下，不创新无以图

将来。

闽台一水之隔，厦门在两岸融

合发展的最前沿，我们从未忘记

“两岸一家亲”“茶和两岸”的理念，

以茶会友、以茶深化对台文化交

流。“两岸茶文化论坛”“两岸少儿

背茶篓”“两岸大学生茶文化创新

大赛”等品牌活动影响不断加大，

积极促进了两岸同胞的情感交流

和心灵契合，扩大交流领域，提升

交流层次，构建交流新平台，促进

两岸文化融合。

8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写出

了所有爱国学子的心声：让留学报

国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感谢和平

年代良好的经济环境、活跃的社会

活动，让一瓯清茶般的普通一员成

了从不可能到可能的例子，有人说

我是从穷二代到富一代，我更爱听

的是：寒门出的贵子。唯有在祖国

强有力的怀抱里，这一切才能实

现；无数跟我一样的学子才能尽情

施展、锐意进，让我们牢记使命，砥

砺前行共创未来！

新中国的诞生给海外赤子带

来极大的喜悦和鼓舞，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

强，海外孤儿有了母亲，有了靠

山。有志的海外优秀科学家、学

者、青年学生纷纷放弃国外舒适

的生活条件，奔向朝气蓬勃、充满

活力、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那激

情燃烧的年代，我融入了回国的

热流。1958 年 7月从印尼西爪哇

井里汶市回到美丽的厦门，当年

考上福建化工学校。

在校学习期间，我努力学好

建设祖国化工事业所需的科学知

识。毕业后，于 1964 年 4 月分配

到厦门化学纤维厂工作。心中充

满美好憧憬和爱国情怀去工作，

从工人做起，在车间参加三班四

运转，任劳任怨，专心投入“尼龙

6”的生产工作。学生时代我就受

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激

励，书中保尔·柯察金的崇高思想

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

量。我从工人到班长，直至车间技

术员，想方设法解决生产中的急

难问题。在党组织的关心教育帮

助下，我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

认识，并提出入党申请。这是我在

政治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是我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到了厦门，中外合资形成一股

潮流。1984 年，厦门化学纤维厂

与港商合资成立了厦门华纶化学

纤维有限公司，我被调到劳工科，

负责组织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干部

的学历教育。1988 年，公司成立

职工教育办公室，我又被调任为

该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职工和

干部的学历教育。同时，厂里还办

起了中级电工培训基地，与厦门

市劳动局合作，面向社会培养电

工技术人才，我要具体负责做好

这些工作。

我在生产第一线和管理岗位

上，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

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赞赏，先后

被评为“华纶化纤公司有突出贡

献员工”“厦门市经委系统先进工

作者”“福建省职工教育先进工作

者”等。1991 年 1 月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生的

夙愿。退休后，我仍对这家企业怀

着深厚的感情，从 2013 年至今，

拍摄各项联谊活动和回忆录，编

辑制作了 12 集视频。

2000 年我正式退休，党组织

关系转到思明区嘉莲街道盈翠社

区居委会第三党支部。我牢记自

己是共产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奋

斗终身，退休了也要继续为党为

祖国为社会做贡献，因而我积极

参加居委会党支部组织的治安巡

逻、“两学一做”实践活动以及理

论学习活动等。还为社区各项文

化活动编辑制作了七集视频系

列，内容题材涵盖了盈翠社区

2015 年迎新春文艺表演，庆祝建

党 95 年、96 周年文艺演出和莲

花公园的各项群众活动等。

我爱好摄影，也想用摄影特

长发挥余热，到厦门老年大学摄

影班学习，2015 年加入了厦门老

年摄影协会，并自己购买较好的

摄影器材，不断实践，提高水平。

上述所讲的我为厦门华纶化纤公

司及盈翠社区编辑的视频系列专

集，及为印联会拍摄活动相片和

视频专集，都是因为有摄影爱好

的特长，所以深深感到，这爱好特

长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陪伴，多

一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厦门市印联会于 1989 年 11

月成立，我参加了筹备工作，而且

退休后就被聘为秘书长，任职计

两届半，达 13 年之久。在任职期

间，协助会长处理内外事务，依靠

会长办公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开

展各项工作，编辑制作千人会员

花名册，完成各种图片资料建档

工作；还为市侨联和印联会各项

联谊活动制作 49 集的视频，丰富

了侨界和印联会的各项活动。虽

然，我已没任印联会秘书长了，但

还任顾问，依然关心印联会工作，

对印联会依旧情深意浓，希望印

联会越来越好。

□董立平

一瓯清茶映初心

你若精彩 定有安排

叶重耕（左二）、希腊马拉松市市长内罗毕（左三）、国际田联主席（右三）、国家

田联主席（右二）、董立平（右一）

业精英骨干打交道，真是应验了父

亲、恩师的话，“摊上的都是大事”：

2007 年，借厦门医学界海归力

量为突发癫痫的澳籍专家开绿色

通道，挽救了生命；2008 年，被借调

体育局参与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事

和国际马拉松城市市长论坛筹备

工作，与厦门市原副市长叶重耕、

希腊马拉松市市长内罗毕等一起

上马拉松电视论坛。

2009 年，赴厦门对口援建的汶

川彭州灾区支援；2003 年起，连续

15 年担任“九·八投洽会”翻译志愿

者，多次被评为优秀率仅 5%的“优

秀翻译志愿者”，其中 2010 年任津

巴布韦代表团总理到参赞的全程

翻译，2014 年担任巴林 170 多人代

表团的主场翻译。

2016 年，鼓浪屿申遗，按捺不

住助推一份力的冲动，在鼓浪屿音

乐厅举办演唱会，《鼓浪屿之波》英

文版全球首唱圆满成功，引起极大

关注。演唱会高朋满座，老家的亲

朋不是来听演唱的，是来看看怎么

就开演唱会了？三十多年未谋面的

闺蜜跑到后台找，“真是你吗？不是

这么近距离，不敢信”。

2017年金砖会晤，为会晤志愿者

培训竭尽全力；2018年，为全球肿瘤大

会接待各国专家；2019年，为茶文化进

校园、进同安军营村累并快乐着。

有人说女人之所以成功，是比

别人多了一些魅力和幸福的资本。

见过世面的女海归可能更胜一筹，

她们像莲，外在柔美亦不乏内在风

骨，冰清玉洁又摄人心魄。但比起

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归国

前辈们，我的确微不足道。

印联会参加厦门市侨联健步行

元旦联欢会舞蹈《盛典欢腾》 参加厦门侨界联欢会舞蹈《荷塘月色》

接续古今不忘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