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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汫（口述）

我 1957 年从新加坡回到家乡安溪，接办了三叔父捐办的

幼儿园。64年来，我在党的培育下，从家庭主妇成长为一名幼

教工作者，培育大量幼儿上小学。我所在幼儿园成为全国少有

超半世纪的侨办幼儿园之一，我和幼儿园荣获许多全国和各

级表彰的荣誉。我曾荣任县人大常委会等单位的领导，还出席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受到胡耀邦总书

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合影留念，这些都让我终

生难忘。

归国接办幼儿园

荣获各级多项奖
我接办墩坂侨办幼儿园

以后，有了三叔父坚持捐资做

后盾，有各级各有关部门给予

关心和支持，有教师的辛勤努

力，墩坂侨办幼儿园的办学取

得了好成绩。创办 60 多年来，

已为小学输送了 5000 多名合

格的小学生，其中恢复高考以

来已有 100 多人考进大中专

院校深造，成为全国少有的办

园超过半个世纪的侨办幼儿

园。

我在新加坡只是一名家

庭妇女，既没有文化，也没有

工作经验，回国后在党的培育

下，得到家乡各部门的关心和

支持，我虚心求学求教，大胆

开展工作，培育了大量幼儿上

小学，得到各级各部门的肯定

和表彰，自己也从家庭主妇成

长为一名幼教工作者，为发展

幼教事业作出贡献。

幼儿园的创办获得成功，

荣获各级各部门的表彰，被县

委、县政府评为“文明单位”，

市教育局评为一级达标幼儿

园；省侨办授予“福建省侨务

工作先进单位”，省妇联授“福

建省三八红旗集体”等称号，肯

定创办幼儿园作出的贡献；时

任省委副书记何少川、副省长

潘心成，还来到幼儿园检查指

导工作，使幼儿园的师生受到

很大的鼓舞。

幼儿园还荣获全国有关

部门的表彰。1979 年全国妇联

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

号；1982 年国务院侨办和全国

侨联授予“全国侨务系统先进

集体”称号；1983 年全国儿童

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授予“全

国儿童少年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1999 年，北京科学电影制

片厂来幼儿园摄制《小朋友游

春》等 3 组影片，让师生受到

鼓舞。

我本人也先后荣获各级

各部门的肯定和表彰。我在当

选为多届的安溪县人大代表

之后，1983 年，当选为福建省

第六届人大代表，并在 1984

年当选为安溪县第九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在 1983 年的

安溪县第五次侨代会上，当选

为县侨联第五届副主席。我在

获得“省三八红旗手”之后，又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我的工作事迹，还被刊

载在《安溪乡讯》、《泉州乡

讯》、《福建侨乡报》、《女子天

地》、《福建日报》、《福建侨

报》等各级的多家报刊上发

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将

我的事迹向世界广播，我为

祖国的幼教事业作出一份贡

献，却得到各级的许多荣誉，

让海内外的同胞知道了，应

该感谢党和人民以及媒体给

我的这些殊荣。

领奖热泪洒京城
1982 年底，我接到侨办和

县侨联的通知说，国务院侨办

和全国侨联要在北京举行归

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先进个

人、先进集体表彰大会，要我

代表墩坂幼儿园先进集体出

席表彰大会。

接到通知后，我的心情非

常激动，一时热泪盈眶，当晚

睡不着觉。我反复想着，我只

是一个普通的归侨女，受三叔

之托办好幼儿园，却得到省市

县和全国各级部门的表彰，并

且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还

要我代表幼儿园赴京出席表

彰大会，享受这么高的荣誉，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大喜事。

我进京以后，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报到，参加受表

彰的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

作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

表共 1000 多人，这是我一生

中见到的最大场面。当天开预

备会后，我得知被安排为大会

主席团成员，并且是安排在第

二排，要面对台下的 1000 多

名代表，这更是我一生未曾见

过的场面。想到要让我坐在台

上第二排看着台下的上千名

代表，也让台下代表看着我，

我觉得很害怕，感觉一定坐不

住，还会发抖的。当晚回宿舍

后，我越想越害怕，忍不住哭

了。同宿舍的一位解放军代表

看到后，就赶快来安慰我，说

她明天会找有关负责人给我

调整位置，从前面移到后面，

你就不用怕了。第二天真的把

我位置从第二排移到第五排，

我这才放心了。

表彰大会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83 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

代表，并与我们合影留念。我站

在第二排，位于胡耀邦总书记

后面左边第六位。在照相之前，

胡耀邦总书记和其他领导人与

我们亲切握手，这是我一生最

幸福的时刻，我把这张照片，作

为珍品悬挂在大厅上。

获选闽籍优秀女性

幼儿园的创办经费，一直

由我三叔父支持，从未间断

过。1994 年 12 月，我三叔父在

新加坡逝世。他逝世后，幼儿

园经费由我的三叔母和她儿

子持续支持，决心把幼儿园持

续办下去。2006 年，我三叔母

回乡，看到幼儿园办得很成

功，感到非常高兴，又捐赠一

笔资金，重新装修幼儿园园舍

及添置教具，使幼儿园面貌焕

然一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年

龄逐渐增大，到 1984 年，我将

办园的任务交给媳妇周亚碧，

我当名誉园长和顾问。她入园

执教多年，从 1976 年起帮我

管理幼儿园。1991 年由县教育

局任命园长。她致力办园，曾

获县教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近年来生源逐渐减少，现在入

园人数只剩下 70 多人。

我三叔父除创办幼儿园

外，还热心家乡的各项公益事

业。1968 年，家乡发生特大洪

水，村里靠溪边的数十户人家

受灾，大量房屋倒塌，受灾乡

亲无家可归，我深表同情，就

向三叔父反映，三叔父即捐资

在村里盖了两排套间房子，每

排有 12 间房，共 24 间，每间

可住一家人。这些乡亲得到安

置后，都感谢我三叔父帮助他

们度难关。

我三叔父关心家乡教育

事业，1954 年曾捐资兴建墩坂

小学校舍，后又捐资扩建。

1984 年，村里筹建墩板中学，

村干部写信给我三叔父未见

回复，我即在信上签名盖印表

示支持。信寄出后，不久我三

叔母回来，告知村委会愿意捐

赠 100 万元建校舍，加上其他

侨亲捐资，共筹资近 200 万

元。校舍于 1986年建成招生上

课。三叔父荣获省政府首批颁

发的捐资办学金质奖章，他逝

世后，我三叔母和她的儿子继

续捐赠举办家乡的公益事业。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福建省妇联

在全省寻访与新中国共成长

的 70 位闽籍优秀女性，我作

为安溪侨乡的一名归侨女性，

有幸被选上了，安溪全县唯我

获此殊荣。接着，安溪县妇联

领导班子成员特地来到我的

家里，向我表示祝贺，并与我

话家常，详细了解我的生活情

况、身体情况，并为我送上鲜

花。县妇联领导赞扬我从一个

农村的普通女归侨，成长为曾

任县领导、名扬海内外的侨乡

女，希望我保重身体，安度晚

年，让我深受感动。

（陈克振整理）

我 1930 年 8 月生于新加

坡，祖籍南安市英都镇。我的祖

辈早年移居新加坡，父母生育

我们兄弟姐妹 10 人，我因家庭

困难未能上学。长大后与安溪

人吴彭泉结婚。丈夫的三叔父

吴水阁，是新加坡商界名人，热

心家乡教育事业，预见发展幼

儿教育的重要性，1955 年就捐

资在家乡创办墩坂侨办幼儿

园，以本家住宅为校舍，聘请教

师办学。

三叔父考虑为了办好幼儿

园，提议我们夫妇回乡接办幼

儿园。我们没文化没经验，担心

不能办好幼儿园，但是三叔父

鼓励我们大胆接办。我们尊崇

三叔父的教诲，就鼓起勇气，听

从三叔父的安排，决心努力克

服困难，尽力办好幼儿园，即于

1957 年 2 月受命回国，怀着一

股热情投身家乡的幼教事业，

挑起接办幼儿园的重任。

我们回国后，按照三叔父

的嘱咐接办幼儿园，由我担任

园长，负责管理幼儿园，聘请幼

儿园教师，招收幼儿入学上课。

丈夫协助我管理相关工作。俗

语说万事开头难，我们也是如

此。在刚办幼儿园时，遇到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但都被我们克服

了，终使幼儿园成功被接办了。

幼儿园开办时，还是解放

初期，乡亲们还没有见过幼儿

园，不了解幼儿园，招收幼儿入

学遇到困难。虽是实行免费入

园的，但报名入园的人很少。我

即到家乡各个角落，挨家挨户

进行动员，才有 30 多人报名入

园。开始只办一个班，后来增加

到近百人，办成三个班。

为了不辜负三叔父的期

望，我专心致志努力办好幼儿

园，经常向三叔父汇报办园的

情况，得到了他的赞扬和支持。

他鼓励说：“你尽力办好幼儿

园，所需经费由我负责，如有什

么困难，你尽管告诉我，我会帮

助解决。”他的关心和支持，增

强了我办好幼儿园的信心和力

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

地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幼儿

园也不例外。我向三叔父反映，

他鼓励和支持我坚持办下去。

我为了确保幼儿园能持续办下

去，采取分散办学的方法，把幼

儿园的三个班，分成 3 个地片

办班，以分散目标办园，使幼儿

园得以持续办下来。

1979 年，改革开放刚开始，

年逾古稀的三叔父，关心在家

乡创办的幼儿园，特地回来家

乡探亲，视察幼儿园创办的情

况。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

们表演的节目，翻阅孩子们的

练习本和图画簿，与园里的老

师和孩子们亲切交谈。他看到

孩子们穿着整洁、礼貌活泼，又

仔细察看各级奖励幼儿园的奖

旗、奖状和奖品。

在视察幼儿园之后，三叔

父对幼儿园的创办的效果很满

意，感到非常欣慰，觉得他捐办

的幼儿园有成效，捐赠的钱没

有白花。他满怀信心地说:“你

要坚持把幼儿园办下去，并继

续努力将幼儿园办好，有什么

困难随时告诉我，我会支持你

解决困难。”他还决定捐资兴建

一幢 3 层的大楼，作为幼儿园

的新校舍，并捐资添置幼儿园

的教学设备，为办好幼儿园创

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