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想想，我的开学第一课

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那一课

距今已经快40年了。可是，开学第

一课时的情形，至今仍印象深刻。

在我家附近有两所小学，一

所离家较近，步行只需十分钟

的时间，还有一所离家要远一

些，步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我

所上的小学，是离家较远的那

一所，之所以舍近而求远，是因

为学区的原因，我们的村庄划

归了较远的那所小学。其实在

乡村，都是乡里乡亲的住着，学

区划分并没有很严格的界限，

学校的老师和我们都沾着亲，

那年代就近入学只是长辈们见

面打声招呼的事，并不麻烦。

父亲在离家较远的那所小

学校任民办教师，我便被父亲

送到了那所小学念书，似乎也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所学校

坐北朝南，学校没有围墙，东西

向的一排平房是教室，教室南

面有一个操场，和一条乡村公

路连着，路的南面有一个不大

的池塘。学校操场上有几棵大

梧桐树，梧桐树的分杈上竖着

固定了几根竹竿，竹竿上滑溜

溜的。我看见一些高年级的孩

子在抢着往竹竿上爬，爬到高

处，又顺着竹竿溜下来，心里也

痒痒的。那些滑溜溜的竹竿，是

我们上体育课时男生比赛爬竿

用的，女生则在一旁跳房子。

父亲将我领到教室里，就走

了，那里已经有许多和我年龄

相仿的孩子了。在这些陌生人

的中间，我只能左右看着，不敢

乱动。上课铃响了，进来一位穿

着一身像旧军装的老师，他说

他姓黄，我差点就笑出来了，还

是不敢，总觉得他应该是解放

军，解放军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我怎么敢嘲笑解放军叔叔呢。

黄老师后面跟着年纪大一点的

校长，那节课，校长说了很多。

他说，我们要植树造林，绿化祖

国。不植树造林我们拿什么来

做课桌和椅子呢。还说我们要

热爱劳动之类的话，校长讲了

很多，并没有讲学习，可我能记

住的并不多。

后来，我才知道校长所讲的

话，都是有所指的。冬天，我们要

背着锄头到学校，有时一个下午

都是劳动课，要到学校附近的杉

木山或油茶山上去，把成行的杉

木和油茶的林间空地翻挖一遍，

一个人一行，谁也偷不了懒，挖完

了，才可以放学回家。上劳动课

时，可以在林间嬉闹，也会磨出一

手的血泡，可我们依然喜欢上劳

动课，那样自由。

春天，学校南面茶园里的茶

叶萌芽了，正是采茶的好季节。清

晨，我们要去茶园里采茶。茶园周

围栽了一圈檫木，檫木笔直挺拔，

树冠自然张开，树形很好看，围着

茶园一圈，看上去极有气势。初

春，檫木刚刚萌芽，一树明黄如金

的嫩叶，在清晨的阳光里，像开着

满树的黄花，也像是张开一树的

金叶，真是耐看。

茶园里的茶垄一行行，深翠

的茶棵上，已经萌出一层淡绿

浅黄的嫩芽，茸茸的芽叶上挂

着点点的露珠，我们一伸手，碰

落了露珠，摘下了芽叶，茶棵就

没有刚才好看了。不过，并不用

担心，过不了多久，又会从茶树

的叶腋间长出新的嫩叶来，茸

茸的芽叶上依然挂着点点清

露。清晨的茶园里，有一股特别

好闻的清新气息。茶园里一行

行的茶树都修剪得很齐整，面

上呈半圆形，一眼望过去，像层

层的绿浪，我们在绿浪间追逐

嬉笑，也在绿浪里停驻采茶，一

个早上，茶园里的笑闹之声不绝，

这时候是没有老师来管束我们

的。茶园那么大，我们散落其间，

像散落在山坡间的一群小羊，即

便是高明的牧羊人也会拿我们没

有办法的。茶园，曾是我们的课

堂，自由而又快乐的课堂。

孩子们快开学了，我想起自

己的开学第一课，我在想，它究竟

教给了我什么呢？一个简朴的道

理，一个受益终身的习惯，还是一

颗懂得感恩的心，好像都有，又好

像都没有说得明白。开学第一课，

只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不管到

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站在这个

起点上，一直向前。

（来源：《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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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风光

（接 3版）

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侨星

调整了企业内部结构。1982 年 2

月，创办啤酒瓶盖厂，12 月更名为

华星包装厂，主要为味精与啤酒

提供包装袋、啤酒瓶盖，1985 年开

始承接部分对外加工和来料加工

等业务。1984 年 5月，将侨星化工

厂与南海兴业合资后的富余人员

组织起来，成立厦门侨星工贸公

司，专业从事贸易。1985 年 4 月，

侨星化工厂经省侨办批准，成立

厦门华侨企业公司，属总公司性

质。1988 年 8 月，成立侨星进出口

公司。为了更有效保障厂区的生

产用气，原锅炉厂续用侨星化工

厂字号，1988 年独立经营。除了内

部结构调整之外，还与国内其它

企业进行联合：1985 年 7 月与上

海国棉廿一厂联营组成商贸性经

济实体———申侨贸易公司，进行

优势互补。华侨企业公司与浙江

大学、湖南岳阳石油化工总厂联

合创办华侨联合化工厂，生产消

泡剂，1988 年 4月投产。与天马华

侨农场合办纸箱厂，与浙江嘉兴、

江苏无锡东亭联营办麦芽厂，建

立原料基地。合作之余，主动以自

身技术优势协助广西武鸣明宁华

侨农场开办味精厂，为侨务工作

做出新贡献。

经过这一系列重组，侨星形

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以华

侨企业公司为总公司，下辖侨星

化工厂、华侨啤酒厂、华星包装

厂、侨星工贸公司、侨星进出口公

滑落与失落
（1989-2003）

司五个独立核算单位，申侨贸

易公司、华侨联合化工厂、纸箱

厂三个联营实体以及一个中外

合资企业———华厦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侨星事业兴旺，如日中

天。

侨星产品在各项评比中屡

获殊荣：海燕味精是侨星的拳

头产品，1982 年获轻工业部优

质产品称号；1983 年，荣获轻工

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和全国食品

工业协会评比第六名。1988 年

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厦门

华侨食品有限公司的“海燕牌”

99%晶体味精获金质奖；华侨啤

酒厂“鼓浪屿牌”啤酒获铜质

奖。福建省共获五个金质奖、一

个银质奖、一个铜质奖，侨星就

独占其二。作为出口产品的“水

仙牌”味精，1980 年被福建省人

民政府评为优质产品。

侨星登上发展的顶峰，有天

时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人和。

1981 年 8 月 13 日的《厦门日

报》有篇题为《我们是建设者》

的报道，讲述了在厦门侨星化

工厂，人们传扬着“耐温将军”

的佳名。说的是这个厂的归侨

女工许巧銮十六年如一日，在

四十多度高温下坚持工作的事

迹。许巧銮说“我们从海外回

来，就是为了建设祖国。建设者

哪有不吃苦的!”这样的人物与

事例不胜枚举，归侨侨眷等职

工以勤俭、智慧、苦干造就了侨

星的辉煌。

华厦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在合

资过程中出现了重重危机。由于

外方不能提供先进的原料与技

术，侨星决定提前清算，结束合资

合同。1996 年 7月，华厦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提前8年终止合资。

轻工行业多数国有企业存

在着设备老化、人员过多、资产

缺乏活力的问题，侨星也不例

外。味精、啤酒两大产业错过新

一轮发展良机，技术设备落后，

产量停滞不前。此外，国营、国

有企业承担了“企业办社会”的

重担，侨星作为归难侨安置基

地，不仅办社会，而且办侨务。

虽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

策，但安置费用主要靠企业自

身积累。归侨进入工厂，得到一

份工作只是安置的开始，企业

要照料职工的生、老、病、养、

死。对归侨而言，侨星不只是工

作单位，还是一个大家庭、大学

校。对社会而言，侨星不仅是经

济生产单位，还是锻造社会主

义建设者的熔炉。

2003 年，为服从厦门市政

府旧城改造规划要求，侨星化

工厂实施了工厂整体搬迁、人

员安置分流。搬迁、改制可能只

是短时间的动作，但随之而来

的一系列问题却花了十余年的

时间才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侨星的搬迁、没落，对职工，

特别是归侨职工来说，是伤心

的往事。近 20 年过去了，侨星从

地图上消失，从当代人的记忆

中隐去。但对侨星人而言，那是

他们为之奉献了青春、热情的

岁月，是厂，更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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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华侨历史论丛第九辑》福建华

侨历史学会编2004年 8月

《侨星起落———厦门侨星企业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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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铜胜海鸟乐园
□吴鹏 蔡丽军 朱昌藏

福鼎日屿岛是世界易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

鹭的全球第二大繁殖地。被视为“鸟类熊猫”的黄嘴白鹭，种群数量在全

球不足 2000 只。

日屿岛位于福鼎市沙埕港东南方 16 海里，自古就是海鸟聚居的乐

园。2008 年以来，福鼎市政府对日屿岛进行了封闭式保护。作为福建省

唯一以保护鸟类资源及其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日屿岛现已吸引

1万余只各类鸟儿。 （来源：东南网）

好生态催生“美好”产业
□林斯乾

上杭县步云乡凭借良好的高山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发展催延花

期或花期控制的催花产业，通过“公司＋农户”等方式，建立了 300 多亩

蝴蝶兰催花基地，每年为漳州、厦门和广东汕头等地客商提供催花 200

多万盆，年产值近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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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侨啤酒厂剪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