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4.16 / 星期五 / 第 488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强晓玲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刘梦妮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13

本报记者刘婧宇

　　喜鹊喜，贺新年；
　　爸爸金山去赚钱，
　　赚得金银千百万，
　　返来起屋兼麦田。
　　这首流传在广东省江门五邑民间
的童谣，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吟唱出来，
展现了侨眷对银信的期盼和收到银信
的喜悦。直至今天，仍有老人清晰地记
得，昔日走乡串户的巡城马肩挑箩筐、
挨家挨户投送银信的身影。
　　“银信来了！”一声吆喝传来，侨眷
们欣喜不已，家人阅读信件，孩子数弄
银元，欢声笑语一片，村子里如过节般
热闹。亲人在异国他乡的境况让侨眷
牵肠挂肚，这报平安的家书不仅使思
念之情得以缓解，一同寄来的银钱更
使他们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五邑华侨在海外奋力拼搏，从事
最为艰苦的工作，忍受骨肉分离的折
磨，抱的都是同一个信念：赚钱养家。
无论在异国如何艰难，哪怕食不果腹，
他们都会将钱物汇寄回家，并附上一
封书信，“银”“信”合一，应运而生。潮
汕方言中将“信”称之为“批”，故“银
信”也称为“侨批”。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70 年
代，银信历经 100 多年，记录了一个
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2013 年 6 月，“侨批档案——— 海外华
侨银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
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的 5 万件银
信出自江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银信
也来自江门。
　　批一封，银几许，跨越山海，辗转
归乡。
　 　 4 月 9 日 ，“ 家 国 情 怀 寄 尺
素——— 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专题展”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这是五
邑银信（侨批）首次在北京举办专题
展，展览分为“何为银信、递送银信、游
子之心、桑梓之情、报国之志、复兴之
梦”六部分，共展出银信及相关展品
230 余件，展期为一个月。
  展会上，梁启超的孙女梁红女士
在一幅照片前久久驻足，照片上是梁
启超先生担任名誉校长的博健学校，
于 1906 年建成，是江门下辖开平市
第一所由华侨倡建起来的正规学制小
学堂。
　　青瓦白墙斗拱门，颇具异域风格
的建筑，无声地诉说着背后沉甸甸的
历史。

金山寻梦

　　江门五邑地区位于珠三角西部，
面向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早在唐宋时期就开始了海外交往
活动，是广东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
之一。清末民初，国内灾祸连连，穷苦
百姓衣食无着，与此同时，大洋彼岸靠
淘金一夜暴富的传说不胫而走。
　　 1848 年 1 月 24 日，在美国的加
利福尼亚州，詹姆斯·马歇尔在修理水
轮锯木机时，意外发现一块重达约 28
克的黄金。消息传播开后，加州成了黄
金之州，黄金的价值和其一夜暴富的
能量，使欧洲、澳洲、亚洲沸腾起来。
　　彼时，毗邻南海的广东省遭遇外
强入侵、内乱频仍，大洋彼岸发现黄
金的消息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贫苦
百姓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由此，
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第一次移民潮，在
1847 年-1882 年间，约有二三百万
华人出洋谋生。
　　在这个大潮中，有资料记载最先
到达美国的华人淘金客陈明（音），就
是广东江门籍。
　　当然，这一时期能自费出洋的华
侨并不多，大多数人需要中间人的协
助，即“赊票制”和“契约劳工”。前者是
经纪人预支费用，到达目的地后华侨
靠劳力赚钱赎还所欠款项；后者是指
与经纪人签订契约，固定出卖劳动力
若干年，以偿还出洋费用。
　　这两种看似自愿自由的制度，在
实施过程中充斥着欺骗。例如，经纪人
在散发的招工传单中，用极其夸张的
描述把目的地形容为“世外桃源”，“优
厚工资，上等房舍、食物与衣着，随时
寄信或汇款给亲友”。
　　按照当地习俗，出发前亲人会给
他们准备一袋干粮。这是一种易于保
存的干饼，中间打着红色的“发财”
字样。
　　带着“发财饼”上路，等待华工的
第一道关，却是“浮动地狱”。

　　运载船只严重超载，旅途条件恶
劣，逼仄阴暗的空间内，头上盘着辫子
的华工靠着一丝信念坚持着，但大量
华工在抵达目的地前，会因海难或疾
病葬身海底。华侨称这种臭名昭著的
招工为“卖猪仔”。
　　抵达旧金山海港后，华工即被关
进狭窄阴暗的木屋中，与外界隔离，

“黑暗秽臭，过于监狱；压制苛暴，甚于
犯人。幽禁常数百人，羁留常数余月。”
　　身处异国，华侨们往往把个人与
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在旧金山湾天使
岛拘留站的墙壁上，就有这样一首诗：

“为乜来由要坐监？只缘国弱与家贫。
椿萱倚门无消息，妻儿拥被叹孤单。纵
然批准能上埠，何日满载返唐山？自古
出门多变贱，从来征战几人还？”
　　加州地图上有个地方叫“中国海
滩”，是 1850 年淘金遗址，曾有 500
名淘金华工居住在这里。马克·吐温曾
来此体验生活，他这样描述：“他们是
一个无害的民族，安静、温和、温顺，他
们一天到晚辛勤劳作，不守规矩的中
国人很少见，懒惰的中国人不存在。”
　　中国淘金者的细心和勤劳令人刮
目相看，当时矿区流传着这样的话，

“凡是华工淘过的金矿，连塞虫子牙缝
的金子也找不出来了。”
　　历经劫难，毕竟其中还是有人能
够被命运垂青。淘到金子的金山客，第
一件事就是把报平安的书信和钱寄回
家乡，他们借助的就是“银信”。
　　 2017 年 5 月，银信纪念广场在
江门台山海口埠正式亮相，20 根高耸
的“银信柱”，见证着华人华侨心系故
土、眷恋家乡的情意。
　　在江门市一座博物馆里，7 个尺
寸、样式不一的箱子摆放整齐。它们布
满锈迹，因褪色深浅不同已经斑驳，有
的表皮甚至已经膨胀破裂，满是饱经
岁月沧桑的痕迹。这就是金山箱，基本
为铁木结构，做工精巧结实，多数箱子
的边角都包裹着铁皮，排排铆钉纵横
交错，依然可见往昔气派。
　　想必带着沉甸甸的金山箱，荣归
故里的金山客，一定会站在船头，享受
着故乡的风，系着怀表的金链垂在口
袋外头，闪闪发光。
　　江门籍旅美作家刘荒田在《金山
箱》中这样描述，“告别时妻子是披着
红盖头的娇羞新娘，归来时见到的却
是龙钟老妇。老屋犹在，送儿远行的父
母如今被神龛上的线香供奉着。失去
的一切，拿什么补偿？就是靠金山箱，
它所连带的气派，它向村人宣告：这一
趟金山没白去，老子发了！”
　　淘金使侨乡的面貌发生改变，据

统计，仅 1857 年，就有 20.5 万盎司
黄金从澳洲送回广东省。

以家为天

　　银，是华侨的血汗钱；信，是华侨
对亲人的思念。一封封发黄的家书背
后，是一段段琐碎但感人的故事，华侨
先辈坚毅、隐忍、拼搏的精神，以及“以
家为天”的情怀，跃然纸上。
　　五邑华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对
长辈们也格外牵挂，即便在外如何艰
难，也会尽力关照亲友。他们寄递银信
时，总会给父母、祖父母一些零用钱。
　　一位名为进墣的华侨给妻子寄了

“港银三百大元”，在附信中他这样分
配：“邝氏二婆卅元，开风三母十元，进
启嫂十元，水南亚婆一百元，开焕母五
元，共洋银一百五十五元，余为家用。”
　　详细嘱咐完还不放心，特意又在
信封背面强调，“交大洋卅元邝氏二婆
收为生日买些茶点之用”。信封背面盖
着的英文戳记显示，写信时间是 1941
年，来自美国加州。
　　在成百上千封银信中，许多华侨
会谈到在外寻找工作机会的艰辛，因
此常劝说家人要“勤俭节约”。尤其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于境况窘
迫的华侨更是雪上加霜。
　　五邑美洲华侨谭裔达在写给儿子
谭番沛的信中这样嘱咐：“现下埠情冷
淡，各行艰难求食，居于墨境，人多工
少，占多无工栖身……又说在家家务，
不可浪费金钱，在外十分艰难积贮金
钱，在家须要勤俭为己。”
　　大多数华侨都是农民出身，没受
过正规的教育，但他们对耕读传家有
着根深蒂固的执念，而且在外打拼更
感受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特别
关心家乡子弟的教育，经常寄钱资助
子弟学习。
　　澳大利亚华侨袁叶丽非常看重教
育，他写信给儿子：“儒珍吾儿：昨付来
司连票二十五磅，内交祖父大人收一
磅，交汝收银九磅，汝在家交双毛银五
十大元新盛兄收其读书之费……”年
轻的妻子想进女校学习，他也全力支
持，“早日入女学读书，专心向学，自然
有进步……有闲暇之时，在家教汝妹
习字、算学、国文，日日照常而行。”
　　谭裔达对不喜欢读书的儿子十分
生气，写信教育道：“究竟你的心愿意
读书不？你快告我知道。像你这样没须
负担家庭责任的人，而你都不愿去读
书，还有什么可想？我认为你是个蠢子
到极，你话对不……以后所有关于你
的一切的事，我决意没理会你，不过问
你，特先告你知，希幸自觉。”活脱脱一
个 充 满 希 冀 而 又 满 心 愤 懑 的 父 亲
形象。
　　华侨秉承着中华民族“家和万事
兴”的理念，家书中最常看见“平安”

“和气”两个词，希望家人之间和睦相
处，邻里街坊互相礼让。
　　因为有着大量侨汇支持，一般来

说五邑地区侨眷的生活水平要高于普
通家庭。
  据广东五邑大学教授张国雄推
算，在国外一年挣 300 美元的铁路华
工，除去必要开支，能到手 150 美元。
清代光绪年间，一美元能兑换两块中
国银元，到宣统年间，一美元能换 2.5
块银元。当时的广东，一亩地价值 20
块银元，所以一个华工一年节省下来
的 100 多美元，可以买十多亩地了。
  富裕的侨眷置地盖房，一座座兼
具防御功能和美学价值的碉楼遍布侨
乡村落，堪称中国乡土建筑史的奇迹。
有碉楼的家庭，意味着侨胞不用再次
漂泊，这里已有休憩的港湾。

造福乡邦

　　五邑华侨身在海外，在与世界的
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情系桑
梓，除了赡养家眷外，以微薄的收入屡
屡为家乡捐献资金，或兴办各种公益
事业，或投资实业发展经济，对乡邦的
贡献不胜枚举。从 1902 年至 1936
年，30 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
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
200 多万毫银、100 多万元银元和 60
多万元港币，建桥修路、兴办企业。
　　陈宜禧就是华侨实业救国的杰出
代表。
　　从陈宜禧路、陈宜禧纪念广场，到
以新宁铁路宁城站为原型建造的铁路
站台，再到市华侨文化博物馆中，高度
还原新宁铁路宁城站场景，江门人一
直用特别的方式，纪念着新宁铁路的
创建者陈宜禧。
  陈宜禧出生在广东省江门市斗山
镇美塘村，15 岁起赴美打工，20 岁时
参加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他聪
敏好学，从普通工人逐步升为技术工
人，成为工程师的得力助手。他的曾外
孙陈永权称赞道：“他是一个很有远见
的人，知道铁路是一个强国的最基本
的建设，于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学习。”
  陈宜禧在美国参与铁路工程建设
长达 40 年，获得了丰富的筑路经验
与技术，为后来回国修铁路奠定了坚
实基础。
  华侨在海外拼搏，一旦立足，在经
济上有所积蓄、观念上有所进步后，就
会成为侨乡经济社会变化的助推器。
  陈宜禧的故乡建县 400 多年，历
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
的主要原因，是交通闭塞。1904 年 2
月，花甲之年的陈宜禧踌躇满志地回
到江门，倡议修建新宁铁路，得到家乡
响应。1905 年 2 月，他风尘仆仆地去
北美募集资金，在旧金山、温哥华、西
雅图等地发动海外乡亲支持新宁铁路
建设。
　　他喊出了一个饱含爱国激情的口
号：“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
路；以中国人之学力，建中国人之工
程；以中国人之力量，创中国史之奇

功。”华侨们为这个口号所感奋，陈
宜禧很快就募集到资金 275 万元，
超出原计划 4 倍。
　　当年正在美国游历的康有为，
见华侨慷慨解囊修铁路，不禁心生
感慨，说道：“为什么陈宜禧能做这
么好，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曾在美修铁路的李俊衍也拿出
二百块大洋，认购了新宁铁路股票
40 股。他的后人李柏达认为，李俊
衍出资是因为在美目睹了火车使人
们出行便捷，物流畅通，经济振兴，

“当大家知道家乡要建一条铁路时，
我们的家乡很有希望会很快发展起
来。”
　　新宁铁路计划分三期建成，
1906 年 5 月 1 日，第一期工程动
工。这期间，陈宜禧一方面要解决工
程技术上的难题，另一方面还要面
对地方官僚的阻挠，并同迷信风水、
固守疆界的村民反复周旋，仅公益
至斗山一段，就被迫改换路段，造成
不必要的弯轨多达 29 处。
　　陈永权解释：“建一条铁路要做
很多的调查，要经过很多不同的祖
坟，传统观念里祖坟是完全不能碰
的。所以曾祖父遇到的困难是不计
其数、不可想象的。” 
  1909 年 3 月 21 日，经过三年艰
难施工，新宁铁路铺设铁轨 59.3 公
里，第一期工程宣告完成。不过阶段
性成就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陈宜禧又皱起了眉头，因为谭江挡住
了火车通往江门的道路。思考再三，
他在香港定制了一艘长 105.57 米的
铁船，让火车坐船渡江，新宁铁路成
为中国第一条使用轮渡的铁路。
  1920 年 5 月，新宁铁路全线建
成通车。从此，中国最长的侨办铁路
出现在版图上，带动周边地区交通、
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全面发展，江
门台山也赢得了“小广州”的美称。
  1937 年 10 月开始，新宁铁路
不 断 遭 到 日 军 轰 炸 ，损 毁 严 重 。
1945 年抗战结束后，仅剩下少量
遗址。
　　五邑华侨在兴办教育事业上，
同样十分突出，鼎盛时期，华侨捐资
兴办了约千家学校。和同一时期的
西北内陆省份相比，无疑是一个非
常耀眼的数字。
　　矗立于五邑乡村僻野、拥有西
洋式建筑风格的一所所学校，使民
众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不少孩
子从这里走出国门，在发达国家获
得硕士、博士学位。

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五邑大地受
到暴力摧残，银信的传递受到严重
影响，侨属生活难以为继。
　　在这样的国家危难时期，银信
的内容和作用发生了变化，除了对
家乡亲人的深切关怀，又多了一些
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寄回国内
的银钱增加了，寄回家中的银钱却
减少了。
　　 1937 年，华侨李键明给他侄
子的银信中，提到对政府抗敌充满
信心，并认为“华侨捐款用作军需是
国民责任”；1939 年，旅美华侨伍丹
谷在银信中告诉妻子，他把积攒下
来的银钱全部买了救国公债，所以
没有给家里寄钱，希望得到妻子的
谅解。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中国
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海外
华侨的评价。据统计，自 1894 年中
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成
立，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
山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共耗资约
62 万美元，所需经费全靠各地华侨
资助。
　　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批成员共
有 20 多人，全部是广东籍华侨。旅
美华侨邓荫南甚至变卖全部财产，
追随孙中山，全力支持革命。著名五
邑侨领司徒美堂和黄三德还筹集上
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抗日。江门五
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至今珍藏着华侨
黄昂奎的捐款收据以及孙中山颁发
的爱国奖状。
　　为了支援祖国，海外各个华侨
团体发起各种形式的募捐，有一日
捐、一月捐、新年捐、劳军捐、航空献
机捐等等，参加捐款救国活动的海
外华侨遍及社会各阶层，有侨领和
富商，更多的是普通的工人、店员、
职员等，他们宁愿节衣缩食也要把

血汗钱捐出来，集腋成裘、汇成巨流。
　　旅居南洋的五邑华侨郑潮炯的
故事令人十分动容。1937 年，他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抱定
了为国家民族出力的决心，一边背着
麻包义卖瓜子，一边发动侨胞捐款。
从 1937 年至 1942 年，他走遍南洋许
多城镇，义卖瓜子共筹集 18 万余元，
把 资 金 悉 数 捐 给 南 侨 总 会 并 汇 回
祖国。
　　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黄志强说，银
信中记载的华侨寄钱回家盖碉楼、购
买枪支、支援抗日、建设医院学校的
故事比比皆是。据研究，抗战期间，陈
纳德“飞虎队”中 95% 的飞行员是华
裔 ，而 其 中 绝 大 多 数 是 江 门 华 人
后裔。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全国
共有侨汇捐款 13 亿国币，其中江门
五邑地区的侨汇捐款就达 6.8 亿国
币，占比过半。

复兴之路

　　如今，即便相隔万里，金融往来、
传递思念，指尖轻触就可全天候送
达。于上世纪 70 年代退出历史舞台
的银信，更像一种图腾，以其完整性
和唯一性，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珍
宝，其中蕴含的“穷则思变、自强不
息”的精神，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坚守，
依然在今天持续闪耀着独特光芒。
　　改革开放以来，五邑华侨的爱国
热情再一次迸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掀起了支援祖国和
家乡建设的新高潮。截至 2016 年底，
江门市侨资企业累计 5489 家，投资
总额累计超过 263 亿美元，遍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百家明星侨资
企业中，江门市就独占 20 家，为全国
之最。
　　同时，华侨还十分热心江门的慈
善以及公益事业。
　　 2013 年，慈善万人行活动，昌兴
关爱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2182 万元；
2017 年，李锦记集团捐资兴建的无限
极大桥通车；2017 年，江门市暖侨义
工服务队举办慈善拍卖活动筹集善
款……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
江门市侨资企业、华侨个人及基金捐
款项目达 4.5 万个，金额超 75.5 亿
港元。
　　祖籍江门的侨胞在海外繁衍生
息，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外交家、企
业家、科学家。早期有推动戊戌变法
的梁启超，不遗余力支持祖国的旅美
侨领司徒美堂，中国最早研制飞机和
第一个飞上蓝天的美国华侨冯如；现
代有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美国前驻
华大使骆家辉，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国
务部长陈卓愉等等。
　　据 1999 年底侨情调查统计，江
门五邑旅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
同胞 368 万多人，遍布世界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多数分
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是全国名副其
实的大侨乡。
  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东调研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
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
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
承诺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这些‘侨
批’文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
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
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
强诚信建设。”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江
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及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了此次专
题展，并以此展览为契机，创新思维、
积极探索，为活化银信保护注入新活
力、形成新思考。
　　中共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冀表示，要保护利用好“侨批”文
物，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
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
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将
侨批中的诚信精神、家国情怀传播开
来、传承下去，让更多社会大众看到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勤劳
勇敢的智慧和文化；同时，以侨批为
纽带，广泛团结海内外侨界人士，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
力量。
　　一封封泛黄家信，还历史以本来
颜色；
　　站在世界的高度，追梦路会走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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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台山海口埠银信博物馆。   谭楚明摄

  左图：1875 年，文光文苑在海外写给父亲振能的信。这份是目前江门五
邑地区发现并记录在案的最早的银信。          周华东摄
  右图：江门银信的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