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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正

父亲黄瑞成（1920-1972）与母亲林向荣（1921-1969）于上

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侨居马来亚十年许，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并先

后加入中共闽西南地下党组织。缘于命运赋予的“侨”与“中共党

员”这两个特殊印记所左右，他们的一生跌宕起伏。在共和国建国

初期艰苦创业的历程中，父母亲虽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20年左右，但他们的为人处世和对我们兄弟的言传身教，彰显出

归侨党员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挚。

情怀乡国逆境中觅光明

父母亲出生于中华民族的多

事之秋，年轻时为了躲避日寇铁

蹄的践踏，辍学离乡赴马来亚投

亲靠友。在寄人篱下的异国他乡，

除了千方百计谋求生计外，他们

深怀乡情，心系祖国的安危，加入

当地进步组织，积极参与抗日斗

争和声援祖国反内战等活动。

母亲是陪外祖母到马六甲投

靠大舅父的。那些年，她先就读于

马六甲华校培德简易师范学校，

毕业后当过卷烟厂女工、报社校

对员和小学教员等。工作之余积

极参加“马共”领导下的妇女互助

会、青年联合会的活动。父亲则是

随从兄赴马六甲谋生，在亲友帮

助下，担任过橡胶园管理员、商店

及公司会计和“马共”领导下的马

六甲职工总会的座办。期间，他参

与当地拥护陈嘉庚先生、支持南

侨总会筹赈祖国抗战以及反对美

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国

驻军中国和反对国民党军队进攻

解放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杀

害闻一多和李公朴等进步人士等

活动，先后任马来亚华侨抗日后

援会小队长、马六甲州解放人民

委员会总务处文书、店员互助会

执委、新民主青年团副总务、马六

甲中国民主同盟筹备工作副宣

传、马六甲华侨促进祖国民主大

同盟副总务等职。

1947 年初，因为祖母去世，

父亲与母亲结婚并携外祖母回

国定居于厦门曾厝垵仓里社“红

楼”。当时的祖国仍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经介绍，母亲于何厝岭

兜村务本小学任教。1948 年，父

亲被租驻我家“红楼”为校舍的

“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以下

简称“侨师”）聘任为总务处职

员。

侨师系陈嘉庚先生为国外华

文学校培养、输送师资考虑，多次

反复向国民政府倡议，由国民政

府教育部出资于 1941 年在闽西

长汀创办的。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初迁驻“红楼”。该校“自系家境

贫寒而资禀优秀之学子为多”，师

生渴求民主、自由和进步，富有斗

争精神，备受地下党组织的关注。

1947 年，闽中、闽西南和城工部三

个地下党组织相继在校内发展成

员并成立党支部。在与侨师进步

师生的接触过程中，父亲在海外

的经历促使他很快接受进步思想

的宣传和教育。1948 年 9月，经地

下党组织的了解考察，父亲被中

共闽西南地下党侨师支部吸收入

党。次年 6月，母亲也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父亲以侨师职员和“红楼”业

主之一的身份为掩护，提供住所

作为支部与在港全国学联、地下

党领导传递党的文件和革命理论

刊物的秘密通讯据点；接收、保管

地下党组织学习资料，配合侨师

学生办好农村夜校；向农村群众

进行反抓丁、反饥饿、反内战宣

传，布置对国民党军政机关在厦

军事布防、公路交通及物资仓

库、电讯等设施状况进行调查等

工作。历任侨师党支部农民委

员、支部书记（第六任）。1949 年

7 月，侨师接通知停办，根据上

级布置，侨师党支部与厦大党组

织成立混合支部，父亲任宣传委

员，负责联系原侨师支部党员和

工农支部活动。厦门解放的第二

天，父亲找到闽南地委派驻厦门

的领导，会同厦大党员汇报了坚

持在厦门地下斗争的组织情况

和所属党员名单，并办理好组织

关系交接手续。1949 年 11 月，我

的父亲和母亲被组织安排为农村

工作队队员，参加厦港区土改工

作，正式入伍。

严于律己认真履职尽责

农村基层的土地改革和民主

建政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父亲、

母亲牢记共产党员的职责，全身

投入其中，组织发动群众，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父亲

任过厦港区副区长、曾塔乡乡长、

禾山区副区长等职。1951 年 7 月

调厦门市委统战部。母亲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为我们这个

人口逐渐增加、有老有小的家庭

操劳。她日夜跑基层、赶夜路，超

时工作是家常便饭，并且经常要

利用休息时间回湖边社，关照在

那里的外祖母和二弟。她无法掌

握自己的作息时间和保证饮食营

养，身体逐渐虚弱乃至患上肺结

核。母亲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过

禾山区委工作队队员和区妇联干

厄运临身亦显赤诚之心
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冲击了我们家，父母带

着我们经受了这场大动荡的冲

击。因为家庭出身、旅居海外与

参加地下工作等诸多因素和众

所周知的缘故，父亲受到群众

批斗和组织隔离审查等不公对

待，但他始终相信群众，相信组

织，尽力配合。在 1967 年 11 月

29 日从学习班写给母亲的信

中，他坦然地表示“每个干部都

要经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严峻考验，进行思想改造，

世界观改造”，要正确对待组织

的审查。父亲的遭遇，强烈冲击

着母亲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当

我和三个弟弟相继离家上山下

乡，远赴闽西插队务农后，精神

上的压力和对我们的担忧牵

挂，使得长期重病缠身、心力憔

悴的母亲彻底崩溃了。在我泪

别家乡，插队武平象洞公社的

第八天———1969 年 11 月 1 日

晚，母亲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

闻知母亲逝世的消息，我们

兄弟万分难过，为没能在生前

好好伺候、辞世时也未能陪伴

在她身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

安。唯一能安慰的是，母亲临终

前，父亲能陪伴在她身边，并在

我们兄弟赶回厦门前办妥了她

的后事。父亲虽悲痛万分，却仍

在 11 月 3 日的信中开导我们：

“（你们母亲）一生经过四十八

个春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参

加革命二十年。她是乐观主义

者，整整同病魔斗争了十七年，

这十七年也是托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福，在党的关怀下过

来的，党和人民给予了她无尽

的关心和照顾。但是她不能更

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这是她

的遗憾。”希望我“努力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祖国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弥

补你妈妈的遗憾。”

1969 年 10 月底，组织上结

束了对父亲的审查，恢复了其

党的组织关系。在 10 月 29 日信

中，他高兴地告诉母亲“感谢组

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帮

助，使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

觉悟有一定提高。今后我将以

毕生的时间为党和人民革命事

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以赎前愆。”

12 月初，父亲怀着对组织上恢

复其党籍的感激之情和继续努

力改造世界观的决心，经组织

批准，作为厦门市第一批下放

干部，带着年过八十的外祖母

和仍在上中学的五弟来到闽西

农村，与我们一起为山区建设

努力。

然而，历史的变幻不以我们

的意念而转移，意料不到的灾

难又降临到我们这个饱经风霜

的家庭。1971 年 1月，厦门市革

命委员会政治处对父亲做出了

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这对

父亲无疑又是个晴天霹雳的打

击。对于这个处分，父亲没有让

我们知晓，而是独自默默地承

受这一不公处分带来的精神负

担和外来影响。他多次递交书

面报告，除了对结论中与事实

不符的问题进行申辩外，还表

明自己正确对待处分的态度，

并请求组织实事求是地给予

处理。在未获组织答复的情况

下，他仍然照常参加学习、劳

动，关心照顾插队知青的生活

和劳动。在 1972 年 4 月的来信

中，他要求我要“认真学习，不

断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三大

革命运动中做出更大成绩，为

社会主义争光，为毛主席争

光”。

精神上的摧残强烈地冲击

着原本身体不错的父亲。1972

年初，他身体不适回厦治疗，最

终还是因癌细胞转移，治疗无

效于 11 月 27 日逝世。与母亲相

同，父亲也是带着遗憾，悄然地

走完了他人生的 52 个春秋。

阅读了父母亲遗留下的文

字材料，我们兄弟才真正了解

父亲和母亲艰辛的一生，感受

到他们的心声。在父亲生前多

处呈送各级相关部门报告（底

稿）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

名老共产党员朴实而诚挚的中

国心。秉承父亲的遗愿，我们兄

弟持续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要求为父亲恢复名誉。经过努

力，中共厦门市委分别于 1973

年、1980 年和 1985 年先后三次

发文，撤销了“文革”期间对父

亲的错误处理。

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谨呈父母亲的一片真情，让我

们记住这永远的侨心和共产党

员的不变初心。

事、副主任、主任；1954 年初调

任市妇联组织部长、办公室主

任。

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为摆

脱“一穷二白”面貌，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而大干快上的年代，父母亲积

极参与审干、反右、四清、社教

等各项政治运动，认真学习，努

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母亲因

病于 1954 年和 1961 年两次住

院治疗与在家休息。她十分感

激组织上对她的关心、照顾，尽

量争取时间多干一些工作。她

常说：“因为自己的病，公家在

我身上不知花了多少钱，假如

在旧社会，我这条命早就报销

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有我

的存在。我愿意死在工作岗位

上，不愿死在病床上。”因此，身

体稍有恢复，母亲就坚持上班。

不能下基层跑外勤，她就认真

仔细做好机关后勤工作。

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父

亲历任市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

长、市民政局副局长、市交际处

副处长、市房管处副处长、市建

设局副局长等。其中，1956 年还

参加由陈嘉庚先生建议、国家

批建的鹰厦铁路建设，任龙溪

工区民工大队第七中队中队长

兼大队党委委员。1957 年底兼

任厦门市侨联第四届秘书长与

市侨联第五、第六、第七届副主

席兼秘书长。1962 年 12 月，父

亲调任市侨务局副局长，即全

身心投入到为侨服务的工作

中。他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原则，严格执行“一视同仁，适

当照顾”的侨务政策。

作为市侨联领导班子正副

主席中唯一的中共党员，他注

意联系、关心、团结侨界同仁，

尊重、支持颜西岳主席等一批

老侨领开展工作，听取他们意

见建议，反映侨胞的心声；与颜

西岳、陈应龙、白碧云、黄绿萍、

杨锦全等侨界代表建立较深厚

的友情；参与华侨新村、华侨大

厦、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等侨联

支持兴办项目的管理和协调，

为原华侨中学董事会副董事长

之一；协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

海外排华来厦侨胞的接待、安

置等工作。1958 年和 1960 年，

父亲两次被选为代表参加厦门

市第二次、第三次“党代会”，

1964 年被特邀为厦门市政协第

四届委员会委员。

黄瑞成（后排左三）与当时市委统战部施耀部长（前排左三）、

张其华副部部长（前排右二）、市侨联颜西岳主席（后排左二）

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原市工人文化宫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