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 王旗军

我 15 岁回国，是一名来自印

尼爪哇 Purwokerto（普禾加格多

市）的归侨孤儿。回国后先回到家

乡福清华侨学校读书，后经福清

侨联介绍，又到集美华侨补校就

读，再到集美中学读到初中。1958

年大跃进时期，祖国需要大批人

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被集美

中学杨新容校长选上了。

1958 年 7 月 20 日，我被批准

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到天津

纯碱厂报到，参加技术培训。离校

前，杨新容校长把我印尼亲戚写

的家信原文递交给我，与我促膝

长谈，叫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跟

着共产党走，把祖国建设得更美

好更强大。

后来，在厦门华纶化纤公司

工作时，我又被派带队到北京合

成纤维厂参加培训。彼时正逢国

庆十五周年，该厂领导说：你们是

来自“炮火”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最

前线———厦门的！我们一定要安

排你们在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排，

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国庆当天 10

点时，千万人民都在想念着毛主

席。我们的队伍真的就在离毛主

席不远的行列。伟大的毛主席站

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千万人民招

手。毛主席一直在我们心中，那时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觉

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虽然毛主

席检阅的是成千上万的游行队

伍，不一定能在人群中看到我，但

我十分激动与自豪，顿时感到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是祖

国培养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祖国我爱

您！

此后，祖国需要我到最需要

的地方，我便义无反顾、勇于担

当。我曾带队到广州、上海、北京、

武汉、靖江、常熟等地培训学徒。

如今，我工作过的厦门华纶化纤

厂，从昔日的小厂，已发展成拥有

两千多名员工的大厂，从德国引

进全套的现代化生产线，成为人

才密集企业，是知识分子、工人都

大有作为、各有作为、发挥才华的

地方。我想，人的心胸有多大，舞

台就有多大。

归侨心声

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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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初，他到莫斯科参加了

联合开发新疆石油、有色金属等矿

藏的中苏谈判。此后，他还率领中

国艺术团出访西亚、北非、中东的许

多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尚未与我

国建交，他率歌舞团进人皇宫，与老

皇帝赛拉西对话，赞颂老皇帝“二

战”中抗击法西斯的功绩，解除了老

皇帝由于派兵到朝鲜与我们作战

的疑虑，为中埃建交起了积极作用。

熊晃对此评价：“如果把中美建交前

乒乓球队互访叫作‘乒乓外交’，那

么把马寒冰的出访中东叫作‘歌舞

外交’也不为过。”

马寒冰有不少佳作传世，如

歌曲《新疆好》《戈壁滩上盖花园》

《我骑马儿过草原》《解放军同志

请你停一停》《尼罗河之歌》《边疆

战士大合唱》，纪实文学《王震南

征记》《中原突围》等。

1957 年 6 月 28 日，年仅 41

岁的马寒冰不幸逝世。直到去世

前的 1954 年，马寒冰因公出差福

州，才难得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

“长辈经常跟我说起那天的盛

况———马寒冰直接坐船到马銮湾

古渡口，下船后老百姓夹道欢迎，

进村时还放起了鞭炮。”马寒冰的

外甥曾荣辉回忆，这是马寒冰最

后一次回到故乡，但足可见他对

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1986 年 6 月 22 日，由解放军

总政治部重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

公墓，并立碑为志。王震、邓力群

及其生前老同事、老战友和亲属

等参加了揭碑仪式。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王恩茂盛赞他：“是为民族解

放与人民解放、与工农兵融合在

一起的、满腔热情的、多才多艺的

爱国华侨、革命知识分子、共产主

义战士、名记者和作家。”王震亲

自为《马寒冰文集》题写了书名。

马寒冰夫人为评剧名角张玉

兰，曾任新疆剧协理事及主席团

成员。1953 年调中国评剧院工作

后，张玉兰主演过《月亮弯村》《秦

香莲·闯宫》《杨乃武与小白菜》

《恩与仇》《祥林嫂》《李双双》《三

里湾》《酸儿辣女》等，曾任中国评

剧院一团团长，1992 年任中国评

剧院百花团名誉团长，2003 年在

北京去世。

文章来源：

《共和国归侨》，刘琳，中国华侨出

版社，2020 年；

《马寒冰：红色侨乡孕育的革命传

奇》周思明 盖宣忠，刊于《福建日

报》2021 年 4 月 8日；

图片来源：福建日报 海峡导报 海

沧区文化馆。

随我蹲下身后，大婶迅速从

一堆新鲜的榛蘑中，捡起一棵又

粗又壮的，举到我面前说，你看这

蘑菇多干，一点儿也不压秤。我不

知道蹲在大婶身边的大嫂，是看

客，还是也想买蘑菇？

我接过大婶手上的榛蘑，举

到鼻子下，大自然的清香气，扑鼻

而来。

野生蘑菇和山野菜总能吸引

我。每天傍晚，我之所以喜欢下班

后顺路逛下小菜市场，不仅仅是

为解决吃饭问题。小菜市场可是

弥漫着人间的烟火气息。春天里，

小市场上一片“绿色”，大叶荠荠

菜、叶片红绿相间的婆婆丁、白绿

相间的小根蒜、绿盈盈的柳蒿，各

种野菜装在颜色不同的方便袋

里，或者手工编制的小筐里，还有

的干脆摊放在塑料布上，春风拂

动，每一棵来自山间的野菜，都带

着春天的气息。等到来自长白山

里的山芹菜、刺嫩芽、龙须菜等，

鲜鲜嫩嫩摆到小市场上，会让人

的内心更加丰盈和欢喜。

黄澄澄、菌盖上带着松针叶

的团子蘑，以及深红色的松树伞

蘑，在小菜市场上一露面，就预示

着秋天来了。浅黄色的头茬榛蘑，

宛如窈窕淑女。菌盖比一元硬币

大一些的小灰蘑和小黄蘑，娇嫩

得让人舍不得用手碰触。用小黄

蘑包饺子，更是鲜得叫人放不下

筷子。等到硕大肥厚的冻蘑出场，

秋风日渐硬朗，野生蘑菇转眼就

从小市场上退场了。

面前摊在编织袋上的二茬榛

蘑，不适合炒小白菜，晾晒干，等

到冬天炖笨鸡才好。

此刻，天色向晚，大婶肯定急

着想把蘑菇卖出去。我理应尊重

她的劳动成果。要知道，采榛蘑可

不是件轻松的事儿。

榛蘑很少长在山脚下，往往

隐藏在浩荡无边的柞树林里。能

生出榛蘑的柞树林，大多分布在

陡峭的山岗上。有一次，我一路寻

找蘑菇，登上山岗已经累得站不

稳，带我进山采蘑菇的同伴在旁

边喊，踩着了踩着了。我打起精

神，小心挪开脚，寻找半天，蘑菇

在哪呢？深褐色、带着清香气息的

二茬榛蘑，比头茬榛蘑粗壮，它们

与自然环境和谐一处，对像我这

样的采蘑菇生手来说，近在眼前

也往往看不到。我在地面上寻找

半天，才看到，一棵娇嫩的小蘑菇

芽儿，跟孩子藏猫猫一样，躲在我

刚才落脚处的一片金黄色的柞树

叶下。

爬上高山，如愿收获到蘑菇，

自然叫人喜不自禁。哪怕收获再

少，能心旷神怡地亲近一下大自

然，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秋天采蘑菇时节，长白山里

不再是夏天时节的葱葱郁郁，树

林里已经通透起来。脚下坚实的

大地上，生长着新鲜的榛蘑。抬头

望向攀爬在树上的藤蔓，有的藤

蔓上结着一串串绿色的圆枣子，

有的挂着黑紫色的山葡萄，而五

味子往往在斑驳的光线里闪着红

艳艳的光，总是那么炫目。一树树

的山里红、糖椗子，以及不知名的

浆果，也在努力装扮着丰收时节

的长白山。

秋天的森林，鸟鸣过后，安静

中，一片金黄色的树叶，从树尖上

跌落下来，所发出的声响，能惊动

整片森林，清晰拨动着跑山人心

灵深处的琴弦。

我从大婶手里接过方便袋，

挑拣起品相好的榛蘑。大婶着急

地催促蹲在她身边的大嫂说，你

倒是上手啊。大婶大嫂极其认真

给我挑拣好蘑菇。我忽然想到，好

蘑菇被我挑走了，剩下的，还能卖

出去吗？于是我说，不用挑了。

大小和成色不尽相同的榛

蘑，都装进了方便袋。大婶喜笑颜

开，跑去向别人借秤，把蘑菇称了

称。我向来羞于和跑山采山野菜

和蘑菇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

人讨价还价。我深深知道，上山采

野菜和捡蘑菇绝非易事。当我把

钱递给大婶时，才知道，榛蘑并非

热情有加的大婶的。大嫂上山采

回榛蘑，第一次来小市场上出售，

秤都没有，正为难时，大婶主动上

前帮忙。

我拎着飘散着山野气息的榛

蘑，走出一段距

离，听到好心的大

婶在向大嫂夸我，

说我心肠好。冬天

或赶上天气不好，在公交站点打

出租车，我往往会主动带上顺路

的陌生人。像帮忙卖蘑菇的大婶

一样，以微薄之力来热爱这个世

界，有什么不好呢？

从大山里辛苦采回的榛蘑全

卖了，看起来不再那么紧张和手

足无措的大嫂，回家的路上，会信

心满满盘算明天起大早进山采蘑

菇的事吧？她那不再年轻的脸上，

应该是洋溢着略带羞涩的笑容

吧？（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郑文忠

随风飘来榛蘑香

公 告
华安县华侨旅行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海外侨亲捐

资建设而成，后因县政府对县城中心进行旧房改造于 2017

年拆除。我单位受捐赠人或其后代亲属代表们委托，代为办

理华侨旅行社拆迁补偿款托管和房产重置事宜。近期，我单

位多次与侨亲代表们交流沟通，根据侨亲代表们的意愿，拟

购买以下房产：（地址：原华侨旅行社斜对面）

1.商铺 1间：瀚海五凤城（二期）2a 幢 D06 号；

2.商铺楼上骑楼公寓 4 间：瀚海五凤城（二期）2a 幢 201

室、202 室、203 室、204 室 。

因很多捐赠人已无法联系，为最大程度尊重各捐赠人的

意愿，望各捐赠人或其后代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提

出宝贵意见。超过六个月，我单位将依据已联系到的捐赠人

或其后代的意愿代为办理上述拆迁补偿款的管理使用及房

产购置事宜。

联系人：华安县侨联秘书长 李女士

联系电话：0596-7362465 邮箱：haqlh@126.com

特此公告！

华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回国时的郑文忠

集美侨校就读证书 郑文忠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