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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水陆

2021 年 7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历史记载着她前进的每一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

大的中华民族经历 28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似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经过 70

多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祖国已摆脱了过去的屈辱与贫穷，初步建成繁荣昌盛

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

然而，抚今追昔，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以及参军从戎、战火洗礼、保家卫国的青春年华，不时

萦绕心间，难以忘怀……

一心向国 全家归国

1951 年 6 月我出生在印尼邦

加岛，兄弟姐妹 5个。祖母开一家

食杂店，父亲受雇开货车搞运输，

家道殷实。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上

世纪五十年代末，印尼排华浪潮

汹涌，祖父遭印尼人杀害，丢下二

个姑姑、一个叔叔和我父亲（排行

老大，年仅 16 岁）。

祖父离世后，祖母含辛茹苦

拉扯一家子过日子。日子虽然

艰辛，可是，目不识丁的祖母做

生意是把好手，心算口算比谁

都快。父亲卖过香烟，给人开

车，后来自己买了车拉货搞运

输；祖母白天开店，晚上到电影

院门口摆摊，八、九岁的我已经

是她的好帮手，帮着叫卖花生、

糖果、瓜子，像《红灯纪》李铁梅

唱的那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眼见日子逐渐好起来，可印尼

政府开始出台限制华人经商的

政策，特别是禁止华文教育这

一项，强廹华人“变番”入印尼

籍，让许多华人无法接受，所以

才有那时的回国潮。

1960 年 6 月，祖母携老带幼

九口人自费回到祖国，被安置

在泉州双阳华侨农场。那时带

回行李大木箱七八件、“三转一

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

音机）；食品有咖啡、糖、黄油、

饼干，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是

多么珍贵。

执行任务历尽艰辛

1965 年“文革”开始了，我才

上了初中二年级就没书读了。

1969 年底我参军入伍，度过七年

的军旅生活。在绿色军营革命熔

炉里锻炼成长，党的培养教育使

我迅速提高了觉悟。新兵一入伍

就投入到紧张的战备训练，练完

队列就上炮。重庆的夏天烈日炎

炎，掩体里温度高达 38-40 度。

一天训练下来都是汗流浃背，皮

肤晒得黝黑黝黑的。在一次野营

拉练，因天降大雨山高路滑，炮车

上山受阻。我们两个闽籍新兵，由

于缺少经验，差点酿成车毁人亡

的重大事故。班里出了这么大事，

那年全班没人评上五好战士。

1970 年至 1973 年，我国援助

老挝修建一条公路。我们是高炮

部队，担负防空任务，在那八百多

个日夜里，历尽了艰难和困苦。老

挝地处热带，蚊虫多。为了寻找战

机，部队频繁转移阵地，晚上修工

事，白天跑警报，经常几天几夜没

合眼。每次执行任务，身上都能找

到五六条蚂蟥。洗袜子的时候，盆

里都是血水。部队远离边境线，蔬

菜供应困难。我们就在营地四周

开荒种菜，辣椒、西红柿、空心菜

都有。有时还到竹林挖笋，以解决

吃菜难的问题。为了防止一种小

虫子叮头皮，很多人都理光头。有

的战士因而染上疟疾。病治好了，

却得了肝脾重大后遗症。深山老

林里还时常有狗熊、蜥蜴、蟒蛇出

没。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我师

参战十几次，击落击伤敌机十余

架。记得 1971 年 5 月 14 日那一

仗，美机轰炸，兄弟连队英勇反

击，击落了敌机，可我方也死伤

追忆往昔感恩今日

1973 年部队回国归建，我

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 年上级组织要给我转干，

我选择了退伍。1976 年我回到

双阳农场，在生产队干了不到

一年，就调到农场搞专案，1977

年参加泉州市“割资本主义尾

巴”工作组。1979 年福建省中国

旅游社来农场招工，我被选调

在省中旅干了 3 年。1982 年底

我服从组织安排调到厦门侨星

化工厂。1985 年厦华啤酒厂投

产任党支部书记。此后任厦门

侨星实业总公司保卫科长、办

公室主任。1992 年曾获厦门市

人民政府颁发的“创建治安安

全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1 年 退休后，我担任厦

门印联会理事、厦门邦加侨友

会会长，力所能及地为侨服务。

我在厦门安了家，闲来无事带

带孙子，儿孙绕膝，享尽天伦之

乐。趁现在身体还康健，腿脚还

利索，祖国美好山河走一走看

一看，也是一种快乐。党和政府

对参战老兵很照顾，月月给生

活补助，且年年有增加；发给军

人优待证，坐地铁、坐公交、进

公园都免费。我们这些海外赤

子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有朴素

的感情。那年妈妈瞻仰毛主席

遗容，在毛主席遗容前，她老人

家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是啊！只有经历过两种社会、两

种制度对比的人，才能真正懂

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

理。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信

心倍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更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学党史，悟

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中，发挥余热，为祖国建

设添砖加瓦。

———陈嘉庚的经营智慧与家国情怀

陈嘉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负盛名的华侨领袖，著名企业

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深信，“人身之康健在精血，

国家之富强在实业”，凭借着超凡的智慧、魄力及意志，经过不懈

奋斗，最终成为在全球五大洲拥有百余处分行、数万名雇员的商业

巨子，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自身在教育、政治、公益等领域的作为

奠定了基石。时至今日，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经营哲学与创新

精神，仍然是广大企业家、侨商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

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1914 年，欧战爆发，受战火阻

隔，维系东西方贸易的货运航船

数量骤减，东南亚地区的原料、产

品囤积滞销，经济形势一片萧条。

在新加坡，陈嘉庚所经营的碾米

厂、黄梨厂无法向印度、欧洲市场

输送货物，被迫停产，许多工人面

临着失业的境况。

陈嘉庚迅速转换思路，权时制

宜。他首先租下4艘轮船，解决了熟

米外运的燃眉之急，同时为英政府

承运枋木片往波斯湾，以增加收入

来源。当他从航运业盈利近 20万元

（叻币，下同）之后，便果断购入两艘

总价值为 70 万元，载重量分别达

3000 吨、3750 吨的轮船“东丰号”

“谦泰号”，兼营货运、客运，获利丰

厚。陈嘉庚还根据市场需求重新制

定产品规划，他发现战争中黄梨罐

头行情大不如前，而钢铁、橡胶市场

走俏，于是果断将用于生产罐头容

器的白铁片变卖清空，把位于塗桥

头的黄梨厂改为树胶厂，另设一胶

片厂，大量生产胶布，并不再经欧商

代理，突破性地将产品直接售往美

国市场。

欧战成为陈嘉庚事业腾飞的

重要契机，1915 年至 1918 年，陈

嘉庚凭借在树胶加工业、熟米业、

航运业上的出色表现共获利约

450 万元，使公司规模、业务领域

不断扩大，真正实现了化危为机，

在变局中打开了新局。

注重科技创新，打造民族品牌
陈嘉庚享有“橡胶大王”美誉，

这不仅是由于其橡胶制品之高产

优质，更是由于其产品平价、新

颖、实用而独具特色的优秀品质。

直到 1925 年，陈嘉庚公司的橡胶

制品种类，由原先单一的胶片扩

展至轮胎、胶帽、胶鞋、胶质玩具、

雨衣、网球、胶伞、胶毯、医疗器械

等。在延长产业链的同时，陈嘉庚

还在各地广设分销处，实现了产

销一体化。

陈嘉庚重视产品研发与创

新，他在公司设有专门的实验

室，并注重根据中国人的需求、

审美和消费习惯，对欧美产品进

行改进，逐渐形成了融贯中西、

独具特色的品牌发展道路。陈嘉

庚公司的主要产品胶鞋，即是针

对洋式鞋鞋底不耐磨的情况而

改良的，橡胶鞋底不但可保护脚

踵，还可作为被磨损鞋底的补

垫，避免了“底弊面存”的情况，

为国民节省了花费。在城市化较

早的上海，沿街电线纵横密布，

雨天容易引发漏电危险，公司因

此推出具有避电除湿功能的网

球鞋，以保障民众出行安全。

1929 年，陈嘉庚公司正式发售历

时 3 年研制而成的套鞋，从此，

人们在雨天也可穿上本国自产

的橡胶雨鞋。

1924 年至 1932 年，陈嘉庚所

经营的塗桥头熟品厂以陈嘉庚名

义申请了 4项专利发明项目，包括

轮胎胶底、胶带木屐以及可折叠、

气压成形的防水性胶制饼干盛器

等，这些专利使陈嘉庚公司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

也成为近代民族品牌与西方世界

争夺利权的重要成果。

（供稿：集美学校委员会 陈嘉庚纪

念馆 潘荫庭）

80 多人，有 24 位战友至今长眠

于那片土地。每次听到《血染的

风采》音乐响起，都让我想起了

他们，忍不住热泪盈眶。由于出

色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

我也多次受到营连的嘉奖。革

命熔炉锤炼了我刚毅的性格，

以致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遇

到什么艰难困苦的事，我都能

泰然自若。

陈嘉庚不但是一位成功

的商人，更被习近平总书记誉

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0 世

纪初，欧洲橡胶产品行销中

国，陈嘉庚不甘心“大利之外

溢致国弱而民贫”，认为“战士

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

国”，因而不惜资本大力发展

橡胶业，希望以此振兴国货、

挽回利权，并为祖国培养一批

技能熟练的职员和工人，为工

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陈嘉庚将公司产品称为

“国货”，专门设计注册了“钟”

字商标。“钟”标取“中”之谐音,

意在提醒华侨勿忘祖国、警钟

长鸣，很快成为驰名中外的民

族品牌。他将救国利民思想融

入公司生产，开发出自强、自

立、自由、平等、博爱、文明、化

育等各种系列的胶鞋产品，将

药品命名为“普生油”，寓意

“普济众生”，并常在广告醒目

位置标明“完全国货”等字样，

以此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

陈嘉庚积极筹款救济灾民，号

召侨众抵制日货。他登报疾呼

“愿我同胞深明此意，争一口懦

弱之气”，多次开展让利促销，

吸引民众购买国货。陈嘉庚的

爱国义举受到亲日奸商的嫉

恨，他的橡胶厂为人纵火焚烧，

损失惨重，但他始终坚持“兴实

业、益民生”，身体力行其“惟有

真骨性方能爱国，惟有真事业

方能救国”的信念。

归国手记

嘉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