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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

归国手记

———旅菲华侨王荣忠疫情期间的归国感言
“如果不是因为有重要事

情要回国办理，我不会回来给

祖国添麻烦。”8 月 28 日，石狮

籍旅菲青年侨领、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宾联会会长王荣忠携

妻子从菲律宾踏上了回国的

飞机。国外疫情不容乐观，他

们担心给国家、给亲人带来麻

烦，行程中，他们自觉地进行

自我管控。一下飞机，王荣忠

夫妇严格按照政府的安排前

往“石狮市锦尚健康家园”集

中医学观察点进行 14 天的集

中隔离。

疫情期间归国

感受到临时“家”的温暖
这是疫情后王荣忠第一次

回国，以往逢年过节都要回石

狮的他，心里却忐忑不安。国外

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此时回国，

除了要进行集中隔离观察，他

更担心会被乡亲们当做“瘟疫”

一样另眼相待。入驻“锦尚健康

家园”后，嘘寒问暖的工作人员

和热情照护的医护人员打消了

他的顾虑与不安。

“我住的地方环境很洁净，

房间里配备有茶具、茶叶，有闽

南伴手礼糕点、果糖等名特小

吃。回到这里，犹如回到了小时

候的家里，房间虽不大，但舒

适。特别是医护人员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照护，让我感觉比住

五星级酒店还安全、周到、温

馨。这种隔离方式，满满都是

爱啊。呼吸着家乡的新鲜空

气，接受着家乡政府的温馨关

怀，萦绕心头的阴霾一扫而

空，长途跋涉的疲惫烟消云散

……”王荣忠回忆时面带着微

笑说：“我回家了，回家的感觉

真好！”

“有感冒发烧也不用怕，一

定要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一

定要告诉我！”“缺什么、想吃什

么尽管说，工作人员 24 小时都

在! ”……在隔离的 14 天，工作

人员和医护人员每天嘘寒问

暖、端水送饭。“这里的伙食还

每天都不一样，家园为我们精

心准备了贴心的家常菜，干净

卫生有营养，让我们如同回到

自己的小家一般。医护人员把

每个接受隔离观察的人，都当

做亲人一般对待，不会因为你

是刚从国外回来而避之不及。

这种大爱精神，是我回来之前

在国外意想不到的。”王荣忠感

动之余，又有些心疼，“你想啊，

30℃以上的高温天气，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每天都要接触那

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冒着被

感染的风险零距离地照顾你，

还笑着对你说不用担心别害

怕，这就是国内真实的防控一

线！真好！作为一个华侨，我为

祖国有这么一群甘于奉献的人

而骄傲！”

后来，王荣忠在参加今年石

狮市“迎中秋·庆国庆”茶话会

时，从石狮市委副书记、市长黄

春辉的谈话中了解到：当初在

筹建集中隔离点的时候，陈伟

祥、张子群等政府部门的领导

干部成为第一批“体验者”，就

是为了确保归国华侨华人们能

够住得安心，希望能让他们在

这个临时的“家”感受到温暖，

让“隔离”不隔“爱”。了解到家

乡政府的良苦用心之后，王荣

忠为之动容，深情而激动地说：

“祖国真好！政府真好！感谢你

们，你们辛苦了！”

怀着感恩之心

感受家乡发展变化
今年 10 月 1 日，恰逢国

庆、中秋双节并至，早已结束隔

离的王荣忠在举国同庆、万家

团圆之际，特意带上月饼、水果

等来到“锦尚健康家园”慰问始

终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医护

人员。“邱友炳、蔡金旺、蔡东

华、李婉典、王显明、林新苗、邱

章铭、黄斌斌、谢贤树……”他

一个一个地叫出了他们的名

字。记住你的名字，是最好的谢

意，是最内心的感恩。“给你们

添麻烦了，谢谢你们 14 天如一

日的照顾！是你们给了我一次

美好、快乐的隔离体验！”王荣

忠很感激。

这次回国，王荣忠不忘关

心家乡事业。他去了“十里黄金

海岸”，去了“六百年古卫城”，

去了“万亩城市公园”……用心

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石狮的

发展太快了！”王荣忠欣喜万

分。

他还特地去了几趟祥芝码

头。“你看祥芝码头———太美

了！从码头往岸上望，房屋依山

而建，层层叠加，错落别致，似

布达拉宫般壮观；从岸上往码

头望，林立的桅杆，聚集的船

阵，夕阳映晖，舟船摇曳，如诗

如画美景令人陶醉。”说起渔

港，谈及家乡，王荣忠兴致盎

然。“家乡不仅宜居，更加宜业

哦。”是啊，当前，石狮实体经济

蓬勃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构建起以纺织服装、智能制造、

海洋食品三大制造业和专业市

场、港口物流、滨海旅游三大服

务业为主的“3+3+N”产业体

系。同时，石狮还成为了全国首

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预包

装食品试点。今年，在疫情的影

响下，很多地区乃至于国家经

济都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国内

疫情防控稳定向好态势继续巩

固，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加快恢

复，石狮作为侨乡，还出台了一

系列欢迎游子回归投资创业的

优惠政策。

实地感受了家乡的变化和

了解了石狮的政策后，王荣忠

充满憧憬地说：“现在正是海内

外乡亲回归兴业、造福桑梓、反

哺家乡建设的好时机。”“今年，

我儿子承蒙东方海洋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邱金共的引荐，被

召回石狮投资创业，做的是海

洋食品项目，4月份入驻了石狮

国际食品城。我相信儿子在政

府的关心与支持下，一定能把

公司项目做得更优、更大、更

强。”谈及儿子回乡反哺，王荣

忠满脸荣光。他的儿子叫王乙

鹏，毕业于厦门大学，同时也是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青年

部主任。对于此次儿子回家乡

创业的决定，他非常开心，同时

予以大力支持。

“祖国真好！政府真好！家

乡真好！”王荣忠再次深情地

说，“我在国外能够顺利发展，

离不开强大的祖国，离不开可

爱的家乡。作为一个华侨，理应

时刻不忘祖国，不忘自己的根，

有机会一定要反哺家乡，为家

乡更加繁荣而尽心尽力。这既

是荣誉也是使命！”他的目光充

满坚定与信心。

□陈文星陈欣荣 潘艳芬

老一辈革命家———全国华

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全国侨联副主席方方，原名

方思琼，1904年 6月出生于广东

普宁洪阳镇西村，1919年五四运

动时就开始到学生爱国讲习所学

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投身

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运动之中。

普宁的方家是当地有名有

势力的封建豪绅大族，方方的革

命行动触动了当地官僚地主势

利的利益，更为方氏家族封建豪

绅所不容，叫嚣要杀他“祭旗”,不

准他姓方。方方表示了自己坚定

的革命信念，“不给我姓方，我偏要

姓方，连名字也叫方”，“方方”成为

了他一生中最响亮的名字。

方方在 1925 年 5 月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春

转为中共党员，在这期间方方

写了《述怀》一诗:

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汐；

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

从此，方方在长期的革命

斗争中不断成长，在各个革命

时期的浴血奋斗中，方方展现

出了忠贞不渝的革命理想、卓

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在艰苦卓绝

斗争环境中久经考验的共产主

义忠诚战士的高贵品质。

土地革命时期，方方参与

建立东江革命根椐地和东江红

军工作，1923 年方方在任中共

杭武县委书记、上杭县委书记

期间，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扩红”(扩大红军)运动，创

建了“全苏维埃第一模范区”，

才溪乡被党中央授予“中央苏

区模范区”光荣称号，在才溪乡

建立“光荣亭”。1933 年 11 月，

毛泽东第三次到才溪乡调研，

写下《才溪乡调查》，将其经验

在苏区广泛推广。

1933年 10月，方方当选为

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代理书

记。红军主力长征后，方方奉命

与张鼎氶、邓子恢等一起留在闽

西南率红八团、红九团与地方武

装和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的游

击战争，顽强地与数倍于自己的敌

人周旋，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

建立了纵横 300余里的游击根据

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1937 年 2 月 7 日, 毛泽东

在延安听取了方方代表闽西南

军政委员会汇报闽西南三年游

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说：你们

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培养了这

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

保住了 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

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

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潭各位

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

的艰苦奋斗有很大的功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

初期，方方教导闽西南农民开

展保田斗争，为农民保住 20 万

亩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有土地就有希望，这是多么大

的一件功德啊。这件事受到毛

泽东和党中央高度赞扬，称赞

方方：“南方有清流”。

1943 年 8 月，方方到延安

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5 年 4 月，方方出席在

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方方多次受到毛泽东接

见，三次受到他的表扬。

1946年1月，方方出任国、共、

美三方在北平共同组成的军调部

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随后到广

州与国民党广东当局进行谈判。

1947 年 5 月，方方任中共

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期间领导

香港分局，广泛团结各民族党

派、民主人士和港澳同胞、海外

侨胞，在政治上及文化、宣传、

经济等方面密切合作，取得卓著

成效。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按照中央指示，在方方和香

港分局精心策划和组织下，先后

护送了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何

香凝、潭平山、蔡廷锴等 100 多

人脱离香港，经深圳北上，参加

新政协，受到中共中央的嘉许。

1948 年底，方方提出解放

华南总基地的战略思想，并领

导华南地区迅速组建主力团和

游击队打出外线作战，配合解

放军主力南下，为解放广东和

华南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 4月，中共中央香港

分局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方方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方

方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

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协

助叶剑英主政广东。在此其间，

方方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

导下，从广东省社会情况复杂的

实际出发，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土

改政策，在土改中对华侨、工商

业者兼地主及开明绅士、知识分

子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为广东的

土改运动作出重要贡献。

1955 年后, 方方调任全国

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全国侨联副主席，为新中国建

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

维护广大的海外侨胞、港澳台

同胞的利益做了大量工作。

1971 年，方方被迫害含冤

逝世，时年 67 岁。

文革后，方方得到昭雪平

反，恢复名誉。民间集资，先后在

福建省长汀县和广东省普宁县建

立方方纪念馆，以弘扬革命传统，

缅怀革命家方方光辉的一生。

今年是方方诞辰 116周年。

我们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香

港深深地怀念他。自 1961年起，

我连续三次到才溪乡采风，受才

溪革命历史感动，先后创作了国

画《毛主席才溪调查》《才溪红孩

子》《红军练兵场》《将军乡》《才溪

十三组》《才溪光荣亭》《才溪革

命烈士纪念碑》，版画有《星火燎

原》《才溪乡革命斗史》等。我也

到访过长汀县方方纪念馆，还写

下一篇纪念文章。而今，不忘初

心，重温方方的事迹,受益更深。

我们香港书画家交流协会的书

画家们要努力创作更多书画作

品，来缅怀、纪念老一辈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