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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南洋心系祖国

黄子英，福建省南安县金淘区南丰
郭坑村人。1919 年 5 月 27 日出生于一个
贫困的农民家庭，早年丧父。学生时代
的黄子英，每每看到外国人欺侮同胞就
痛感中国的落后和软弱。1934年6月，他
迫于生计辍学。不久，黄子英由姑父带
到菲律宾打工谋生。

黄子英身在南洋，心系祖国。他经
常在打工之余向伙计们讲述家乡的风情
习俗，讲述农村农民生计的窘迫和地主
恶霸土匪的暴虐。他常年订阅 《华侨商
报》《救国时报》《前驱报》 等进步中文
侨报，不但了解了菲律宾社会的现状，
也了解了祖国的时局变化。

1935 年 ， 中 国 面 临 深 重 的 民 族 危
机。日军大规模侵略华北，国民政府接
连与日本订立卖国的 《何梅协定》 和

《秦土协定》。当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
了《八一宣言》；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
了《抗日救国宣言》。

黄子英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担负起中国抗日救亡的重任。这一时
期，许多爱国华侨在菲律宾积极展开抗
日救国活动。黄子英也参加了当地华侨
劳动群众的团体组织——“海萍社”。

“新七君子”奔赴延安

1936年6月，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
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改名为“抗日救亡
会”）成立，黄子英加入该会。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黄子
英到处宣传抗日救国，为支援祖国抗战
不遗余力地奔走。

1937 年底，菲律宾怡朗华侨抗日救
亡会组织第一批人员回国参加抗战，这
批人员在乘船归国途中遭日军飞机轰
炸。消息传来，黄子英十分悲痛，随即
向抗日救亡会提出尽快让他返回祖国参
战的要求。

1938年8月初，抗日救亡协会组织第
二批人员共7人奔赴祖国抗战前线，黄子
英如愿以偿。

临行时，黄子英等7人发表《告别侨
胞书》，号召有志华侨青年回国共赴国
难，这一慷慨激昂的告别书震动了当地
侨界。侨胞们称他们7人为“七激烈”和

“新七君子”，以此表达对7位年轻人的由
衷敬意。

在饥寒交迫中历尽千辛万苦，黄子
英跨跃大半个中国，行程 5000 里，终于
实现了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愿望。

血洒“辽西二次大捷”

1938 年 ， 黄 子 英 进 入 陕 北 公 学 学
习。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他阅读了
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书
籍，增强了抗战必胜、革命必胜的信心。

1939年，黄子英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期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他被分配到
晋察冀边区第一分区，开始了军旅生
涯。在晋察冀，黄子英先后参加了“百
团大战”、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
斗争及历次反“扫荡”作战。抗日战争胜利
后，黄子英随部队开入东北到达锦州。

1947 年 9 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波澜
壮阔的东北战场秋季攻势，向辽西进军。
地处辽西的杨家杖子是必争之地。国民党
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黄子英
所在的 24 师 l 营到达附近地区，奉命执行
警戒和援助作战任务。在率部前进途
中，黄子英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射中，终
因流血过多，献出了28岁的年轻生命。

1947年，作为我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优秀的华侨代表，黄子英被东北烈士
纪念馆列为首批参展的 232 位烈士之一。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为黄子英题写悼
词：“为保卫民族而抗战精神不死，为打
倒独裁而牺牲千古流芳。 （姜文浩编）

人物简介：黄子英 （1919 年—1947 年），福建省南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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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解放区的斗争。1947年9月16日，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追梦中华·华侨英烈

黄子英：

捐躯辽西的归侨第一人

黄子英：

捐躯辽西的归侨第一人

黄
子
英

福州简化华侨回国定居办理流程

自 2019年 11月 1日起，福建福州全面取消对原
本华侨回国定居必须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内在国内
累计住满 15天的居住时间限制，华侨回国定居办理
落户手续将更加简单、快捷。

福州市侨办工作人员称，当天起，福州华侨回
国定居办理落户只需到拟定居地的县 （市） 区侨办
或市高新区窗口直接申请受理、初审、核准，不需
再经福州市级侨务部门审批核准；在申请材料完备
的情况下，法定办理时限将从原 30个工作日压缩至
承诺办理的9个工作日，办理时间大幅缩短。

为回应广大侨胞期盼，《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
公室、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印发 〈华侨回国定居办理
工作办法〉的通知》今年9月发布。福州市侨务、公
安部门在此基础上结合福州市的具体情况，进一步
简化华侨回国定居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
办理条件。

（来源：中新网）

海外华商“一带一路”研修班开班

日前，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四川省侨办承办的
第一期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在
四川成都开班。本期研修班吸引了来自 30个国家的
44 名海外知名工商社团侨领、中青年企业家参加。
本期研修班旨在让学员全面了解中国基本国情、当
前经济发展形势、“一带一路”建设情况等，为学员
充实知识、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等搭建平台。

学习期间，学员们在四川大学深入了解“一带
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等中国国家战略，参加宏
观经济形势、中华优秀文化等主题的学术讲座和研
讨交流，并参与“四川人才政策和创业环境”讲
座、巴蜀特色文化展示等活动。

（来源：中新网）

新疆归侨侨眷接受免费技能培训

日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伊犁
等地的 35名女绣工，来到新疆大学纺织与服装学院
学习刺绣技艺的设计衍生课程。她们中大部分人是
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学习。本期课程为期6天。这次
免费学习机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侨联开展的“侨
爱心”工程项目向归侨侨眷提供。

新疆大学纺织与服装学院院长张立杰介绍，参
与培训的学员均有刺绣手工艺基础，在刺绣针法、
色彩和图案选择、搭配等课程培训中，学院将采取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提升学员刺绣手工技
术的同时，也丰富她们的想法和创意。

据悉，结合新疆脱贫攻坚工作实际，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侨联先后组织民族手工艺技能、农村电商
和农村旅游等专题的技能培训，为105名归侨侨眷提
供了培训服务。

（来源：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

给侨批注入青春活力

“歌仔戏拥有百年发展历史。现在，
它的观众已经以年轻人为主。”歌仔戏

《侨批》 编剧、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院
长曾学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在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上演出的歌仔
戏 《侨批》，讲述了主人公黄日兴被骗至
南洋后，在华工阿祥的帮助下逃出矿区，
将华工们的侨批挨家挨户传递到国内侨眷
手中的故事。

2016年，曾学文想到要用歌仔戏来展
示侨批文化。“闽南人的故事，用闽南的
地方剧种表达尤为贴切。”曾学文说，“歌
仔戏以歌为主。歌声在表达情感时容量很
大，能够呈现优美、哀怨、温情、舒缓、
悲凉等各种曲调，让人感觉舞台上的故事
仿佛就发生在身边，娓娓道来。歌仔戏好
听、好唱、好看，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变
化，是年轻而活泼的。”

今年 9 月，歌仔戏 《侨批》 走进厦门
大学，为青年学生带来侨批文化的视觉盛
宴。在观看 《侨批》 后，不少人热泪盈
眶。在曾学文看来，“这是因为 《侨批》
讲述了一个共情的故事。侨批关乎人离别
的情感，而每个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
经历分离，所以会产生心理上的共鸣。”

福建省漫画研究会副会长、晋江一中

美术老师杨银平，向本报分享了侨批文化
在年轻一代中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
初中美术课“寄情山水”课题中，他亲手
绘制展现侨批故事的水墨漫画，供学生欣
赏。同时，他还让学生将国画条幅折成三
段，在中间一段纸上画出家乡的山水建
筑，亲手制作侨批。

在华侨大学，侨批文化在校园舞台上
迸发别样青春活力。华侨大学学生艺术
团、音乐舞蹈学院、华文学院等海内外学
子组成的艺术团队，通过舞台剧的形式演
绎侨情侨史。演员们通过吟诵侨批引入表
演主题，令人动容。

激发爱国爱乡之情

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创新，丰富的精神
内涵是侨批文化不变的内核。在歌仔戏

《侨批》 中，曾学文不仅将“爱拼才会
赢”的闽南精神融入其中，还在戏中弘扬
了“恩、义、情、诺、俭、孝”的中国
传统思想。他说：“这部剧是闽南人闯南
洋的真实写照。我们不是在表达苦难，而
是在表达苦难背后的精神。”

在美术课上，杨银平将“寄情山水”
的“情”解读为爱国之情、爱乡之情和爱
家之情，这些情感在侨批中都有体现。他
还把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写给集美大学老
师的原信读给学生听：“再穷，哪怕要卖

工厂，也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
杨银平表示，从学生时代到走上工作

岗位，母校与工作单位的发展都离不开华
侨华人的帮助。正是在“纯美奖学金”、

“陈嘉庚奖学金”等华侨华人资助的奖学
金项目支持下，杨银平才能顺利完成学
业。“我想通过侨批，让学生们了解华侨
华人对祖 （籍） 国发展作出的贡献，从而
学会感恩。传承侨批文化正是感恩的一种
方式。”杨银平说。

华侨大学原校长、华文教育专家贾益
民向本报表示，侨批的文化内涵可以概括
为四点：“侨批是历史的见证，人们可以
通过侨批了解华侨华人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的历程；侨批是情感的记录，那种朴素
传统、历久弥新的爱国爱乡之情能够激发
海外华侨华人青年对祖 （籍） 国的热爱；
侨批是时代的缩影，反映出侨乡的发展变
化，能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对故乡的认识；
侨批是文化的继承，侨批文化从古至今传
承下来，青年一代也肩负着将这种优秀中
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使命。”

让传统与现实对话

如今，侨批文化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丰
富多样。正在创作中的献礼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电视剧《出洋》，通过潮汕侨
批故事，塑造广东籍海外华侨华人的艺术

群 像 ； 微 纪 录 片 《中 国 故 事 之 情 寄 侨
批》，让观众在不到7分钟的时间里，从各
个方面认识侨批；新加坡广东籍作家蓉子
主编的散文集 《侨批里的中华情》，其中
的“侨批故事”是青年作者们阅读侨批后
创作的作品，加深了青少年读者对侨批的
了解……这些新颖的表现形式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认识侨批、保护侨批。

去年暑假，浙江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
的大学生们奔赴潮汕地区，深入探索侨批
文化，感受背后的可贵精神。

未来，如何才能为侨批文化传承方式
的创新提供不竭动力？贾益民认为，应该
将侨批文化内容与年轻人所关注的现实问
题紧密结合起来，针对他们关心的问题，
选取典型的侨批故事与侨批人物，采取年
轻人更容易接受、理解的方式进行传播。

杨银平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为学生们讲
解侨批文化。他将过去侨批的传送者类比
为现在的快递小哥，并告诉学生，他们的
共同点是“追求速度快”与“讲诚信”。
杨银平发现，学生对这种授课方式非常感
兴趣。

曾学文也强调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重
要性：“对我而言，编剧是把传统文化与
当代观众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我创作的故
事要符合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是我经过多
年实践掌握的技巧。用精彩而感人的故事
讲述侨批文化，才能提升人们对文化的自
信和对传承文化的自觉。”

创新传播手段 “圈粉”年轻一代

新“打开方式”让侨批“活”了
李嘉宝 张晓洁

说起侨批，你会想到什么？是风干的墨
迹，泛黄的纸张，还是一个个异乡奋斗的悲
欢故事？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书信和汇
款凭证的合称，又称“银信”。在通信不发达
的年代，侨批见证了海外华侨华人移民创业
的历史，记录着他们为住在国和祖（籍）国
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2013年，侨批档
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如今，从闽台合作的歌仔戏《侨批》，到
晋江一中将侨批水墨漫画引入美术课堂，再
到华侨大学学生推出有侨批元素的舞台剧，
侨批文化从悠远的历史中走来，吸引了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侨界关注侨界关注

歌仔戏 《侨
批》演出现场。

（图片来源：第
十六届中国戏
剧节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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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湄洲
妈祖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莆田市湄
洲岛拉开帷幕，同时举行的还有第
四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等活动。
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是妈祖文
化的发祥地。妈祖，原名林默，是

北宋时期福建海边的一位女子，热
心扶危济困、救助海难，死后由乡
亲于湄洲岛上立庙奉祀，千百年来
被海内外华人尊为护佑平安的“海
上女神”。

▲▼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上的
妈祖祭典表演。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