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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召唤 回国建设
20 世 纪
60 年代，印尼
当时的反动政府再次掀起反
华排华大浪潮。许多华人惨遭
杀害，华人的商铺被禁止营
业，无数的华人被逼迁移、生
活陷入困境。在这危难时刻，
祖国伸出了护侨援手。虽然当
时祖国正在遭受三年自然灾
害，经济处在严重困难时期，
但还是派了接侨船一批又一
批接运难侨回国，并根据华侨
本人意愿，进行了妥善合理的
安置。
1960 年 6 月，我们在印尼
玛琅中华中学毕业，风华正
茂。当年的我们满载希望，响
应祖国的召唤，回国参加建
设。同年 8 月我被安置到集美
华侨补校学习，
等待来年参加
高考。
刚到集美侨校的时候，我
们看到自来水浑浊，灯光昏
暗,物资供应匮乏（餐桌上最常
见的是“无缝钢管 + 钢板”
，即
又硬又黑的空心菜和海带），
觉得生活条件艰苦。直到有一
次，侨校组织学生到同安洪塘
农村支援五秋劳动，
通过和当
地的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
我们看到了、体验了农村生活
归侨手记

条件的贫困，
才意识到在那个
困难时期，党和国家已经是尽
力给侨生提供较好的生活条
件以保障侨生的生活。有感于
此，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我
们仍为了心中的理想，满怀热
情与希望学习，积极备考。我
在侨校期间由于积极参加社
会工作，被评为社会工作积极
分子。
1961 年我有幸考上厦门
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学校
组织师生到福建上杭参加历
时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即“社教”
。在劳动中和当地的
农民结下深厚的感情，也加深
了对农民疾苦的认识。
在当时，全国像这样贫困
山区的农民成千上万。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
脱贫致富，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历史性跨越，开启了向着
更高目标进发的新征程。经历
和见证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巨
变，
我从内心由衷地感谢党和
习近平主席领导人民走向幸
福。

参加工作 乐于奉献
1966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经
过一段时间军垦农场的磨练，
我于 1971 年被分配到同安县
莲花云埔村任教。这是云埔小
学附设的初中班，只有 25 位
学生，其学制两年，属半工半
读性质的班级 （当时学校、学
制还不正规）。报到第一天，学
校的校长骑自行车，亲自到公
社的所在地接我，校长对我的
到来充满喜悦和期待，因为我
是第一位来校任教的大学毕
业生。校长骑车载我到云埔学
校的住所，所谓“住所”，其实
是一间旧破庙，中堂设为教
室，两边房间设为教师的住
所。我的工作就是上午上课、
下午和学生一起劳动，
由两位
教师共同承担班级的所有课
程。
刚到任时，我很不习惯。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学生
们的淳朴与刻苦，还有家长殷
殷的期待让我深为感动。两年
的学习结束后，部分学生转正
规中学继续升学，但多数是回
到生产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成
为业务骨干。
1973 年，我又调任到莲
花澳溪中学任教。当时由于教
师资源，尤其英语教师短缺，
我承担英语、化学、物理三科
的教学工作，从初一到初三
全覆盖。虽然工作很忙，但觉
得很充实。为了提高教学质
量，结合农村学校的实际情
况，我在教学过程中尽量结
合生产实际，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例如上物理课时，结
合电学的教学内容，在生产
大队电工的配合下，带领学
生自己安装教室的广播器

材、线 路 ，使 学 生 学 以 致 用 ，
又加深对所学的书本知识的
理解。又如上化学课，学校没
有实验室，我们自己动手建。
实验用的玻璃器皿、药品就
到厦门医药公司购买。有些
药品无法买到，我就到厦大
化学系实验室求援。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
走科技创新道
路。学生们可以在明亮的教室
学习，在宽阔的操场上活动，
在图书馆免费阅读，在装有高
科技设备的实验室里搞科研。
40 年筚路蓝缕，中国从“科学
的春天”走向创新的盛世，从
而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新时
代。这一伟大战略的实施让知
识分子学有所长，
施展自己的
才能，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做出
积极的贡献。

红樱桃，绿蚕豆。雨后新晴，
樱桃、蚕豆成了菜场上的主角，
这儿一篮，那儿一堆，红红绿绿，
煞是诱人，不禁想起宋代诗人释
行海的一句诗：雨洗樱红蚕豆
绿。
雨后樱桃，红艳欲滴。随手
摘下一枚，也不清洗，直接放进
口中，一股香甜，携着一缕微酸，
一下子征服味蕾，让人欲罢不
能。但“樱桃好吃树难栽”，几十
元一斤的樱桃，实在有点小贵。
蚕豆就不同了，它是一种平
民 化 的 食 材 。“种 向 中 秋 待 夏

岁月匆匆、时光飞逝，2021 年 7 月 1 日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纪念日。我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坚强领导下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百个风雨春秋，一百年的奋斗不息，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经历
了初创时的艰难、北伐战争的洗礼、土地革命的探索、抗日战争的硝
烟、解放战争的炮火，又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阶
段，一次次实现历史性的抉择。回望建党百年的历史，再看当今中国之
辉煌，由衷感到无比自豪，
深感自己当年所选择的回国路无比正确。

从事教研 积极进取
1978 年，我调回母校厦门大学
任教，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作为教育
工作者，我牢记使命，努力做好教学
科研工作并做出成绩，不负自己的
初心与大家的期盼。
在化学系工作期间，
我努力提高
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取
得一些科研成果；先后在国内外期
刊杂志发表 30 多篇论文，编著一本
《电化学实验方法进展》；积极参与
全国化学电源学会的学术工作，并
被聘为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池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空间专
业委员会委员等；在全国化学电源
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
并多次被评为优秀论文；
1997 年被
评为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我在 1987 年被公派到英国城市
大学进行科研协作，并取得一项研究
专利；此后，还到过新加坡国立大学、

一种圆溜溜、绿莹莹，比蚕豆小
许多的“小豌豆”
。
小豌豆半大未老时，米粒清
甜，可以生吃。蚕豆却不行，生吃
腥味太甚，难以下咽。鲁迅先生
□ 徐晟
在 《社戏》 里回忆儿时的趣事，
收”
，蚕豆种进地里，也不需要怎 “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罗汉豆
么管理，就能兀自生根发芽。头
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
一年秋天种下，第二年春天开花
偷一点来煮吃……”他们偷罗汉
豆就是打算煮熟吃的，这也证明
结荚。立夏时节，樱桃红时，正是
采摘蚕豆尝鲜的时候。
蚕豆不宜生吃。所以小时候嘴馋
一顶草帽，一只竹篮。双手
时我们偷过“小豌豆”，但从来不
左右开弓，一会儿工夫，就能采
偷蚕豆。
一篮蚕豆。剥开碧绿的外壳，里
煮熟的新鲜蚕豆味道却很
不错。江南才子范烟桥先生在
面安静地躺着两个或三个愣头
愣脑扁平嫩绿的蚕豆，模样几分 《茶烟歇》中写道：
“初穗时，摘而
像罗汉，不知江浙一带把蚕豆叫
剥之，小如薏苡，煮而食之，可忘
做“罗汉豆”，是不是因为此故？ 肉味。”先生将新鲜蚕豆煮而食
在我老家，蚕豆更多的时候被叫
之，说好吃胜过肉味，喜爱之情
可见一斑。小时候缺少油盐，蚕
做“大豌豆”，因为我们那里还有

雨洗樱红蚕豆绿
散文随笔

□ 尤金跨

香港大学进行科研协作并取得工作成
绩。所有这些成果都是我亲爱的祖国
教育、
培养的结果。
“滴水之恩、
当涌泉
相报”
，作为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我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努力把工
作做得更好。尽管我的工作是平凡的，
但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党的事业密切
相关，
紧踏着时代的节奏，
为我国的科
技进步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忆党史，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
纪沧桑巨变。我有幸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在回祖国后六十载的人生
旅途中，能接受党和祖国的教育培
养，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奉献
青春年华，亲历了历史变迁，见证了
国家的繁荣富强，感受了幸福安康
的生活，我心存感激，心存敬佩，心
存感动。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的强国之路在探索的脚步中将不
断延伸，走得更远更好。

豆长成，家家户户的厨房，定会
可言！可惜小时候日子清苦，豆
飘出新煮蚕豆的清香。
瓣炒瘦肉，只有家里来客时才能
韭菜炒蚕豆是这个季节餐
尝到。
桌上少不了的一道家常菜。将青
蚕豆易老，
尝鲜要早。到了小
蚕豆剥皮，韭菜洗净切段。锅里
满，豆荚由绿变黄，由黄变褐，
放油，烧热，拍几瓣蒜丢进去，倒 “豆”
老珠黄，
身价也会一落千丈。
入蚕豆翻炒。蚕豆七八分熟，放
但我觉得，老蚕豆有老蚕豆
入韭菜，洒几滴水，再翻炒片刻， 的妙处。母亲在世的时候，喜欢
加盐、味精出盘。一盘韭菜炒蚕
用肥肉煨老蚕豆。将肥肉切块，
豆，青翠碧绿，满眼春天的气息， 在油锅里烧一下，放入洗干净的
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
老蚕豆，丢几瓣蒜，加水煮热后，
豆瓣炒瘦肉是奢侈一点的
倒进瓦罐，盖上一块瓦片。煮饭
吃法。将新摘的蚕豆剥壳去皮， 时把瓦罐送进灶膛，饭煮熟了，
上下两瓣掰开。瘦肉切片，加酱
肥肉老蚕豆也煨好了。母亲将瓦
油抓几下，放入油锅翻炒。待瘦
罐捞出来，揭开瓦盖，放入食盐，
肉变色，加入蚕豆瓣，放少许水
用勺子一搅，一股浓香飘出，馋
焖几分钟。蚕豆熟透后，放盐、 得人直流口水。
葱、鸡精等佐料出盘。豆瓣炒瘦
故乡渐行渐远，但舌尖上蚕
肉，既保留了新鲜蚕豆的清香， 豆的味道，
却如挥之不去的乡愁，
又增添了瘦肉的滑润，简直妙不
愈远愈浓！（来源：
《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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