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芒 种 一

过，端午便盈

盈含笑而来

了。

清晨，一

缕明媚的霞光，照在松软的大地

上。刚出门，就闻到一股清新的味

道，那是草木和泥土混合的一种

舒朗气息。每一家窗台，都堆着鲜

嫩舒展的蒲草；每一处门口，都飘

着甘甜细腻的粽香；连挂在篱笆

的豆荚，那形状、色彩也格外妙

曼。

不用说，这一年一度的端午

节，是故乡闽中极富色彩与诗意

的日子。与别处不同的是，故乡的

端午，要从农历五月初一算起，按

照“初一尝糕，初二吃粽，初三吸

螺，初四挂艾，初五划龙舟”的程

序进行。这期间，妇女们早早就用

五色线为孩子织结长网袋装熟

蛋，织结小线袋装樟脑丸，缝黄布

虎，裁新衣裳。初五一早，人们纷

纷上野外，采集“午时草”，如艾

草、木香、一点红、木荷……连同

大蒜、鸡蛋、鸭蛋，全部洗净，置

于屋外吸纳天光，叫做“晒午

时”。之后，装入大锅烧“午时

水”，以备全家人洗澡、清洁肌

肤。一些人家，至今还保留浴后

尝一口雄黄酒的习惯，并将酒喷

洒在墙角杀虫；儿童要在腋下、

肚脐和耳朵后涂上雄黄粉，以壮

身祛病。这一天，在苔痕斑驳的

小巷，或阳光朗照的晒场，多见

小孩们在脖子上或衣扣上挂着

彩色香袋，有的内装鲜桃子和煮

熟的黄鸡蛋，有的装上小香丸，

兴奋得前后追逐玩耍。

中午刚过，耳边就会听到好

几支唢呐同时吹响，高亢激越的

音调，声声在催促人们快去溪边

为龙舟竞渡助威呐喊。记得那时，

妇女们听见唢呐声就赶忙收拾厨

下，慌不迭梳头整装。又去邻居

招呼同伴，牵孩子出门。一路

上，只听人声嘈杂，互为问答：

快了吧？快了、快了……待赶到

溪边，桥头早已站满了人。于

是，有的挤在岸畔，有的下到溪

滩，有的索性爬到树上。兴奋

中，只见两艘龙舟，正压着溪面

轻轻晃荡。令村人引以为豪的

是，村里的龙舟至今保留着两种

最古老的式样：一种是用硬木雕

刻成昂起的龙头，加以彩绘，龙

尾则用整木刻上鳞甲，称为“公

船”；还有一种船头是平板式

的，龙头用青藤编织，蒙布后描

出龙眼，涂上颜色，再抹上厚重

的桐油，显得丰满、亮丽，称为

“母船”。虽称公船母船，比赛时

却互不相让，竞相追逐，成了当

地有名的一道奇观。其时，尚未

开赛，沿溪蜿蜒的荔枝树，微风

稍微一碰，便纷纷垂下枝叶，去

抚弄一溪的碧波翠浪。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了。只听一直吹着的唢呐忽地收

声，顿时锣鼓齐鸣，岸上岸下，人

头攒动，满溪清波，哗啦扬起；龙

舟上，两排木桨在划手整齐的动

作中，搅得浪花迸溅，水藻纷飞；

一时间，加油声、呐喊声、桨声、水

声响彻水面。

“看龙舟，看龙舟，两堤未斗

水悠悠”“锦标赢得千人笑，画鼓

敲残一半春”“竞渡齐登杉板船，

布标悬处捷未先。归来落日斜檐

下，笑指榕枝艾叶鲜”……此时此

刻，这些诗句会不知不觉地涌现

在你脑海里，融化在眼前的情景

里……

午后三时，龙舟加场赛开始

了。放眼四望，日头高照，云烟如

缕，红桃溢甜；多少白墙黛瓦，笼

在淡墨轻岚中；多少小桥流水，汇

入桨声云影里……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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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手记

散文随笔

□郭光辉

辛丑牛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深入学好百年党史，就会更加感恩党、心向党、紧跟党。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本人是耄耋之年的中共党员，要向党说的心里话，就源自峥嵘岁月的足迹，在心

中产生的真实情感。值此我党百年华诞之际，谨以本文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党诉说，衷表感恩和庆祝。

出身贫苦 漂泊海外求生

解放前，我爷爷是贫苦农民，

育有 3男 1 女，奶奶病故，大伯入

赘外村后当壮丁去了，而后杳无

音信。小叔跟人逃到印尼，姑姑自

幼送人抚养带到砂劳越，家父是

老三，娶了莆田南坛山里农家女

为妻，生下胞姐和我即逃到新加

坡。因房屋问题，爷爷和父亲被恶

邻侵犯逼死，母亲与我姐弟的生

活陷入绝境。受印尼的叔叔救济

后，我们买了两块田园耕种。我未

满 5 岁就得协助家人做农活，母

亲还要给别人挑货担挣钱维持生

活。1947 年末，经过不断努力，叔

叔终于申请到我们 3人前往印尼

的入境居住证，拯救我们漂泊到

南洋。

家乡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

村里的穷苦人民翻身作主人，清

算并镇压了恶邻。共产党的这份

恩情，我家世世代代不会忘记。这

段血泪史，激发了我和叔叔的爱

党爱国情，1956 年叔叔被选为印

尼华侨代表，参加北京天安门国

庆观礼和全国政协大会。1966

年，我也被推选为教师代表，参加

北京天安门国庆大游行，接受毛

主席的检阅。

在印尼，我就读的铭华小学

和巴城中学都是认同中国共产党

执政理念的爱国华校，每年都参

加全市爱国华侨举办的庆祝“十

一”国庆大会和运动会，我也积极

参与其中。侨界活动丰富，每逢中

国的传统佳节便会举办各种庆祝

仪式，十分热闹，四处洋溢着浓浓

的故乡情。

我们心中牵挂着祖国，也关

注抗美援朝的战况，知道了黄继

光、邱少云等的英雄事迹，就给英

雄唱赞歌。志愿军胜利，迫使强敌

签字停战时，华社上下便欢唱“嘿

啦啦啦啦，嘿啦啦啦，中朝人民军

打败了美国兵呀……”在万隆亚

非会议期间，爱国华校放假，安排

学生到沿途当保卫，我们见到了

敬爱的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宋

庆龄访印时，我还参加了苏加诺

总统为她举行的欢迎大会；中国

驻印尼的大使馆、领事馆在重大

节日常举办招待会，我也常被邀

请。我对祖国的情感日益深厚，回

到祖国怀抱的念头愈发强烈。于

是，我毅然选择回国，投身建设社

会主义强国的追梦路。

回国求学 投身家园建设

1958 年，距离高中毕业还有

一个月时，我们近千名韶华学

子，齐聚雅加达的丹绒不绿港

口码头，登上芝万宜万吨轮，挥

手泪别日夜厮守相伴的亲人、

挚友同窗，在海上乘风破浪 7 天

到香港，经深圳停留等待行李，

10 多天后才抵达广州，仓促赶

上当年高考。我被录取到福建

师大物理系本科，令人高兴的

是学校离我故乡较近。观察其

他同学，因为有爱国主义的精

神力量，表现出来的热忱不变，

为祖国奉献的意志依旧，都服

从祖国的需要，各自启航新征

程。

回忆当年我跨入师大的校门

时，教室的课椅未坐热，就涌进大

炼钢铁的洪流，经简单培训便成

技术员，与不同系的同学合作，建

土高炉、找矿石、烧木炭，日夜苦

战。我在火线上加入了共青团，被

评为师大劳模。那时大学不啻学

专业知识，还要学工、学农、学

军。到工厂我学会了开钻床、车

床、刨床、钳工等；到农村我学

会插秧、开手扶拖拉机等，能挑

150 多斤的重担；到部队我学会

“马克心”机枪的拆装射，步枪

打靶与手榴弹投掷都达到优良

水平。大学的各科专业知识我

都努力学习，并能严以律己，关

爱同学，便被推选为学生会干

部和班长，评为三好学生，选拔

到光学研究室，学会磨光学镜

头和矿石成份的光谱分析。在

三年困难时期，我与大家同甘

共苦，患水肿病领到的糠、糖、

豆类，国外亲人寄来的食品，我

都常与同宿舍的同学共享，并

带领全班同学开发荒地种瓜菜

等，共渡难关。后来，我被确定

为入党积极分子。我敦促自已

要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提升为共

产主义者。

毕业分配时，我本是到漳州

地区，党支部书记找我说：有一

对恋人要照顾，希望我改分配

到闽东山区，我很快同意了，党

支书还为此破例到汽车站送我

去报到，其用心是激励我振奋

精气神去敬业建功，这些都说

明大学里抓政治思想工作的重

要性和成效。

做好“灵魂工程师”退休发挥余热

当了教师之后，我谨记“有

教无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也”的古训，努力践行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学生，当好“人类

灵魂工程师”，做一个勤劳的

“园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和政治理想。我积极收

集中外物理教学资料之精华，

充实到教学中去，提高学生的

求知欲，培养逻辑、推理、演绎

等科学思维方法和探索精神。

这种教学理念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我教的学生先后有两人

在全国高考中获得物理科考

试成绩满分，这在全省是很少

的。

我培养了不少品学兼优的

学生，荣获福建省优秀教师奖

章。我认为物理教学应以“物”

说“理”，即要加强直观性，搞好

课堂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

验，还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动

手能力、创造力。我们自制和改

进了 100 多件物理教学仪器，获

得过各类奖项，其中有一件被

推广到全国，我也被评为福建

省中小学教学仪器先进工作

者。

教师的最大快乐就是看到

满园春色，辛勤浇灌的花朵争

芳斗艳，看到自己培育的桃李

遍天下，纷纷成为建设强大祖

国的追梦人。

1998 年我退休后随子女来

到厦门定居，那时居住地吕岭

社区居委会尚无党支部，我的

党组织关系转到市委组织部然

后到街道，他们知道我在单位

当过党支书，就派了一位街道

干部兼任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叫我配合他组建了社区第

一个党支部，发展壮大党组织。

当时我还被推选为彩虹花园业

委会主任（当了两届）。2017 年

湖里区委决定对应的党支部下

沉到居民居住小区，在小区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我担任彩虹

党支部书记，为老旧小区的治

理改造助力。彩虹花园旧貌换

新颜，被评为湖里区先进小区，

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我

被评为优秀党支书。

来厦门后，我参加了侨界的

一些活动，被推任为厦门侨联

《侨友报》编委，厦门印联会《会

讯》主编，印尼巴中厦门校友

会会长，在联络海外华侨华

人，为侨服务中作出应有的贡

献，生活也更充实有意义。我

的两个儿女都较优秀，也很孝

顺，常带我二老到国内外旅

游。我们被评为厦门市侨联系

统最美侨界家庭，日子过得丰

富多彩。

习总书记在辛丑牛年祝辞

中，寄希望国人要发扬“三牛精

神”，我是属牛的，应当一头老

黄牛，自然也需知老不逞强，量

力而行，卸重就轻，继续践行党

的宗旨，做到生命不止，初心不

渝，使命不忘，牛蹄不停。

□朱谷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