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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南侨机工回国服务80周年。
1939年3月至10月，在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的号召下，3192名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
国服务团”，在滇缅公路“死亡线”上运输、维修，
共抢运回1.5万余辆汽车、50多万吨军需物资，打破
日本对中国海上重要港口的军事封锁，为中国抗日
战争胜利作出突出贡献。80年来，南侨机工的精神
代代相传，已成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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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改变大历史
今天，滇缅公路上依然流传着南侨机

工的故事。
邱九良，新加坡华侨，祖籍福建莆

田，是第一批回国运输的侨工之一。他离
开家乡的那天是除夕。合家团圆之夜，他
却告别家人，驾车翻越滇缅公路的崇山峻
岭。山路陡峭惊险，在一次运输途中，他
不慎从惠通桥山顶翻入怒江，壮烈牺牲。

吴再春，毕业于南洋马来亚华侨星洲
道南学校。他放弃了在新加坡的优渥生
活，抛别父母妻子回国抗战。在一次运载
军火途中，天降大雨、气温极低，汽车突
然发生故障。本可以暂时外出躲避，但为
了保护军火，他留在车里直至冻僵，献出
年仅32岁的生命。

林春材，是马来西亚大富商的儿子，
是校篮球、游泳冠军队的队员。得知祖国
的战况后，他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用一
米九几的身高掩盖自己 16岁的年纪，奋斗
在滇缅公路的运输前线，直至 1942年。此
后余生，他选择留在云南生活。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像
邱九良、吴再春、林春材这样奋勇报国的
南侨机工共有九批，其中不乏年轻有为的
大学生、工程师和富商。

陡峭的山崖、无边的炮火、肆虐的细
菌……在那条充满死亡气息的运输之路
上，南侨机工满怀报国热情，拼尽全力打
通了一条抗战生命线。

“他们虽然是小人物，却改变了大历
史。”云南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
夏玉清教授对本报表示：“在滇缅公路紧缺
技术人员的危急时刻，华侨克服一切困难，

集中整个南洋的力量支援抗战，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云南省侨联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会
长、侨工后代徐宏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他们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毅然回到祖国，
将自己的鲜血洒在滇缅公路上，将自己的青
春献给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在民族危亡时
刻，南侨机工的爱国精神愈发彰显出来。他
们是榜样，是民族的灵魂。”

动人故事感人肺腑

“邱九良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了！”老
机工王亚六的动情高呼，让在场所有人无
不动容。这一幕发生在 2014 年 9 月重走滇
缅公路的纪念活动上。

“当时，车辆行驶到老路田路段的一座
山前，王亚六要求停车，下车和老战友说
说话。”忆及往事，徐宏基动情地说：“他
的声音在群山中回荡。就在那时，我们头
顶的乌云开始散去，露出了一片青天，山
谷里升起两朵蘑菇云，仿佛在回应着什
么。那个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此外，徐宏基介绍，“罗开瑚是云南省唯
一一位在世的南侨机工，今年 100 多岁了。
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到西山，向老战友们鞠
躬、献花，从不间断。”

壮烈英雄事，青史永留名。人们从未
忘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1989 年，在陈嘉庚后人的牵头支持下，
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西山修建了“南洋华
侨机工抗日纪念碑”；2005年，昆明市人民政
府建成“南洋华侨机工抗日事迹陈列室”；同
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在滇缅公路中国段终点畹町，修建“南洋华

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
“南侨机工历史不仅是东南亚华侨华人

的宝贵记忆，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共同记
忆，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夏
玉清说。

据统计，当年有 1000多人牺牲在滇缅
公路上，在世的南侨机工人数如今仅剩 3
人。光阴似箭，留给后人保存整理这段史
料的时间越发紧张。

作为华侨华人代表，陈立人投身于记录
南侨机工历史的事业已有 20余载。他一面
走访散落国内外各地的南侨机工和他们的后
裔，一面致力于将过去无名英雄的名字挂在
英雄榜上。他说：“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
替爷爷陈嘉庚跟这些还健在的南侨机工说一
声，‘衷心感谢他们付出的一切’。”

为纪念南侨机工的英雄事迹，南侨机工
暨眷属联谊会举办了“纪念滇缅公路全线通
车暨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 80 周年图片
展”。徐宏基说：“今年2月以来，展览吸引
了来自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华侨华人
和港澳台人士，我在展览现场为他们做讲
解。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让在场所有人深
受感染。”

精神丰碑烛照世界

2018年5月30日，“南侨机工档案”成
功入选《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名录》。档
案提供了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鲜
为人知的信息，不仅是来自海外华人社区
的民间志愿者的战时支援记录，也是中国
本土与东南亚国家移民社会之间独特纽带
的证明。

得知这个消息后，陈立人激动地说，“很

惊讶，说不出的喜乐！‘南侨机工档案’入选，
让南侨机工们的民族大义、爱国精神成为世
界记忆。”

云南省档案局在名录申请中扮演重要
角色。“2016 年，我们初步启动申报工作。
2017 年，我们集中力量查阅 850 卷馆藏档
案，邀请专家学者开展各类研讨。最终通
过评委提问、申报单位答询、无记名投票
等程序，‘南侨机工档案’申报成功。”云
南省档案局副局长段俐娟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这让我们备感骄傲。”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2019 年是滇
缅公路修成 80周年，也是南侨机工回国服
务 80周年。弘扬南侨机工精神的纪念活动
隆重而热烈。

4月，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
办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 80 周年活
动，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名云南同乡
代表与当地民众一同缅怀先烈。

日前，“永远的丰碑——纪念南侨机工
回国抗战 80周年”图片展也于福建泉州华
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近百幅珍贵历
史图片，再现了南侨机工积极参与抗战的热
烈场景。

据段俐娟透露，云南省档案局与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将于 10月份在北京举办大
型档案文献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以期更广
泛地传播南侨机工的爱国精神。

传承南侨机工精神极具现实意义。夏
玉清建议，“传承机工历史及精神，应在
国家层面定期举办大型公祭仪式，邀请海
外侨领、机工后代共同参与，让海外华侨
华人知道祖 （籍） 国没有忘记他们对中国
的贡献。”

上图：由众多南侨机工后人参演的情
景组歌《南侨颂》剧照。 资料图片

南侨机工：用热血铸就国之干城
贾平凡 刘凯旋

根据中国教育部近日信息，来华留学生规模趋于
稳定，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万名
留学生来华留学。在来华留学生中，华裔新生代是一
个特殊群体，犹如“燕归巢”，中国正向他们展示出越
来越大的吸引力。

文化情结影响历久弥深

虽然出生或者成长在海外，但华裔新生代对祖
（籍）国的感情往往因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历久弥
深，对中华文化的情结始终难以割舍。

“父母常教我们中国民俗。”陈雅聪、蔡佳成是印尼
华裔，他们坦言，来北京华文学院就读华文教育专业，
与父母注重传承中华文化密不可分。

在加拿大出生的林依（化名）也说道：“父母一直坚
持让我在家里说中文。因此来中国读书是件很自然的
事，父母一直教育我根在中国，回来读书，就像回到了
另一个家，感觉很奇妙。”

关于华裔学生之所以选择来华留学，有学者认
为，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的
根本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无
限魅力和华裔们的中华文化情结。”

政策环境改善形成利好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开放政策日趋完
善，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
额、开展来华留学预备教育等具体措施的实施，进一
步促进了海外学子来华读书交流。

针对华侨华人学生来华留学、就读，中国亦专
门出台了系列相关政策。例如华侨生可通过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院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
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就读中国内地高校，
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均
在招生之列；华侨华人学生亦可通过考试入学或申

请审核入学方式，报考中国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及
华侨大学。

与此同时，与各种利好政策相呼应的是，近年
来，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条件显著改
善，社会满意度也不断提高。“除了教育质量提升、
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完善，感觉中国高校也更加和国际
接轨了，培养的是国际型人才。咱们协会中有不少会
员都已经或正在考虑送孩子到中国就读。”中法家庭
联合会主席罗坚介绍道。

中国发展提速引燕归巢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为华侨华人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而回
祖（籍）国读书的经历，更有利于他们今后搭乘中国经
济发展快车。

巴拿马华商总会会长黄伟文的二儿子曾在北京进
修两年中文，小女儿现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现
在儿子负责经营旅游公司，曾经在中国学到的语言、文
化和处事方式等在目前的工作开展中都很有用。”黄伟
文说，在巴拿马和中国建交的利好背景下，中华文化已
经成为华侨华人抢抓机遇的“敲门砖”。

“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罗坚认为，通
过来华留学、就读，华侨华人学生不仅学习到中华文
化，也接触到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从而有利于把握更
多职业发展机遇。“到中国学习如今是一件时髦的事。”
罗坚介绍道，很多华裔家长们对此十分关注，她也会注
意把中国高校留学信息分享给他们。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荣誉会长尹楚平的
女儿在巴西出生，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中文。他
表示，“如今中国已经逐渐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华
侨华人要抓住中国发展机遇，学好中文很重要。”尹
楚平认为，在当前中国教育不断开放发展、高校教育
质量稳步提升、教学条件不断改善的大背景下，华侨
华人学生来华留学、就读渐成风尚。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华裔学生来华读书渐成风尚
马秀秀

“海外红烛故乡行”活动启动

6月24日，2019“海外红烛故乡行—宁夏非遗文
化之旅”在银川启动。来自美国、瑞典、马来西亚、巴
基斯坦、日本、荷兰、泰国、比利时等 8 个国家的 15
名海外华校教师和校方负责人将在未来 10天围绕

“宁夏非遗文化”主题，对宁夏展开深入了解。
此次各国海外华教在宁夏了解非遗文化传承

与保护及产业化发展情况的同时，还将展开讲座探
讨宁夏与海外华校华文教育交流、华文教师短期互
派、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意向，专项开展与海外华校
间友好交流交往，进一步搭建起宁夏与世界各地对
话交流、共谋发展、联络感情的“宽带”。

侨 情 乡 讯

图为 2019“海外红烛故乡行—宁夏非遗文化
之旅”启动仪式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李佩珊摄

海外侨胞助力精准扶贫

6月20日下午，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一行5人
在北京市委统战部的牵头下，赴北京市门头沟区
潭柘寺镇开展“同心卫生室”捐赠活动。“为乡村
卫生室建设贡献绵薄之力，略表我们海外华侨华
人的心意。”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田纹瑛在门
头沟“同心卫生室”捐赠仪式上如是表示。

活动现场，田纹瑛代表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向门头沟区卫生健康委捐赠善款 20万元。田纹瑛
表示：“虽然华侨华人身在海外，但时刻心怀祖

（籍） 国，我们在海外越久，对祖 （籍） 国的感情
就越深厚。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的姐妹们虽然很
多只是工薪阶层，但大家都热心参与这次捐赠，
纷纷慷慨解囊。”

侨说伏羲文化研讨会举办

6月21日，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承办的侨说伏羲文化研
讨会在羲皇故里甘肃省天水市举办，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意大利及
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 70 余名海内外华侨华
人共话伏羲文化，探讨中国西部走向海外。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本源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中国
侨联副主席齐全胜说，公祭伏羲大典对于增强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根祖认同、民族凝聚和文化自信
具有重要意义。侨界人士遍布世界，我们要以侨
为桥，立足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挖掘伏羲文化
所蕴含的精神富矿，以现代的形式进行表现和传
播，争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使者。

侨乡广州建北回归线上冰雪世界
日前，地处北回归线上的侨乡

广州迎来华南最大室内滑雪主题
乐园——广州融创雪世界。该滑雪
主题乐园，总建筑面积达 7.5 万平
方米，日均可容纳约 3000 名游客。
据悉，该滑雪主题乐园不仅将吸引
众多中外游客，还将为推动侨乡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上图：游客在广州融创雪世
界滑雪体验。

右图：小朋友在广州融创雪
世界炫彩冰雕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以上均据中国新闻网）（以上均据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