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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勇

我曾有幸在厦门大学深

刻学习了陈嘉庚先生一生的

事迹，深受感动鼓舞。爱国爱

乡、民族振兴、科教兴国是嘉

庚先生一生对祖国最大的贡

献。他曾说“国家之奋强，全在

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

育，教育是兴国之本。”他晚年

还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台湾回

归。他的遗言是台湾“必须回

归中国”，其家国情怀之举感

人至深，毛泽东赞誉嘉庚先生

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我是一名新生代的归

侨，10 年前回到自己的祖

国，在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

也见证了中国高速发展的

黄金十年。中共十八大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

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在全

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中，

中国不仅实现了飞越式的

长足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共

同发展、为人类世界命运共

同体贡献了中国伟大力量！

我认为自己身为一名

归侨代表，应该以身作则，

发扬嘉庚先生的爱国爱乡

精神，所以近几年我不断促

进中外交流合作。在我的牵

线推动下，北京市八一学校

和英国爱丁堡大学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并展开长期实

质性合作。我多次组建英国

当地地方政府、英国爱丁堡

大学等联合代表团访问中

国北京、福建、江苏等地，并

积极牵线中国国内地方政

府、民间爱国组织团体访问

英国，在教育、科研、文体、

旅游、商贸等领域交流合

作，互利互惠，为中英之间

多领域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在新冠疫情袭击中国之时，

我略尽薄力，在中国最缺乏

抗疫医疗物资时，积极运用

英国当地资源，在英国一些

地方政府的共同帮助努力

下，一批批的医疗物资火速

运往中国各省市抗疫前线，

以解燃眉之急。我还积极牵

头自己所在社团成员筹款

捐献，为厦门市捐赠抗疫医

疗物资。后来疫情在世界范

围內大爆发，在中国驻英使

领馆的领导协调下，我们社

团积极发挥中英两地资源，

多次为英国当地协调提供

中医中成药品及其它抗疫

医疗物资，为人类世界共同

抗击新冠疫情贡献中国力

量！

几年前，当我又回到自

己的出生地侨乡福清，雨天

走在乡间土路时真是苦不

堪言，一脚的黄土还一身泥

水。于是我几次和家族长辈

商议修路事宜，在我和家族

几位长辈带头捐款下，筹得

了修路的全部资金，并很快

开工完成了修路工程。能完

成家乡的普通基础设施建

设这么一件小事，方便于族

人、造福于民，我深感喜悦。

多年来，在福建省侨办侨联

的领导组织下，我多次深入

福建省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为当地发展出谋献策，引进

资源，并多次组织侨商代表

考察当地一些发展项目，为

资金引进、科学发展提供动

力，我个人还为一些贫困县

捐款修建基础设施，为提高

当地居民生活质量贡献己

力。

这几年，我还受邀参加

多个省份海外联谊会组织的

活动，并成为常务委员，多次

组织侨商前住北京、福建、山

西、江西、吉林、江苏等地，让

各省市之间的侨商了解当

地、交流发展，并引进侨商所

在国的资源，促进国内国际

之间交流合作发展。2018年，

在成功牵线北京市政府访问

英国后，2020 年我们联合英

国当地地方政府组团访问北

京石景山区，受到北京市政

府及石景山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双方还达成共建友好城

市的意愿，以便进一步为多

领域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共

同发展互利互助，双方相互

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这几年所做的这些力所

能及的小事，都是受嘉庚精

神的指引。在我看来，嘉庚

先生名字是一座里程丰碑，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征程中，在中华民

族实现领土完整统一的进

程中，嘉庚精神具有强烈的

新时代意义。我辈应发奋图

强、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祖国完整统一，

为家乡的建设发展，贡献我

们华侨新生代的一份力量。

我深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领土完整祖国统一必定

会早日实现！

[作者系厦门市政协特

邀委员、英国苏格兰华人青

年会会长、英华国际有限公

司总裁]

散文随笔

瓠子，又名“瓠瓜”“甜

瓠”，是夏日里常见的菜肴。

相比黄瓜、西红柿等有着鲜

艳色彩的夏令时蔬，淡青色

的瓠子显得低调含蓄，烹饪后

的口味清香甜淡，迎合着人们

在夏日里不喜油腻的口味。

瓠子可以清炒、做清汤，

还可以与排骨、肉类一起烹

饪，儿时我最喜欢吃瓠子炒

肉。母亲先把肉片炒至八分

熟，然后加入短条状的瓠块

一起翻炒，再放少许姜末、酱

油、白糖，炒熟后盛入白色瓷

盘中，青翠的瓠子搭配着红

色的肉片，清香四溢，格外诱

人。那时家中经济条件一般，

不能经常吃到瓠子炒肉，多

数时候吃的都是清炒瓠子。

有一年期末考试我发挥

出色，获得了全班第一，母亲

非常高兴，我提了一个要求

说想吃瓠子炒肉，母亲沉默

着没有吱声，我以为她同意

了，可是晚餐时桌上却只有

一盘青青的清炒瓠子。我很

沮丧地问母亲：“不是说吃瓠

子炒肉吗，怎么没有肉？”母

亲一脸歉意地望着我，想解

释什么却又止住了，只是喃

喃地说：“今天先吃这个，过

两天再给你做瓠子炒肉。”年

幼的我听后又气又急，朝母

亲嚷嚷：“可是我今天就想吃

瓠子炒肉……”说完任性地

推开桌子，赌气回房间了。

过了半天，母亲端着饭菜

进来，轻轻告诉我说，月底了

家里的生活费捉襟见肘，她

和父亲的工资都是月初发，

如果今天买了肉，月底这几

天就没钱买菜了。我听后心

中一震，才知道原来家里每个

月都是数米下锅。我默默接过

母亲递来的饭碗，一股脑把米

饭和清炒瓠子都吃了，心里暗

暗发誓要好好学习，让父母天

天吃到瓠子炒肉。

时光飞逝，转眼我已参加

工作多年，早已有能力让家

人天天吃好的，大鱼大肉经

常吃，反倒都喜欢清淡饮食。

有一年夏天，母亲做了一碗

瓠子排骨汤，青翠的瓠子中

和了排骨的油腻，让汤水也

变得清甜爽口，一家人很快

把瓠子都吃光了，汤也喝了

一大半，排骨却一块未动。母

亲见状说：“以前大家都想吃

肉，现在却只吃瓠子，以后还

是做清炒瓠子吧。”

每次当清炒瓠子端上桌，

望着那一抹青色，我都会不由

想起儿时。那时虽然生活艰苦，

但在父母的勤劳操持下，家里

的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每一个夏季，

瓠子青翠依旧，虽然不是什么

珍贵菜肴，但在岁月的长河里，

仍然弥漫着爱的味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

《泉州晚报》）

夏日，蝉鸣在稻浪的起伏里带

着温度，风儿阵阵，稻香扑鼻。横空

而过的电线上，几只鸟雀正挥着翅

膀舞蹈着。

儿时，犹记得老房子前有晒稻

谷的大埕，我们喜欢坐在埕边，看

着远方的农田，由绿而黄，在青青

的稻禾上渐渐长出果实，到结满沉

甸甸的稻穗。我们心中充满好奇，

期待那一天收割时揭开面纱。

乡下，夏天的早晨总是早早上

场。当我们揉着惺忪的眼睛时，父

亲早已在田里完成很多农活回来

吃早饭，妈妈做好饭接力着父亲的

活。父亲会在天刚露出鱼肚白时，

就去把前一天收割了的稻田用锄

头一锄一锄地翻垄着，好及时继续

插秧。六月的农忙，头尾要一两个

月，作为孩子的我们听命于大人，

或在家晒稻谷，或去田里帮忙割稻

子、拿稻穗等。水田里经常有一些

昆虫，这是孩子们害怕的，有时钻

到皮肤被狠狠地“亲吻”一下，要疼

上好几天。还有被稻穗割伤的皮

肤，火辣辣地灼烧着，难受得很。

最难忘的是被“优待”在家晒

稻谷、看稻谷。六月天娃娃脸，早上

还晴空万里，到中午就风云突变，

雷阵雨丝毫不留情地噼啪而下。在

田地里的大人呼喊着紧急“救援”，

不顾淋湿的衣服，马上就要“到嘴”

的粮食可不能就这么被冲走了。在

家看稻谷的老人小孩，早已风驰电

掣般地抢收着，有的扫，有的搬，有

的拉袋子，在和雨拼速度呢。等到

都收好了，天也放晴了。看着冒着

热气的泥埕，还有一片狼藉的战

场，谁能想到刚刚经历了什么。顾

不得抹去一身的汗水雨水，大人们

又匆匆奔向田地，留给还心有余悸

的我们一句话：一会儿地板干了继

续晒稻谷。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夜幕悄悄降临，空气里还弥

漫着稻香的味道，洋溢着夏天的气

息。忙完一天的农活，此时最热闹的

当属田地里的动物们，没有人类的

骚扰，它们终于可以享受夜晚自己

的协奏曲，装扮夜空的浪漫。劳累一

天的大人们此时早已进入梦乡。

在大人的世界里，他们把自己

的汗水洒在这一片田园里，所期待

的莫过于如浪般的稻海，能用沉甸

甸的身姿展现。父辈们挺拔的脊

梁、黝黑的皮肤、坚实的脸庞，在稻

海梯田里勾画出一幅幅美丽的风

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晨兴理荒

秽，带月荷锄归”，默默耕耘，在乡

村田野里留下不朽的篇章。

眼下又是一个夏日，热浪滚

滚。我仿佛看到一群群游人穿梭在

美丽的稻海中，他们正捧着金黄的

稻穗，深吸着沁人心鼻的稻香，那

醉人的样子。

稻香，夏日长。

（来源：《泉州晚报》）

为深入挖掘、感悟“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

科学内涵，进一步弘扬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

即日起，厦门市委统战部、集美学校委员会携手

厦门日报社推出“传承嘉庚精神弘扬时代价值”

主题征文，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感悟“嘉庚精神时

代价值”的佳作，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征文内容

紧扣“传承嘉庚精神弘扬时代价值”的主

题，以下几方面内容可供参考：1.结合实际，阐

述对“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认识、理解和思

考；2.讲述新时代各领域践行和弘扬“嘉庚精神

时代价值”的生动实践；3.如何深入发掘和体现

“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助推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征文要求

主题鲜明，弘扬正能量，彰显民族大义、

历史责任；言之有物，语言生动，感情真挚，

体现对“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思考；体裁以

议论文、记叙文为主，字数在 1000 至 1200

字左右。作品须是署名作者原创首发，严禁

抄袭、剽窃，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 zfk@xmrb.com，

注明“传承嘉庚精神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

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4000元 /人；二等奖 3

名，奖励 2000 元 / 人；三等奖 6 名，奖励 1000

元 /人；优秀奖 10名，奖励 500元 /人，以上奖

金均含税。

征文启事

甜瓠翠夏
□吴 琳□陈永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