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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整个

新加坡城还在酣睡之中。突然几声

巨响震得天崩地裂。陈嘉庚从睡梦

中惊醒，从床上爬起来，走向窗口。

窗外，火光冲天，警报声四起，爆炸

声连连不断———日本飞机开始轰

炸新加坡了。对日本侵略者此举，

陈嘉庚早有所料。在震惊之余，他

感到从此祖国的抗战再不是孤立

的苦斗，日本与世人为敌，必成众

矢之的。

陈嘉庚急忙穿上衣服，下得楼

来，站在怡和轩俱乐部的空地上。

一辆轿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他注

意到那是他家的车，车上坐的是他

的太太和爱子陈国庆。

察看受炸各处的情况之后，陈

嘉庚回到怡和轩俱乐部。陈嘉庚问

陈国庆他们母子早上到什么地方

去。国庆说采购食品，还说全家准

备离开新加坡。

陈嘉庚望着国庆，问他是不是

吓坏了。

国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的想

法：他怀疑英国人的抵抗能力，他

们扔下千百万华人和其他亚洲人

不管；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家人落入

残暴的日本人手中。

陈嘉庚听罢。一言不发，国庆

之言不错。可是他，陈嘉庚，能只顾

家人，把数十万华人扔下吗？他不

能走，最少是现在不能走。

1942 年 1 月 23 日，英国海军

部一高级军官来到怡和轩见陈嘉

庚，希望他帮忙安抚在海军基地做

工的 6000 名劳工。这些劳工，半数

以上是华人，因害怕日本飞机轰

炸，每天上工的只有数百人。

陈嘉庚经过一番调查，便到海

军基地，召集工人开会，号召华工

在英国和中国结成盟国的时候，跟

海军部密切合作，与公敌日本作战。

在他演讲的时候，海军基地的

三个被炸的储油罐仍在燃烧，耳边

时时能听到日机的轰鸣。

陈嘉庚的讲演，犹如一声将

令，激起了广大华工的抗日热情。

第二天，大多数华工都返回工作岗

位，印度工人和其他工人也都跟着

上了班。陪陈嘉庚到海军基地的有

当时中国政府的军事观察员郑介

民将军。在巡视中，郑介民劝陈嘉

庚同他一道飞往爪哇。陈嘉庚对他

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告诉郑将军这

还不是离开新加坡的时候，他还不

打算走。

此后，陈嘉庚经常到海军基

地，和工人谈话，鼓励工人为抗战

出力。有几次，日本飞机在头顶盘

旋，扔炸弹；基地冲起一股股烟柱。

陈嘉庚站在基地上，泰然自若，恰

似指挥若定的将军。在场的英国军

官无不钦佩之至。

□陈经华 雨夜枪声 □陈经华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

庚回国参政，在集美定

居。集美那时是前线，气

氛十分紧张。为了陈嘉庚

的安全，上级给他派了一

个警卫连（后来减少为一

个排）。

陈嘉庚每日都要步

行外出，到集美各地巡

视。他又急又不喜欢警卫

人员跟着他，出门都没事

先通知警卫连，这可愁坏

了连长。更使他们发愁的

还是，陈嘉庚经常三更半

夜外出，越是风雨雷电，

越是有险情灾情、他越是

要去察看。

一天夜里，风雨大

作。小心的警卫员发现陈

嘉庚又不在屋里，他又出

去了。警卫员心急火燎，

又无能为力。他心生一

计，朝天连放三枪。枪声

划破夜空，惊动四邻。人

们找到陈嘉庚。警卫员对

陈嘉庚说：有特务要行刺

陈老先生，他看到一个人

影翻墙而入，便开了枪。

特务听到枪声，一边回

击，一边溜走了。他劝陈

嘉庚要提高警惕，不要单

独行动，更不要半夜外

出。

这事假戏真演，惊

动了各级领导，引起了

不少麻烦和猜测。这是

后话。

可是陈嘉庚并没有

被“特务”吓住。他照样外

出，照样夜里出巡。

这假戏连续演了两

次，但陈嘉庚一切依然。

耕耘成就梦想，奋斗收获

幸福。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时光荏苒，转眼归国 60年。

回顾回国 60 年来成长的道路、

奋斗的历程，不禁感慨，是党和

人民把我从一名懵懂的归侨少

年培养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

学教师，为国家的教育和科研

事业做出了成绩，为祖国的富

强做出了贡献。

岁月弹指一挥间，回顾 60

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在

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正当

同学风华正茂，怀抱建设祖国

的赤诚之心归国。作为热血青

年的一份子，在印尼玛琅中华

中学毕业后，我也和同学们一

样响应祖国的召唤，加入归国

建设浪潮。

回国后所经历的道路并不

平坦，我和这一代归侨一样，经

历了许多“磨难”。

三年自然灾害
归国那时国家正遭受严重

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各种物

质供应匮乏，整个国家经济和

人民生活处在困难时期。1960

年 8 月刚回国的我们到了集美

侨校，发现食堂里烧的菜不仅

少油，还又老又硬。同学们发挥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笑称所吃

的菜为“无缝钢管”（空心菜）加

“钢板”（晒干海带）。为了改善

伙食，我们参加开荒种地，种些

牛皮菜等。生活虽然艰苦，但因

为已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我们

毫无怨言、安心学习。党和政府

非常关心侨生的生活和身体健

康，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仍保证

我们在学校里有 28 斤的粮食

定量和副食品供应等等。

民兵训练
厦门大学，这是当时全国

唯一的处于对敌斗争最前线

的高校。1958 年全校师生还曾

参与过对台的大炮战。1961 年

秋我考入厦大化学系。那年，

台海形势紧张，全校师生积极

投入民兵训练，参与到对敌斗

争的最前列。多少个夜晚，作

为学生的我们也是荷枪实弹

到厦大海边站岗放哨。训练虽

辛苦，站岗虽危险，但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作为归侨学生，

我为能参加民兵组织，投入对

敌斗争第一线，深感无比自

豪，也感谢国家对归侨的莫大

信任。

与农民“三共同”
参加农业劳动，和贫下中

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之为“三

共同”。大学入学不久，学校就

组织我们到同安农村支援夏

收夏种。这些农业劳动对我们

这些归侨学生是极大的挑战：

挑担子走起路来像扭秧歌；拿

起镰刀割稻竟把手指割伤，闹

出不少笑话。1965 年我们又到

上杭县参加为时半年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社

教）。这些活动使我们对广大

农村的面貌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与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

有件事我至今难忘，在当时

艰苦的环境下，我的房东为

了给我“改善伙食”，特地到

田里抓田鼠，煮熟了掺到饭

里给我吃。怕我不敢吃，事后

才告诉我。我打心底里感激他

们的爱心。

通过这些社会活动，我们

切身感受到当时贫下中农的

疾苦，更能体会到党和政府对

我们归侨学生的关爱和照顾。

体会到青年一代只有到生活

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

面，才能磨砺意志，茁壮成长。

可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

虹？

到艰苦的山区任教
“文革”后期在军垦农场劳

动锻炼 1 年半后，于 1970 年正

式分配到同安莲花山区一所小

学初中合并的学校（云埔小学 /

戴帽中学）任教。校长踩着自行

车，满心欢喜地到公社所在地

载我到校。据他说，这是村里来

的第一位大学生教师，村里的

家长及学生都寄予了很大的期

望。所谓“校舍”就是一间破庙，

两侧各一间教师住所，中堂便

是学生上课的教室。校长安排

我任初中班的班主任。这个班

的学生是“半工半读”性质，上

午上课，下午在农业基地劳动。

共两位老师负责这个班级的所

有课程。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

面对这样的环境，心里觉得不

是滋味。但面对纯朴的渴望学

习的农家学生和家长们的厚

望，我很快地调整了心态，回归

“初心”，逐步适应教学环境。经

过积极努力，我不仅取得教学成

绩，得到校方及家长们的赞许，

也获得了一辈子的真挚友谊。

经历了“磨难”和历练，我

的阅历丰富了，经验成熟了，也

迎来了国家和个人发展的春

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的

中华大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何其有幸，我置身于改革开放的

新时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见证着改革开放的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

国家需要大批的高素质的人

才，高校开始复课，需要大批教

学科研的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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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我被调回到母校任教，从事教

学与科研的工作。

在厦大化学系工作期间，

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及成果转化能

力，取得一些成果；先后在国内

外期刊杂志发表 30 多篇论文，

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

自己的科研成果，并多次被评

为优秀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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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香港大学进行科研协作。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

鞭自奋蹄。2000 年退休后由于

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我继续

返聘留任两年，为祖国建设贡

献余热。25年的教学生涯，为祖

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为祖

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顾 60 年来的经历，可谓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人生只有经过千遍万遍

的“过滤”，历尽“磨难”，最终才

能淘尽泥沙得到“黄金”成果。

退休后，国家给知识分子

以应有的待遇，老年生活有保

证，生活幸福安康。我们现在所

拥有的一切美好生活，能够在

那么舒适的环境下健康成长都

是因为祖国的强大。

伟大的祖国，您在新世纪

太阳的照耀下，一定会更加欣

欣向荣，更加美好！

伟大的祖国，我为你自豪！

伟大的祖国万岁！

□尤金跨———回国 60 周年随记

年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左一：尤金跨） 在激光扫描微区光电流谱实验室进行光电化学研究

嘉庚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