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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侨友参加庆祝建党 100 周年茶话会暨歌咏联欢侧记
□陈惠琼（马来西亚归侨）

厦门市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

和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万隆同

学会于日前联合举办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茶话会暨

歌咏联欢“已圆满结束。这个围绕

“侨心向党，永跟党走”的主题活

动，无论是侨友们的发言讲话、歌

舞表演，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红歌合唱，所表现出来

的充满活力的、热烈的会场气氛，

催人振奋。

联欢活动的策划者、印联会

万隆同学会负责人陈裕秀表示，

这次活动得到了马联会和万隆

同学会侨友们的热情关注，大家

出钱出力，她对这些提供帮助的

热心侨友和朋友深表感谢。在近

两个月的筹办过程中，马联会和

印联会万隆同学会的侨友们相

互接触、分工合作，侨友们对

彼此表现出来真诚的协作态

度、热情认真的工作作风印象

深刻。

马联会理事陈如能是这次

联欢活动的倡议者。他不顾自

己身患重病，尽心尽力付出，认

真指导排练节目。此外，会场上

近 20 名党员接受献花，举花祝

福党的百年生日，那些花卉工艺

品就是陈如能亲手制作并赠送

的。近 20 份看似普通但制作精

致的花束，对于身患疾病的 80

多岁老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

精力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花儿寄

托了这位归侨老党员对党的感

情和感恩的心。

马联会参与这次活动演出节

目大部分是歌咏演唱，是重头戏。

陈如能邀请好友林靖前来为演唱

节目作手风琴伴奏。临近演出时，

林靖的太太病重住院治疗，情况

突然，陈如能急忙去找音响选曲

配乐，以准备应对因为照顾病人

而可能缺席的手风琴伴奏。到了

活动举办的这一天下午，林靖如

约而至，登台参加演出。他告诉前

来关心致谢的侨友说，他太太近

日身体状况已好转。他还很有感

触地说，同陈如能在一起，感受到

其为人做事真诚认真，和他合作

有动力。林靖这番感想得到在场

侨友认同。

马联会参加演出活动的有

七八十岁的老侨友，也有家住杏

林、同安的会员，前来排练多有

不便。准备节目近两个月，他们

没有缺席排练，有的参加节目排

练也兼顾了活动筹备的其它工

作。

茶话会现场，刘小征作为党

员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了

1966 年她作为国家羽毛球主力

选手，参加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女子羽

毛球团体赛，获得女单亚军、女

双冠军的情景。回忆往事的激

动，让她一度哽咽。荣耀和辉煌

已成为过去，但她始终铭记党的

培养，对此怀着感恩的心，立下

了永远跟党走的誓言。她的发

言赢得在场侨友赞许和鼓励的

掌声。

从筹办过程到活动现场，不

仅有老侨友熟悉的面孔，我们还

看到了年轻人活跃的身影。陈文

强和郭莉莉，他们将工作提前安

排做好，在活动当日下午请假前

来参加会务工作。按筹划方案，茶

话会安排印尼特色糕点及水果供

参会侨友品尝，分别由印联会万

隆同学会和马联会分工购办。郭

莉莉很爽快地接受了采购水果的

任务。她利用假日到商场了解水

果市场行情，选择水果供应商家，

挑选适合的时令水果，对水果的

包装、保鲜、送达会场的时间向商

家提出具体要求，落实到位，并负

责会场派发。侨友们为她认真工

作完成任务点赞，她说，我父亲郭

维贵在马联会当了十多年莲前组

长，他热心尽力为侨友做好事办

实事，我要像他那样。今天为大家

办了一件实事，是我的心愿，只要

大家满意，我高兴。

侨友们的成长故事各自不

同，走过的人生轨迹各异，但始终

贯穿着党的培养的红线———不改

初心，颂党恩，永跟党走。这个茶

话会的主题，就是侨友们共同抒

发的情怀。

出席联欢活动的近 位党员接受献花。市马联会郭莉莉 拍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陈宣权（菲律宾归侨）

多维度学习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百岁华

诞，普天同庆，万民欢腾!

最近，我正在学习新编《中国共产

党简史》，同时参阅金一南将军两部著

作：《苦难辉煌》《为什么是中国》。到了

晚上，便瞪大眼睛，投入地观看《觉醒

年代》《跨过鸭绿江》等电视剧。

如果说《简史》是用朴实文字勾勒

出党的伟大形象，那么，金将军的著作

则为这个形象补充了丰富的历史背景

与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书中介绍了伟

人们详细的生活与战斗历程，为党塑

造魁梧的身材，注入鲜红的血液，锻铸

韧性的灵魂，使之站起来，活起来，可

见可摸，可亲可爱，可敬可信。

电视剧则是运用动态多彩的画面，

激越的立体声，再现了当年泸定桥上的

铁索木板，上甘岭上空的炮火硝烟，让

你亲临其境，感同身受，对历史刻骨铭

心，永世难忘。同时，电视剧还重现了当

年的李大钊高呼《庶民的胜利》的情景，

我仿佛看见方志敏手举《可爱的中国》

径直向我们走来，和你我亲切握手，促

膝谈心，谆谆勉励：“不忘初心，继续奋

勇前进，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温故而知新
通过多渠道学习党史，将理性与

感性的认知融会贯通，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令人温故

而知新，心明眼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矢志践行

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荜路蓝缕、奠基立业

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回首百年历史，展望美好明天，最

重要的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

百年来，无数革命先辈经历苦难，

付出牺牲。今天，我们走向辉煌，享受

幸福生活。我感恩不尽！

保持热心肠
我常常反躬自问，一个老归侨，我

能做点什么呢？

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为了薪传中

华文化，辛苦创办了一百多所华文学

校。因教师奇缺，我夫妻俩退休后曾赴

菲支教 11 年。如今年纪大了，干不动

了，我就举荐大孙女参加菲律宾的教

师造血计划。她被送到广州暨南大学

深造，毕业后可回菲国华校，接我们的

班，继续传播中华文化。

在家里，我是个“编外辅导员”：植

树节时，率领儿孙们上北辰山义务种

树，关注脚下土地；清明节，带领家人

回老家扫墓，不忘祖辈恩情；国庆节，

我们全家总动员，把五星红旗插到阳

台外，旗帜飘扬在风中，也飘在我们心

中，让我们牢记有国才有家。

走入小区，我做个有温度的老邻

居。见邻人，问声好；遇到扫地清洁工，

道一声“辛苦啦”；向为我开门的保安

点头微笑，再说声“谢谢”；四海之内皆

兄弟，人间需要热心肠！端起手机，我

乐意当个二传手：传播主旋律，传送正

能量，为祖国唱“赞歌”，为共产党传

“福音”，让国内亲友、国外老乡，分享

一份自豪、一份甜蜜、一份喜洋洋！

余秋雨大师说：“文化的最终目

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侨友

们，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让我们走出去

“颂党恩，唱红歌”，回到家里，再哼一

曲《爱的奉献》……“只要人人都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廖彩珍（印尼华人）

去年疫情突发，中国震

惊了世界。疫情的逆转在于

中国速度、中国方法、中国精

神，尽显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切实尊重人民的生命价

值和尊严，成功地遏制了疫

情的扩散。大爱无疆，在国际

合作抗疫的舞台上，中国坚

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弥

合“免疫鸿沟”，践行将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已向世界亮出最好的成绩

单，再一次展现了有责任、有

担当的大国风范。

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

单一的一个国名，她是孕育

我们全球华夏儿女的大地母

亲。数千年来，她的地域疆

土、民族文化、社会风貌、政

治制度，都在“书同文，车同

轨，统一量衡，统一中国”的

大前提下，完整地书写了五

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历史上

多少次的时代变幻，多少次

的朝代更替，在历史坐标和

民间坐标的制衡下，都不能

使中华民族灭亡，却让中华

文明持续，从未间断，至到今

天，仍有体系地长期发展，留

下了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

赐予更多的文化自信，表现

了无以伦比的延续力和生命

力。中国文明的软实力，造就

了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展

现大国昌明风采。非兵不疆，

非德不昌。

自秦汉起，经过数代王

朝帝国的开疆拓土，奠定了

现代中国的版图。历代王朝

帝国在发展、巩固、衰落的过

程中，也伴随着疆域的扩大、

巩固和失去。但是非常肯定

的，不论是在 1949 年前，还

是 1949 年后，不论是中华民

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

以“中华”为国称，台湾始终

是中国版图上的宝岛。汉字

是共同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

灵魂，承袭的是儒家传统思

想、民俗宗教。秦砖汉瓦、唐

诗宋词，一步之遥，大家都能

伸手可及，中华儿女一同拥

有和共享这五千年文明的财

富优势。中华文明永远是中

华儿女心中的灯塔。

今年五月上旬，宝岛台湾

防控疫情破口，目前正面临病

毒蔓延的浩劫，确诊人数日益

高升，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物

质及设施不胜荷负,疫苗尤其

严重短缺，加上近期不时发生

的缺电、缺水的困扰，在原本

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更是民

不聊生、雪上加霜，广大民众

没有安全感，似乎也失去了未

来感。时局之下，台湾当局一

定要高瞻远嘱地为捍卫台湾

人民的生命价值和安全，保障

人民的整体人权，与全球中国

人守望相助、同心同德、共展

未来。

今年五月下旬，全球健

康峰会、世卫大会相继召开，

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引领全

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共克

时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

席提出了“携手共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

经济社会发展，同国际社会

携手深化团结合作，合力战胜

疫情，促进经济稳定，做出新

的贡献。中国向全球伸出橄榄

枝，惠及全球发展中国家，得

到了肯定、拥护和支持。

是的，历史不能忘记，但

是不能成为包袱，敢面对过

去，也敢正视未来。这是关键

时刻，考验的是中国人的智

慧与勇气，这也是特殊时刻，

面对的是世局的变幻和务

实。目前正是百年未遇的新

冠病毒的肆虐，还有百年未

有的大变局，全球强国林立，

大国竞争；贸易战、经济战、

疫苗战，暗潮四涌，起伏跌

宕，人类的命运遭到严峻的

威胁。我们必须抛开历史的

包袱，认真面对历史的无奈，

打开因二战和国共内战所僵

持的外交局面，尊重公认的

国际社会的准则和共识。审

势度时，与时俱进，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台湾当局迈出的

一小步，是整个华夏大地的

一大步，相信用我们的中国

智慧、文化自信，全球华夏儿

女有能力，有尊严，共同描绘

一个利国利民利世界、和平

稳定盛世中国的蓝图，用我

们的汉字，携手谱写 21 世纪

盛世中国气势磅薄恢宏灿烂

的一页，让中华文明昂首阔

步再走五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