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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归侨手记

□梁国民

回国 60 余年，回国时的情景和成长的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

幕浮现眼前：在党和国家的培育下，我上学、参军入伍、退伍工作当老

师，任农场代理书记、场长、区侨联主席，兼任市人大侨委副主任、市侨

联副主席，期间还入团、入党，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归侨到处级公务员。

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心中充满感恩之情。

烙印与心愿

1960 年 10 月，母亲带着我们

五兄弟，搭乘祖国租来的“菠洋”

号（音），回到祖国，在广州短暂停

留后，全家安置定居在同安竹坝

华侨农场。

国家赶建了新学校，选派了

经验丰富的校长与老师，其中

有一部分是归侨教师。在学校

里，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过着无忧无虑的

生活。

每年六一儿童节，是同学们

的最爱，学校会组织文艺汇演和

各项体育比赛活动，同时给我们

一份礼物：两粒熟鸡蛋与一小篮

的桃子，当时物质紧缺的情况下，

这一份沉甸甸礼物，体现了党和

国家的关爱。

上小学期间，同学们加入了

少先队，学校为我们聘请

了解放军战士担任校外辅

导员，每到星期五下午少先队员

活动日，解放军辅导员就会为我

们训练列队、讲革命故事，这是大

家最喜欢的活动。红军长征故事、

毛泽东的故事，方志敏、刘胡兰、

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先烈英

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

我，在我幼小的心灵印上了烙

印———要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

敬仰革命先烈。

1965 年小学毕业后，我与大

多数同学到农场教育部门创办的

新型学校———竹坝农业中学继续

学习。1966 年“文化大革命”在全

国展开，当时毛主席在北京多次

检阅了革命群众与红卫兵。看到

这消息，我非常羡慕，能见到伟大

领袖毛主席，这也是我心中的梦

想。说来也巧，教育部门分配给竹

坝农中三个到北京接受检阅活动

的名额。在全班同学的评选中，我

出乎意料地被选上了！我把这消

息告诉妈妈时，她脸上挂满了泪

花，连连说：好、好，上北京见毛主

席！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 年 11

月 28 日 12：58，在天安门第七次

的检阅中，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

主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我挥动

着毛主席语录，呼喊着、跳跃着，

激动之情灌满了全身每一个细

胞。接受检阅后，主办部门还组织

我们参观了清华、北大、团中央。

这一次活动使我思想受到教育触

动，鼓舞我求上进求进步。此后，

我参加农场宣传队，并担任了宣

传队长，到乡村宣传演出；参加农

场组织的民兵，站岗巡逻；同时我

也萌生了参军加入共产党的愿

望。

在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1969 年 12 月 18 日，我的愿

望实现了！我通过了征兵的层层

选拔，穿上军装，乘军列到四川，

成了一名铁道兵战士。

新兵训练后，我被安排到连

队，又抽调到团宣传队。在所在部

队里，我是唯一的归侨兵，引起大

家关注和好奇：归侨能当兵？团各

级领导和战友经常来探访、聊天，

介绍部队情况，关心我是否可以

适应部队生活，鼓励我当好兵。大

家的关怀照顾，让我心里非常感

动。1970 年 8 月我加入了共青

团，当年还被评上“五好战士”。

在部队党组织与领导无微不

至的关怀下，我严格要求自己，吃

苦耐劳，严守纪律，表现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我先后担任了副班长、

班长，受到嘉奖，还立了三等功。

1972 年 8 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记得在支部党员大

会审议我入党申请时的情

景：支部有近 70 位党员干部，多

数是部队部门首长，不少是抗美

援朝的老干部。我没有见过这样

的场面，紧张到手心冒汗，但是支

部书记与其他领导亲切安慰我：

放松、认真、不要紧张。看到大家

亲切的目光，我介绍了自己的家

庭情况和简历，阐述了入党的愿

望。“小梁同志，你是归侨青年为

什么要入党？”“入党为了什么？”

“入党以后要怎么做，能坚持吗？”

“入党申请没有批准怎么办？”多

位党员干部认真询问。“我父亲是

为躲避抓壮丁，以卖身契做矿工

才逃到印尼的。家庭全是归侨，

深深爱祖国，回国的十几年更

感受到党的英明、祖国的伟大，

我愿意成为党忠实的一员……”

我以家庭在海外、在农场的亲

身经历与自己的愿望，诚实回

答了大家的询问，得到大家的

肯定，入党申请全票通过。散会

后几乎所有的党员干部都与我

握手祝贺。

部队是大熔炉，能训练人、锻

炼人。我在部队的成长经历，为回

地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以共产党员的称号鞭策自己
1977 年我退伍离开部队回

同安，在竹坝学校当老师。1980

年调到同安竹坝华侨农场，先后

任人事股长、团委书记、农场党委

代理书记、场长。1998 调同安区

侨联任主席，同

时兼任厦门市人

大侨委副主任、市侨联副主席。

党组织在任用的同时也加强

对我的教育培养：担任竹坝华侨

农场场长前，先后派送我到省社

会主义学院、漳州党校学习培训，

参加省侨办农场工作组调研学习；

担任场长后，又送我到国侨办侨

务干部学校培训以及参加华侨

农场场长培训；担任区侨联主

席时，我又到北京国家行政学

院和厦门党校学习培训……这

些使我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

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不断地

进步提高。

与部队高度集中的学习生

活、集中训练、集中监督管理不

同，回到地方是社会化生活工

作。如何保持本分、本色？我不

停地提醒自己：“你是共产党

员，要以共产党员称号不停地

鞭策自己、警示自己，做好工

作，不犯错。”我在退伍后的工

作中默默地践行着这句话，坚

守到退休，到现在。

在任农场领导时，我与场

党委、行政班子团结协作，以身

作则，积极调动归侨与职工群

众，艰苦创业，发展经济，努力

改变落后面貌。1998 年我离开

竹坝农场，调任同安区侨联主

席。身份转变了，但是“侨”心没

有变。我坚持尽心尽力努力为

归侨侨眷服务，关心他们的生

活，维护侨益，协调解决侨房、

资产等方面的纠纷矛盾，与归

侨侨眷打成一片。我认真做好

海外华侨华人以及社团联谊工

作，与“世界同安联谊会”结下

了情缘。同安联谊大会每两年

在厦门召开一次、每三年在海

外召开一次，每次都有 2000 多

名侨胞参加，每次的会议都要

提前一年准备，几乎每一届都

由我与其他同事负责联络接

待，会前会后大量工作压得喘

不过气来，但是我毫无怨言，事

无巨细都认真细致做好，诚心

诚意为侨胞服务，获得了侨胞

们的好评。我与 20 多个国家、

200 多个社团侨胞结下朋友情

谊，我经常以归侨党员的身份很

真诚地向他（她)们宣传党与祖国

的改革开放政策，讲述家乡的变

化等，与他（她)们结交朋友，直

到现在都还在联络着……

党的光辉照耀着我的心，照

耀着我，培养教育我成长，也给

我很多荣誉：我被选为省、市人

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当选全国

和省侨联委员，被评为全国侨

联系统先进工作者省侨务先进

个人，区模范党员……这一份

恩情不能忘，初心不能忘，党员

称号不能忘，党员作用不能褪。

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为侨服务，

生命不止，脚步不停。

□洪志嫱（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

五月十五日初夏，我踏上了

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组织的红色

朝圣之旅，心情像那突如其来的

高温，无比热烈。

大巴启动前行，风趣的陈汀阳

会长致了一段开场白：“敏各拉吧

（缅语“你好”），此次古田长汀之

行，是缅联会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

列活动。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

我们应该感恩。”的确，想想我们在

缅甸的亲友，目前正承受着疫情和

动荡时局之苦。生活在祖国稳定环

境的我们，确实应该感恩。

车上 32 人，大部分是年逾花

甲、古稀的胞波，原以为他们将一

路休息，出乎我的意料，刚出发没

多久，车厢里已迫不及待地响起

了《我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我

的中国心》的歌声……大家手挥

国旗激情地唱着，沉浸在红歌的

激昂之中。我感受到他们当年怀

着报国之心、投奔祖国的热情，与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经过 3 小时的车程，一行人

抵达古田。我们先到一家客家饭

店“特敏莎”（缅语“吃饭”）。饭后，

大家前往中国共产党的圣地———

古田会议旧址参观。

会议旧址旁是毛主席纪念

园，矗立着毛主席挥手的汉白玉

雕像。雕像底座四周嵌着毛泽东

豪迈奔放，气势磅礴的诗词，或描

写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或抒发

家国情怀。我正默默地念着“钟山

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

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便听到旁边有人吟唱“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

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

桑”。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毛主席

的诗词还有谱曲唱的！我回头一

看，是同行的几位胞波，我不禁感

叹起他们音乐天赋。

瞻仰完毛主席雕像陵园，我

们前往长汀，它曾经是苏维埃中

央政府的重要经济命脉、号称“红

色小上海”。

翌日，我们从长汀酒店步行

到“红色旧址群景区”。进入景区，

瞻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瞿秋白烈士就义地、

纪念碑。纪念馆里展示了他的生

平和功绩。

接着我们来到杨成武将军铜

像广场，广场旁边是将军纪念馆。

馆里详细介绍了杨将军贯穿了土

地革命、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文革、改革开放

的一生，俨然就是中国近代革命

史的下半场和现代史的简写版。

看着那些照片，我追忆着 30 多年

前学的近代史，把书上学的和墙

上的图片对应起来，渐渐地，照片

上的人物灵动起来，一幅接一幅，

就像在放映一部纪录片。

我们游览长汀县博物馆，它记

载了长汀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客

家首府、红军故乡，悠久而辉煌的历

史，被誉为“中国客家第一馆”。

游览博物馆后，我们前往距汀

州城约 25公里，坐落于长汀古城

镇丁黄村的丁屋岭。村子至今仍保

留原始村落形态，山高林密，空气

新鲜，曲径通幽，风景如画。一路

上，胞波们拍照、高歌，缅语、普通

话、闽南语，随意自由切换。我佩服

他们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用歌声

流露出对祖国、对生活的热爱。

红色之旅结束了，我心中感慨万

千。革命先辈用生命“救国”，那些在

特殊时期归国的胞波们用青春“报

国”，而生活在和平稳定年代的我们

该怎么做？应该是“护国”吧。

入伍一个月

参加第七届全国侨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