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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六届“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初评结

果揭晓，由福建省文旅厅、文物

局主办，福建省博物院承办的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百国

百侨百物展》成功入围。

展览开创性地使用 3 个

“百”的策展理念，历时 3年，从

世界各地精选文物、侨批、文献

资料 300 余件。“一封侨批就是

一个故事”，此次特别展出侨批

13件套，为展览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三百”展览放异彩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

华人。”为展现华侨华人热爱故

土、无私奉献、艰苦创业、自强

不息的精神，福建省博物院于

2018年向泉州民间收藏家征集

了 3 万余件侨批，经研究人员

认真解读，精心选取了其中 13

件套用于本次展览。

侨批，又称“银信”“番批”，

是历史上华侨华人经由水客、

侨批局等民间渠道，寄给国内

亲人的书信、汇款票据等。由于

侨批档案真实地记录了华侨华

人过往的生活经历，因而能全

面反映侨乡和侨居地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

侨批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一

大批归国侨眷和中青年观众，取

得了不错的反响。据介绍，展览勾

起了归国侨眷们的回忆，他们动

情地为现场观众作起了讲解，还

有不少观众认出了展览中的家

乡人，不约而同地向大家介绍，洋

溢着自豪之情。“侨批主要集中在

广东、海南和福建的闽南地区，有

很多人还不太熟悉。此次作为展

品展出，起到了对侨批的推广与

宣传的效果。”福建博物院副院长

张焕新透露，福建博物院还计划

将展览推广到海外，届时侨批将

受到更多海外人士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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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物院此次展出了 19

世纪以来的侨批书信，勾勒出

华侨群体的生命历程———

有华人初到海外谋生的艰

难。1898年 12 月，李种德到马

来亚谋生，他在信中写到：“祖

母、母亲二老大人下：儿现时在

吡叻坡顺茂行中，微躯粗安，不

须介意。况此际暂‘新客’，百凡

生疏，未得微利，先借英良二贰

元寄邱铜夏带回……”

有父亲对儿女的谆谆教

诲。1948年，一位身处印尼的父

亲写下：“刻下正是汝兄弟用功

求学之时，古人说‘少年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望汝专心求

进，毋负余之所望，是祷。”

有游子诉说对祖国的思

念。在纽约的老华侨边守晨写

到：“我待它(老手表)如宝贝一

样珍藏，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

了亲人对我的想念，也让我带

着希冀的心去回望属于我们的

过往岁月，尽管，岁月早已远

去。”

侨批故事里有华侨华人自

强不息的拼搏之路，有对亲情

绵亘的留恋难舍，更有海外侨

胞报效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1939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

正处于艰难时期，中国的海上

港口几乎被完全封锁，滇缅公

路成为抢运军事物资的生命

线。华侨女教师白雪娇加入南

侨机工回国抗日，瞒着父母报

了名，临行前才给父母留下告

别信，轰动一时。

她写道：“亲爱的双亲，此

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

不免凄怆心酸。但是，以有用之

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

与无谓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

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

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

此是不曾辜负了。”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与家

人联系交流、带信带钱带物的

特殊文献载体。其中，侨批书信

所记载的信息是真实的、私密

的，是未经雕琢的史信，被誉为

中国‘20世纪的敦煌文书’。”中

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黄海清这样总结。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常回“家”看看：

□ 曾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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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厦门较少关注来自香港

的一些新闻，但是通过朋友、家人

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信息，本来我

也就是朋友圈发发牢骚，但是，这

几天听说“毒派分子”居然围攻警

察局，震惊之下，想分享一些在大

陆的所见所闻所得。号召在香港

的年轻人多来大陆走走多看看，

不要被舆论和有心人所误导，因

为你们这样做，只会一步步摧毁

香港。

看似合理的事情，往往存在

另外一种可能，建议大家很多时

候要冷静去思考问题，考虑自己

的未来，没有必要沦为别人政治

需要的牺牲品，多一点思考。我也

是年轻人。一个在大陆创业的“半

香港人”。

从“占中”开始，到近段时间

的“反逃犯条例”，通过观察香港

一些人的做法，香港政府的一些

做法，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态度，

我终于摸清楚一些脉络。整个香

港到目前为止透出了一股诡异的

气息，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中国人是从上下几千年的封

建斗争中走过来的。论斗争经验，

无出中国人之右。而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多党合作政治

制度，可以说在世界史上都从未

有过。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

实力、军事实力，可以说是近代以

来最强的。中国国内治安，据我所

知，也是领先世界的。这些成就都

是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

得的。而带领中国取得这样成就

的强势政党，为了香港回归大陆，

中央政府都可以提出“一国两制”

这样的政治方案，并且设立香港

特别行政区，给予香港特殊的经

济、政治地位，释放大量的善意。

本意是什么呢？我想，是想释

放一个信号，中国，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必定走法治和民主的道

路。据我所知，在大陆，不仅只有

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

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

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

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等八个

民主党派。在政府机构里面很多

要职都是由这些民主党派的党员

担任。而且民主党派担任要职的

比例一直在放大。

这些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一

直在践行民主政体。因此，西方国

家一直攻击中国不民主，这是不

对的。只能说明他们很无知，或者

故意丑化中国。其实呢，甚至设立

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一种民主的

表现。设想一下，比人，中国人少

吗？比钱，中国人少吗？比军事，中

国现在军事力量弱吗？那么，如果

真想让香港不民主做不到吗？我

想，以现在中国的实力，只要三

天。

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中央政

府如此强大，却对香港很“宽容”。

香港政府要修订“逃犯条例”，有

一些香港人大闹特闹，但是中央

政府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有一些

人，甚至有一些外国媒体居然问

中国，你们为什么要逼香港政府

修订“逃犯条例”？

荒谬，中央政府需要逼香港特

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吗？真想抓

人，一部反国家分裂法治不了你

吗？增派驻港部队不行吗？军警协

助香港警队不行吗？暂停立法会，

接管香港特区政府不行吗？是香港

特区政府无能？是中央政府治不了

这些港独分子？是国外反华势力能

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抗吗？

根本不是。

对中央政府来说，香港修订

不修订逃犯条例，其实都一样。香

港现在的乱，大致是这个情况：

外国反华势力，从中作祟。

香港里面的确有一些外国人

走狗。

港府一心法治，真心为香港

市民着想。

中央人民政府，信守承诺一

国两制。

香港社会、香港年轻人沦为

反华势力牺牲品。

中央人民政府对国外反华势

力将计就计。

所以，看起来复杂，其实并不

复杂。无非就是国外反华势力利

用香港自由港特性，利用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的特性，在一些汉奸

走狗的帮助下怂恿香港年轻人在

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发起冲

击，意图拖慢、阻扰中国各项崛起

的发展势头。把整个香港作为牵

制中国崛起和发展的一枚棋子。

而中央政府则将计就计在香港

“陪着”下了一盘棋。一盘注定只

赢不输的棋。

在大陆，中央政府正在进行

扫黑除恶的行动，喊出的口号是：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领土面

积都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就只

有香港管不了？不可能吧？看来看

去最大的可能主要是这三点：

第一，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

把铁拳对准被利用的无辜香港市

民。

第二, 中央政府始终在努力

践行民主与法制。

第三，中央政府正在将计就

计。

所以，并不是中央政府做不

到，而是不愿意。不是那些反华势

力和走狗力量强大，而是时机不

成熟。真想抓人也就一晚上的事

情。能在中国搞事情的，能给中国

添堵的有哪些地方？无外乎西藏、

新疆、南海、钓鱼岛、香港、台湾、

对外贸易、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

的互联网。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本身就

有自由的属性，还有特区的属性，

不管怎么乱也就芥癣之疾。我猜

测，既然那些反华势力想扰乱中

国，不给它们一点机会是不行的。

所以，其实香港的问题也是中央

政府有意放开的，这是围三缺一

之策。你们不是说中国没人权吗？

行，我就给你所谓人权。你们不是

说中国不民主吗？行，给你们香港

自治。结果呢，整个香港社会动

荡。是谁引起的？还不是香港人自

己被这些有心人利用了。这些乱

毒真正影响、扰乱的不是大陆经

济，而是香港经济。

还有那些港独分子，说实话，

你们是注定输得一败涂地。你们

为了私人利益就敢不顾香港的整

体利益，天天鼓动香港年轻人捣

乱。你们会成为汉奸、成为历史上

的罪人而被后人铭记。

万一香港真独立了，有多少

人，多少国家要把手伸向香港，染

指香港？届时，各方利益牵动下，

香港市民还有好日子过吗？天天

游行？天天罢工？不用 1个月，香

港经济就一塌糊涂。委内瑞拉的

现状就是香港的未来。

冲动的做法不会让香港经济

变好，只会导致香港慢慢丧失自

由港的优势，沦为不入流的城市。

（投稿人：曾毅嘉，福建厦门

人，民建会员，思明区侨联委员，

思明区商会副会长。现工作于厦

门互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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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侨史勾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