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硕

苏圻天曾挨家挨户询问，助侨

胞寻根。

100多年前，澳头的第一艘木帆

船出发，直航新加坡，从此开始了澳

头乡亲在世界各地创造商业奇迹的

历程。100多年后，一批“侨三代”“侨

四代”带着祖先的遗愿，返乡寻根谒

祖。故乡的变化让他们感慨，他们希

望能融入家乡“美丽乡村”的建设。

作为翔安区首批“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澳头社区借着“美丽厦

门，共同缔造”的春风，利用“三海一

侨”的独特文化（即“海港文化”“海

防文化”“海鲜文化”“侨乡文化”），

团结广大海内外乡贤，形成了“海内

外共同缔造”的独特景象。

2015 年，马来西亚五条港侨胞

组团回乡寻亲。他们能够顺利找到

亲人，离不开苏圻天等人的努力。

苏圻天不仅 20 多年如一日保

护社区内的古迹，提醒澳头人不忘

祖先，还一直帮助侨胞找寻亲人。

“希望更多中国人走出去，也希望他

们还记得走回来。”这是苏圻天最大

的愿望，他说，家乡是维系情感的重

要纽带。侨胞回乡找到亲人相拥流

泪，对他触动很大。

澳头是闽南著名古渡口，一直

以来，商贾往来，门庭若市，善于经

商的澳头人更是走南闯北。如今，澳

头社区有一千多人，但在海外的澳

头人是这个数目的十几倍，他们遍

布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

可是，有些在海外的澳头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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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翻细浪，江抱清流。”厦门翔安区新店镇澳头社

区，地处厦门湾东岸，三面临海，港深水阔，是古时通往

南洋的重要通商港口，也是闽南著名的侨乡。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澳头在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有 1万多人，遍布

世界 14个国家和地区。

86 岁的苏圻天老人，生于斯长于斯，20 多年如一日

保护社区古迹，关心社区发展，弘扬妈祖文化，促进海内

外文化交流，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在此次疫情防控工

作中，他认真配合侨联、民宗部门的宣传、摸排、暂停活

动等各项防疫工作，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86 岁的苏圻天是澳头社区老人

会会长，澳头广应宫管委会主任。他

对社区事务的热心和坚持，有口皆

碑。最令人称道的是，他 20 多年如

一日，守护清代名臣苏廷玉题写的

“鳌石”。

在三棵百年榕树的包围中，一

方大石如鳌般休憩于此。石壁上，

“鳌石”两字苍劲浑厚。鳌石，被村民

视为澳头村历史文化的载体。据苏

圻天老人介绍，鳌石两字是清朝一

代名宦、澳头名士苏廷玉于 1843 年

所题，“鳌石”亦是他的名号。由于为

人刚正不阿，为民办实事，为村民所

敬仰。“我们全村人都把他题字的这

块石头，当成是他留给我们村最大

的文化遗产”，苏圻天自豪地说。

从 1994 年起，苏圻天只要看到

“鳌石”上的红漆褪色了，就会自掏

腰包买漆，认真重新描色。“这是老

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必须保

护好。”苏圻天说，苏廷玉是澳头的

骄傲，也是澳头人的榜样，他“清清

白白做人、清清廉廉做官”的品质，

值得子孙后代学习。

在澳头，有蒋、苏两大姓，各占一

半人口，蒋、苏两姓的祠堂前后相依

紧邻着。作为土生土长的澳头人，苏

圻天对村里的古迹颇为熟悉，对其中

的典故、美丽的传说更是如数家珍。

这里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桥乐安

桥、清代武德佐骑苏清浮妻洪氏节孝

坊以及澳头的“祖公”———自宋代起

便存在的“苏氏家庙”，还有两岸对峙时

期遗留的地下碉堡。所有这些文物古

迹，是乡村历史文明的见证，是海外侨

胞、台湾同胞寻根谒祖的实物标志。

几年前，村民还在退潮后的海

滩上，发现好几尊石马。苏圻天说，

自他记事起，那些石马就在海滩上

了，这些石马有 1米多长、半米多

高，他小时候常在海边骑马嬉戏。后

来，一部分石马被文物部门运走保

护起来了，经文物专家鉴定，它们为

清代中期的文物。

苏圻天说，保护好古迹，就是在

提醒澳头人铭记家乡、祖先遗训。他

希望，这样的工作能一直延续下去。

他的孩子非常懂事，已经表态愿意

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

家乡亲人失去联系了。如何

帮他们找到自己的根，成为

澳头老人会、华侨联谊会成

员的共同任务。苏圻天作为

老人会会长，当然要率先担

起寻人的重任。

这几年，在苏圻天等人

的努力下，越来越多海外澳

头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规

模最庞大的一次认亲是在

2015 年 1 月，马来西亚五条

港的 37 名侨胞回到澳头祭

祖。这些侨胞有些是年过古

稀的老人，有些是 20 多岁

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侨三

代”“侨四代”。等候在路边

的澳头居民自发组成锣鼓

队，迎接远道而来的亲人。

侨胞们参观了澳头社

区，看到了寓意怀念远方兄

弟的“怀远湖”、佑护远方游

子的妈祖庙，以及横跨在湖

面的双清桥……大家感慨:

“家乡实在太美了！”

随后，侨胞中的苏氏宗

亲前往苏氏宗祠祭祖，点三

炷香，替祖辈完成了迟来近

一个世纪的跪拜。“我爷爷

一直念叨着家乡，他这辈子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回

来。”侨胞老苏说。

除了帮海外澳头人寻

根，苏圻天还帮其他村居的

侨胞寻亲。这几年来，他一直

帮新店侨联普查全镇侨胞、

侨捐等情况。一名郭姓侨胞

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在翔安，

具体在哪里就不知道了。苏

圻天根据对新店各村居的了

解，骑自行车去浦边挨家挨

户找，最终帮侨胞找到了。侨

胞回来认亲时，与亲人紧紧

拥抱、流泪。这对苏圻天触动

很大，他感受到家乡和亲人

对一个人的意义。

苏圻天说，在他小时

候，海外的澳头侨胞曾给他

爷爷汇来募集的八九万元，

让他主持修建家乡的祖庙。

在上世纪 50 年代，那笔钱

是一笔巨款，但侨胞非常信

任地交给从未谋面的乡亲，

这让苏圻天印象深刻。

“他们这么信任我们，我们

更应该好好帮他们。”苏圻天

说，有时，他听到侨胞说起祖

辈未能回乡省亲的遗憾，他真

的很难受。他能体会到无法

叶落归根的惆怅。

苏圻天说，前几年，他去

泰国旅游过海关时，遇到会说

中文的泰国海关人员。苏圻天

很好奇对方中文为何说得这么

好。对方回答，他是华人。两人

一聊，苏圻天发现对方还会讲

带同安腔的闽南话。

“他跟我说，他的祖辈已

经到泰国很久了，但在家

里，长辈一直坚持家乡的方

言不能丢。因为会讲方言，

我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在哪里。”苏圻天当时十分

吃惊，他没想到在外的侨胞

会这么在乎自己的根在何

处。从那之后，他就更加热

心地帮侨胞寻根。

尽管已年过八旬，但苏圻

天对生活的热情丝毫不输给任

何一名年轻人。每天早上，他绕

着澳头的怀远湖晨练后归

家，然后吃下三大碗稀饭，

让年轻人都“甘拜下风”。

敞开肚皮吃饭，放开手

脚做事，是苏圻天的两大乐

事。虽然没有“实权”，但苏

圻天对村中事务和广应宫

事务尽心尽职，乐在其中。

支撑他做这些事情的动力，

正是他对家乡的热爱。

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

可能无法体会到家乡的重

要。因为有了像苏圻天这样

的热心人，漂泊在外的游子

才有机会找到自己的根。也

因为有了游子们回乡寻根，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才能

在海外代代相传。

（部分内容参考自《厦门

晚报》报道以及蒋永泰先生

论述）

20 多年如一日保护社区古迹

澳头村历史上为泉州府通往厦

门、台湾的官道码头，曾是商旅摩肩

的热闹之处。据光绪版《马巷厅志》

载：“妈祖宫在澳头海仔乾，前朝天启

年间建”，广应宫俗称妈祖宫，祀海神

妈祖。宫门正对大金门，海浪滚滚，潮

音声声，正是朝拜妈祖之胜地。

历史上由于沿海倭寇、迁界、抗

日、炮战等原因，庙宇屡经兴废。20

世纪二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曾由澳头

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先后捐资维修；

1995 年春，村人又发起重修广应

宫，村民纷纷解囊，海外华侨也踊跃

捐款，内外协力，在 1997 年 5 月将

广应宫重建一新，使宫宇重现昔日

辉煌。

苏圻天说，除了鳌石，另一处重

要文物所在是新加坡华侨蒋骥甫于

1934 年兴建的“我素庐”，后来曾改

为学校和抗日活动场所。他讲述了

1949 秋年国民党飞机轰炸“我素

庐”的亲身经历：“当年，我 13 岁，和

同村的苏炳德去我素庐东北边淘淡

水沙，突然飞来一架金光闪闪的飞

机，我们马上跑到洋楼(我素庐)一

楼楼梯底下躲避，约 5分钟左右，听

到外面响起很大的爆炸声，顿时整

栋洋楼振动起来。出来后，看到洋楼

正面龙舟池里被飞机扔下的炸弹炸

出很大很深的弹坑。”

从“我素庐”二楼窗台往窗下看，

楼下的正前门外就是当年被 500 磅

炸弹炸中的龙舟池。时光变迁，2014

年，翔安区政府在澳头“美丽乡村”建

设时对龙舟池进行提升改造，现在已

成为澳头渔港艺术小镇一处风景亮

丽的旅游景点“怀远湖公园”。

澳头社区的“美丽乡村”建设，

离不开土生土长的 1000 多名居民。

“有 90%以上的居民支持澳头社区

的美丽乡村建设。”苏圻天说，当年

战争期间，澳头全村几乎成为一片

废墟，如今这个村庄已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经历过苦难

的老一辈来说，格外值得珍惜。

苏圻天拿自己举例子:“现在每

天去晨练，都要绕着怀远湖走两圈，

呼吸新鲜空气，觉得神清气爽。”他

说，不仅是他，很多居民都喜欢带着

孩子在这里休闲散步，而在从前，这

里曾经是个臭水淤积、蚊虫滋生的

大水塘，人们路过都要捂着鼻子。

“社区更漂亮了，住在这里也觉得

舒服，大家当然会支持。”苏圻天说，澳

头是个传统的渔村，原先村路边上堆

满了打渔或养殖用的各种工具，房前

屋后还有鸡圈鸭棚，卫生状况很差。

现在，居民们都转换思路，主动配合

社区工作，前几年澳头就顺利完成了

路网、公园和绿化等改造建设。苏圻

天说，澳头居民都盼望着自己的家

园能成为闽南最美丽的海港侨村。

侨乡新风采

热心协助侨务工作

苏圻天老人 多年来如一日守护鳌石。

澳头怀远湖上美丽的双清桥。

我素庐正面八

根罗马柱十分壮观。

苏圻天在澳头广应宫接待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