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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贺     新     禧  

祝 全 球 缅 华 同 侨 元 旦 春 节 幸 福  

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全体理事敬贺 

…﹏…﹏…﹏…﹏…﹏…﹏…﹏…﹏…﹏…﹏…﹏…﹏…﹏…﹏…﹏…﹏… 

                      五十五年 一回 
自上世纪 60年代从缅甸回国，就再也没有听到乡音。55年了，我十分怀念那儿的山、那

儿的水、那儿的人，也很想再次领略缅甸的风情。第八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去年 9 月 10

日在厦门召开，不用出国就可以见到校友、熟人等，是个好机会。 

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是为居住在海内外数百万缅甸华侨华人创办的大会，它约定每两

年召开一次。     

缅甸国家不大，也不那么完美，但她有她的优美文化，她有值得我留念的地方。我从小

在那里长大，童年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友谊，缅甸的生活教育氛围，文化传统等，永远忘不了。

虽然家里很穷，但生活幸福，常常想起来不由得想去看看，到底那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很想念我的同学，也就是很留恋“南中”的那个味道，那个气氛，那个集体生活，那

个校友情、那个师生情；那个校风、那个优美的环境，甚至想看到教室门前的那棵满园飘香

的玉兰树。 

这次同侨联谊大会，有来自北京、江西、云南、台湾、澳门、香港、澳洲、美国、缅甸

等地的近五百人侨友参加。场面很热闹，很亲切。大家互相问候，有说闽南话、客家话、广

州话、缅甸话的，有穿缅甸服装的。虽然我已经听不懂几句缅甸话了，但是仍有回到童年的

感觉，很兴奋很开心。我带着初中的毕业集体照，去寻找旧时的同学和玩伴，实在已认不出

来了，毕竟过了 55年，大家都老了，只有相互从照片上找到对方。 

第八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会，由厦门市侨联、厦门市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办。栗秀玉

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有特色，她 87岁高龄了，但的声音宏亮，时用英语时用闽南话，时用缅

甸话时用普通话，我们很受教育。她说：缅甸的佛教教育很深，缅甸人很重感情，人要有四

心：善心、爱心、信心、恒心，又讲到德才关系：德才兼备是精品，有才无德、有德无才是

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坏才坏德是毒品。她还说，人生有爱，才会体现空气的新鲜，走不

同的路，发展不同的路。栗秀玉这么大年龄她还要去缅甸支教，扶持那些成绩优秀家庭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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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她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散会后，我们和原中国侨联主席黄军军（南中校友）握手

交谈 。认识了缅华著名教育家李祖清教授和热心教育的黄鹏飞董事长，拜访了我会顾问苏焕

光及栗秀玉。我还认识了联谊大会发起单位——澳门缅华互助会会长黄琼成。 

头天回到宿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我也没在意，等第二天我去大厅集合时，发现帽

子还在原来的那个位子上没人动，帽子回来了。晚上是晚宴和联欢会，边看节目边品厦门食

品，台上唱的是缅甸歌，跳的是缅甸舞。正在这时候，主持人喊：“这是谁的钻石首饰掉了？”

有位女士就上去领取，并合手道谢。缅甸路不拾遗的民风在厦门再现。节目演完了，余兴未

尽还有人继续上台上唱歌，跳舞尽情欢乐，最后华中校友集体合影，我们南中校友也上台集

体合影，遗憾的是我只顾高兴，忘了请人给我留，留下的只有回忆了。 

回西安后，收到香港 55年没见面的同学的来信，附有一张 2010年同学的合影和一本像

册（同级同学的照片）都老了，都七十左右岁的人了，这才初步给我个小圆梦。                                            

谢真珠     2015 年 10 月 1 日 

我会会员参加福建建阳侨联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 

9月，我和联谊会的理事长马越民在一起去参加第八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会前，应

邀先去了武夷山，参加“福建建阳侨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有来自印、

缅、非、匈、日、澳、意、美、马等国家的归侨、侨眷代表。大家共述那段峰火年代的峥嵘

岁月，以此来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座谈会上，代表们畅谈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讲述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的故事。我讲述了

自己家庭的逃难史。马越民为大家介绍了缅甸华侨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日等历史。以及缅

甸华侨陈孝奇在缅抗日期间如何保护华侨学子、组织义勇军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

他还用《三支部队》为题，回顾了中国远征军援援缅抗日，掩护英国军队安全撤退，美国由

“中立”转为支持，远征军反败为胜的壮烈史迹。 

代表们通过交流座谈，表示要缅怀先烈，铭记侨胞的历史贡献，传承侨界爱国爱乡的传

统，让下一代牢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建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林贻彬在座谈会上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我们应铭记海外侨胞的历史贡献，传承侨界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强化

宣传工作，让青年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爱我中华，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圆共享“中国

梦”，为祖国的强盛作贡献。 

座谈会后，马越民将缅甸华侨编写的《缅华散文集》赠给建阳侨联和南平侨联。 

                                                          谢真珠  2015/10/1 

被遗忘的抗战 战场 
抗战中的第三战场或曰海外战场，虽不同于大兵团作战、动辄尸横遍野的正面主战场和

机动灵活、不断骚扰日军的敌后游击战，但数百万海外华人却同样都曾竭尽全力为抗战流过

血、流过汗，形成了支撑中国持续抗战不可缺少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之所以能以积贫积弱

之衰败国力，却能独立抗击当时的世界强国日本长达十年之久，竟然没有倒下（要知道，二

战开始没多久，当时号称欧洲强国的法国，在抵抗了短短一个多月后就向德国投降了），这

与当时数百万海外华人的全方位支持密不可分。 

为国内战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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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仍然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统计数据，或许只能为我们勾勒出海外战场的一个大体轮廓。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捐款资料统计：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海外华人直接捐款

十三亿余元国币；认购公债十一亿元国币，占国民政府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这

些所谓的公债，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偿还，因而它事实上与捐款无异）。除了直接的捐款和认

购国债，还有数量庞大的侨汇，亦成为当时国民政府一个极为重要的外汇来源。在整个抗战

期间，中国的侨汇收入为九十五亿元国币。那么，战时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又 是多少呢？以

一九三九年为例，当年的军费开支为十八亿，而同年的侨汇收入（含捐款）竟然高达十一亿！

十一亿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惯例，国民政府可对应发行纸币四十四亿！

如此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巨额逆差，而且还起到了巩固国民政

府法币币值、支撑战时经济、避免经济 崩溃的巨大作用。 

南洋华侨捐款与军费相若 

国民政府海外事务委员会的这一组数字，可以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在抗战的海外战场上

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海外华侨至少已捐款一亿元，

充实中国军费，由委员会经手者，占此数中之六千八百五 十万元。海峡殖民地与荷属东印度

两地华侨较多，所捐之数，占数亦最巨。总数之中计海峡殖民地华侨捐二千六百万元、爪哇

一百万元、菲律宾四百五十万元、苏门答腊三百五十万元、缅甸二百五十万元、英国二十五

万元、美国二百七十八点七万元、加拿大一百二十三点八万元、夏威夷四十万元、澳州三十

五点七万元、新西兰五十三点四万元。”而据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估算，仅仅在抗战全面

爆发后的最初五年，南洋华侨直接汇款加上义捐竟然高达五十亿元之巨！年均十亿啊！要知

道：当时国民政府每年的军费开支也不过十几个亿！ 

随着战争机器的全面发动，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与日俱增，这就必然使得政府的财政长

期处于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的窘况。在国内经济万分危急的时刻，海外战场开始从经济

上给予源院不断的巨大经济援助，毅然肩负起了支撑战时经济的重任，这对于当时因遭受日

军围困而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其作用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捐款、认购国债和侨汇给予抗战以直接的经济支持外，海外战场还为国内战场、捐

献了无数的军用战略物资。根据可搜集到的数据显示，抗战期间海外华人捐献的飞机总数多

达数百架之多，其中，菲律宾五十架、缅甸十九架、印度十余架。捐献汽车总数一千辆，其

中，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捐献卡车二百辆、缅甸捐献献救护车二百五十

辆、美洲捐献救护车二百辆以上。捐献的医药用品更是不计其数，仅截止于一九四零年，印

度尼西亚华人就捐献了金鸡纳霜一亿粒以上，瑞士华人捐献五箱一千一百四十六包药品和医

疗器械十八件、美洲一千六百单位（每个「单位」内含五十余种药品，可供五百名伤兵一个

月之用）。同样是截止于一九四零年统计数字，捐献衣物的情况是：南洋捐献寒衣七百余万

件、暑衣三十万套、蚊账八万床，另外寒衣捐四百万元；而旧金山的华侨则每人认捐棉衣两

套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到抗战全面爆发时，国军的现役士兵大约只有一百七十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仅仅是南洋华人就为国内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提供了至少四件寒衣！除上述外，

还有大量用于赈济侨乡灾荒的其他各类物资，迄今未见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只能用“无数”

来形容了。 

筹款抗战成为全民运动 

从海外战场上所实施的筹款方式上来看，这是一场典型的全民运动；而任何一项筹款活

动，只要是冠之以抗战之名，就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外华人的筹款方式丰富多采，仅

南侨总会所列出的捐款方式就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

游艺演戏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等。在所有的捐款活动中，影响最

大、也最为有效的筹款方式就是义卖、卖花和举行游艺会。义卖的内容极为广泛，如报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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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油条店义卖、专供苦力吃食的小贩摊义卖、音乐会义卖、蓝排球赛义卖、书法义卖、孙

中山画像及抗战将领像义卖、旅行船票义卖、脚踏车义踏等等，甚至就连舞女都进行义舞，

加入到了为祖国筹款的行列中。卖花行动也受到了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华人们人人皆以插

花为荣，而卖花队伍当中，既有在校女学生、普通女工和女理发师，也有女佣组织的卖花队，

甚至就连当时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妓女，都加入到了卖花的队伍中。一九三八年，武汉合唱团

前往东南亚为抗战筹款，在新马等地巡回演出四百八十天，获得捐款一千一百五十万元，全

部用于国内抗战和救灾。新中央剧团（亦称新中国剧团）亦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零年分两

次南来筹款，历时半年有余，筹得义款一 百多万元（折合当时国币七百余万元）。国画大师

徐悲鸿为抗战筹款曾多次在东南亚各地举办画展，历次画展均极成功，而他的画展收入亦创

下了中国个人画展收入 的空前纪录。究其原因，这其中固然有其艺术精湛之因素，但同时也

不可否认华人出于救国之热心而踊跃捐助的情结。 

当时东南亚的众多华人，在陈嘉庚、侯西反等爱国侨领的组织和领导下，一切活动都被

纳入到了援助祖国的计划中，所有的小贩、咖啡店、炒卖店、酒馆都加入到了筹赈活动中；

青年学生、工人成为筹款的主力军；就连每年九皇爷庙的香火钱，都悉数交给了筹赈会，而

新年时儿童收到的红包钱，也成了抗战捐款的一部分。海外华人捐款抗日，感人事迹很多，

其中来自于泰国、仰光的华人叶秋莲女士，为了支援国内的抗战，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

和财产，而她自己，最后，竟然入寺削发为尼！ 

无数海外华人回国参战 

海外战场对国内战场的支持，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战略物资的捐献捐助，事实上，

当时还有无数的海外华人直接回国参战，投身到危险的抗战最前线，南侨机工 （南洋华侨司

机和汽车修理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控制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

全部海上通道，国内战场上急需的大量军用物资只能通过缅甸的仰光向国内转运。一九四二

年一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激战正酣，第九战区负责守卫岳麓山的炮兵弹药告罄紧急要求炮弹

补充，而重庆军令部却回电告知：“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其时，连接缅甸与昆明之间的滇

缅公路，成了维系中国大后方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行车环境极为险恶，非

熟练司机难以胜任。为保证这条“战争生命线”的畅通，国民政府急电陈嘉庚，请其代为招

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以解燃眉之急。南侨总会旋即发出了“征募汽车修理驾机人员回国服

务”的通告。南洋各地、尤其是新马华人对之热烈回应。最终，先后共计有十五批、超过三

千二百六十名南侨机工回国。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一人：“有一修机工在

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

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在新加坡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王文松在英国人开办的汽车

修理厂担任高级工程师，享有每月高达二百坡币（折合国币近七百元）的月薪，但他却自甘

牺牲毅然报名参加了月薪仅有三十元国币的南侨机工。不仅如此，王文松还自备全副机修器

具、带领一批伙伴回国，在滇缅路上担任下关修理厂厂长，抢修了无数过往的抗战军运车辆。

最终，王文松不幸于抗战后期因车祸壮烈殉国。 

据 1940年一月份的一份运货清单显示，仅仅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南侨机工就抢运迫击

炮弹二千三百二十九箱、三十七毫米炮弹一千五百零二箱、飞机炸弹一百八十六箱等共计一

百六十吨的军火。据《中华民国统计提纲》记载：滇缅公路三年运输物资四十五点二万吨，

而当时所有的国际援助约三十多万吨，九成以上都由南侨机工运到中国。据南侨总会编的《大

战与南侨》一书记载：“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此外，南侨

机工中有四名巾帼女扮男装。在三千多人的南侨机工队伍中，直接牺牲在滇缅公路和滇缅战

场上的南侨机工有一千零二十八人，加上间接牺牲和失踪者，则总数超过一千八百多人，即

接近总数三分之二的南侨机工永远地长眠在滇缅公路的丛林中。滇缅公路全长一千一百多公

里，也就是说，南侨机工是以不到一公里牺牲一人生命的代价，保障了这条中华民族战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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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线的畅通。后人评价南侨机工时说：“某种程度上，南侨机工这几千人为当时的抗战起了

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他们，前线几百万军队就没有物资保障。” 

在海外华人踊跃回国参战的队伍中，南侨机工当然不是孤例，毅然放弃海外安逸生活勇

于直接回国参加抗战的海外华人不计其数。譬如，作为海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重要抗日

队伍——“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就由多达二百四十五名印度尼西亚、新、马回国华人组

成。他们分成五批，冲破日军海上的重重封锁，带着一批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回到了琼崖，专

门负责抗日战场上的救护工作。他们不仅上前线救护受伤的战士，还积极地向海外宣传抗日，

鼓舞了更多的华侨青年回国参战，进一步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出生于海南文昌

的服务团团长符 克，原本在越南西贡担任教师，一九三九年日军侵占海南后，他毅然放弃了

原本优渥的生活，告别才刚刚三岁的女儿与年轻的妻子回国参战。再如，出生于马来西亚槟

榔屿的林大章，本在新加坡工作，在接到父亲林青山从香港接连写来的两封书信后，毅然回

国抗战。父亲在信中说：”国难当头，南洋非久居之地，只有抗战才有所作为。”回到中国

后，父亲亲自送他到福建参军。在父亲的号召下，林家三兄弟：大哥大卫、二哥大安和林大

章一样都先后回国参战，而林大安最终牺牲在战场上。 

在当时踊跃回国参加抗战的众多海外赤子当中，既有普通的司机和修理工，也有富家子

弟、工程师、甚至是大学生。为了回国参战，有的人放弃了海外待遇优厚的职业，有的人惜

别热恋的未婚妻奔赴抗日的战场而约好胜利归来再相会，有的人毅然别妻离子投报祖国勇赴

国难。所有的这一切，就正如《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所报导的那样：”几乎

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回家]  

——参观仰光英军公墓——                      

文/萧剑 

一块不大不小的魂地 

背载着一页丑陋不堪的 

历史 

即使疼痛 

却不得不接受！ 

 

站在圆筑中心 

           徘徊 

人影与喧哗 

渐远……渐逝 

 

凿刻在石柱上的英魂 

被拴牢 

墓里的人也躺得不踏实 

倚坐在碑前 

偶而 

擦拭着 

唯一能让亲人找到自己的 

姓氏 

 

风以梢为弦 

奏一曲<回家> 

让所有人感伤 

沉默 

...... 

角落里 

   是谁 

       禁不住 

       泣涕 

 

血泪汇成的水流 

淹没墓碑 

把你我窒息 

还有多少华魂 

游荡在外 

不能归根！ 

 

（此文乃上期遗珠） 

我 省 论 文 荣 登 第 十 一 届 东 南 亚 华 文 文 学  

去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学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在厦门举行。著名专家、学者、作家等 12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者聚集一堂，不仅多

角度、多层面地挖掘了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的时代性、广泛性和地域性，还从文学史、文化史、

社会史、战争史、精神史等方面考察和探讨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并从不同侧面对东南亚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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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个案研究和探讨。在这次由厦门市社科联、厦门市社科院、厦门大学联合主

办的研讨会上，共提交论文 80篇。 

我省上会的有两篇论文有：联谊会成员文安宁所作《试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陕西文学的异同与

发展》及太白文艺出版社曹彦所作《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兼评长篇小说<慰安妇血泪>》  

                                                                     （记者  严彤）

知 识 园 地 
解读果敢族 

土地   1万多平方公里。相当浙江 OR 台湾的面积。 

人口   20 多万 

沿革   

1. 唐代属于南诏国的领土，宋代属于大理国领土。 

2. 明永历帝朱由榔残存的官兵和日后受满清政府迫害的平民。（400多年前，） 

3. 1897年 2月 4日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满清政权把果敢地区割让给英属印度。1950

年，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此条约 

4. 1959年缅甸废除土司制度之后，果敢陷入了长期的动乱。 

5. 1960年 2月，中国政府承认不平等条约，把果敢地区划归缅甸。 

现状 

1962年缅甸耐温政府发动排华活动。期间，缅甸国内一律取消汉语和汉字，更不允许教授汉文。

生活在果敢大地上的这群华夏儿女，被迫接受“果敢族”的称谓。 

1.果敢语——云南普通话。  

2.果敢文——方块字。 

3.教  育——果敢学校。 

4.电  源——云南。 

5.货  币——缅币/人民币通用。 

果敢民族团结党中央宣传部近日成功注册微信公众号，只要民众搜索“kokangparty”，关注该

公众号，就可以及时看到该党的各种活动信息。 

战乱根源 

1.族姓间争权 

2.大缅甸主义不允许自治。 

3.美国企图在缅甸制造东方乌克兰。 

生活在缅甸掸邦北部，毗邻中国云南。位于缅甸掸邦东北部的果敢地区，在唐代属于南诏国的

领土，宋代属于大理国领土。300 多年前迁移至此，世代居住于果敢地区的中国汉族人，是最早来

到这片土地的始祖，是一批追随明永历帝朱由榔残存的官兵和受满清政府迫害的平民。 

18世纪，中国移民后裔成为科干山的地方势力，后受封为世袭果敢土司县，在一百年前还属于

中国籍，1897年 2月 4日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满清政权把果敢割让给英属缅甸，果敢人

于是从中华民族一员变成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 

上世纪 60年代正式划归缅甸，果敢族也因此由华夏民族的分支成为缅甸国家 130多个少数民族

之一。 

1959 年缅甸废除土司制度之后，果敢陷入了长期的动乱，直到 1989 年停战才趋于稳定，成为

今日的掸邦第一特区 。 

1962年缅甸奈温政府发动排华活动期间，缅甸国内一律取消汉语和汉字，更不允许教授汉文，

为了保存华夏民族优良传统，生活在果敢大地上的这群华夏儿女，被迫接受“果敢族”的称谓，并

将本地方言的汉语称为果敢语，使用的汉字称为果敢文，最终得以将中华文化在缅北高原传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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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为思维模式和行动指南的果敢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将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中华神州视为自

己永远坚挺的“大后方”，然而，…… 

近年来，果敢华人一直受到缅甸政府的压迫，不时发生缅甸军队攻击果敢族的事件。 

三支部队 

全称：中国远征军。  组建目的：抗击日本侵略者。  行动方式：入缅援英。 

行动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第一次出师援助友邦抗击日本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正义

的战争行动。（清军入朝、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正义否？有争论） 

◆大规模、长时间出兵到邻国，与盟军协同作战的重大战略举措。 

行动连续时间：1942年初到 1945年初。 

组建批次/数量： 

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三支部队共 40 万，伤亡接近 20万人。 

1. 缅甸防御战期间第一路。10万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出国两个月仅剩下 4万人。 

2. 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随后还从国内空运了很多部队补充兵员，在印度训练 10

万中国军队。 

3. 滇西反攻战役投入的中国远征军。与此同时，在云南又重组了中国远征军装备 30个美械师，

在滇西展开第二次入缅作战任务。由中国驻印军和第二批中国远征军的共同夹击下，控制了滇西缅

北的局面， 

这三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 

联谊会 2014 年大事记 

1月   元旦后，马越民患急性耳聋住院。省侨办侨政处长李明及邓集成前往探望.并贺新春。 

2 月   28日，第七届陕西省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开幕。联谊会有陈依群、赵新民、蒙娟、张民、王公、

马越民等参加了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陕西省侨联委员会委员 71名，徐德龙再次当选为新一

届侨联委员会主席。我会副理事长陈依群当选为委员。缅甸归侨侯德耕（澳门）、王锦彪（香港）受

聘为海外委员。        

表彰大会上，我联谊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民被评选为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 

5 月   今年 5 个月来，我会多位成员携儿童玩具、废旧衣鞋、旧家具及各类书籍等物品,分批捐赠

智慧岛及迅语儿童康复中心等慈善机构。 

6月   今年联谊会募集到的捐赠，为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甘峪小学添置了雅马哈（yamaha）KB291

电子琴一部。以及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三部门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 100部中的部分优秀影

视片，共价值 3000余元。这是联谊会连续第四年向该校提供捐赠。 

10 月   国庆节前后，我联谊会理事长马越民，利用在北京的时间，拜会了北京缅甸归侨联谊会理

事长、我会顾问粟秀玉，向她汇报了我会近况，该会秘书长肖湄婉陪同会见。电话慰问了居住在北

京的缅甸归侨原全国侨联副主席萧岗。马越民还与北京缅甸归侨林朝中通了电话，请他向到过西安

的缅甸归侨问好。 

16日，缅华笔友协会在澳门成立。选出会长：康宁英，理事长：许均铨(澳门)，秘书长：郑艳

华。我会马越民/谢树正分别任副理事长/理事。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贺联是：“ 墙外红杏，

枝枝含苞待放；海内新秀，个个舒筋展腿。” 

21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落成典礼暨开馆仪式在北京举行。开馆前一周，我联谊会理事长马

越民及马滇英在原全国侨联副主席李祖沛/黄纪凯馆长带领下，参观了正在布展的博物馆。参观后，

马越民把联谊会在陕西编辑/出版的《缅华散文集》《好朋友，缅甸归侨俩》《深挚的爱》以及会刊

《缅华春秋》送给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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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月底，我会参与银发养生轩的尚品公益活动，带去的物资是旧衣物近 30件，该批物资将送

往陕南山区。愿参与者也可 直接联系 029-81323533。 

昂山素季的 能走出一条新路吗？（节录） 

缅甸大选顺利结束，政局 今后正常发展有如下这些有利条件。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昂山素季极高墑个人声望。数十年的非凡经历可以证明，她个

人的人品和智商情商都是极好的。她在自己的党内有着一言九鼎的地位，内部不会七拱八翘。而她的

党至少现在是众望所归。一半会儿，这个基本情势不会改变，她还是有相当的时间去把握形势。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缅甸现总统吴登盛代表的政府显然已经服软。若非出现太过糟糕的局面，军

方是不会发动政变，夺回政权的，当然昂山素季必须足够聪明，不去搞清算运动，那样就可能逼得狗

急跳墙墑。根据现行宪法，军方在议会中还有 25%保留席位，还保有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的命权，昂

山素季想通过合法的式收拾军方也并不容易。 

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对这次选举的态度是持一边倒的，至少无由反对。预

计以后这个新政府会得到国际上的大量支持。 

下面来谈一些不利条件了。 

第一个最明显的不利条件是，昂山素季是民运出生，很懂赢得民心，却完全没有执政经验，不是

那种从乡长、县长、省长、然后到中央有足够行政历练的政治人物。她突然获得那么大的行政权力，

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很可能会在面对复杂情事时，无所措手足，从而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 

第二，她领导的党和她一样，是一个只搞过民运的党，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政府里执掌过政权。

在党内有足够资历，又有相当执政经验的人恐怕如凤毛麟角。她在任命内阁时，可为她所用/有经验/

靠得住的人才，恐怕不多。没有足够根底，爆得大权的人，可能陷入陈水扁式的迅速腐败。就是说，

她将来的政府，完美运转的可能性很小，出一些纰漏的可能性很大，只是希望不要出太大的纰漏。 

第三，一旦她大权在握，以前的军方的有执政经验的人自然会有人靠过来。但这些人不是与她长

期共过患难的同志，难免会有自己小算盘。他们留在台面上，自然会形成非嫡系/嫡系派。如果她太多

倚靠这些前朝人来控制局面，难免会引起自己的老同志心中不满，也可能使大权旁落。 

最大的问题是第四，就是缅甸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0 美元。西式

民主制度赖以稳定运转的中产阶级自然是非常的弱小。 

这个民主若是当真，那就会受到贫穷百姓利益的极大左右，非常容易出现类似泰国那样的民粹

局面，为了满足农村/穷人利益而牺牲其实还十分弱小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搞出种种过于急功近利，

杀鸡取蛋式的均贫富措施。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铁定搞不好的。 

若这个民主不当真，新政府以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并不急于迅速改变分配体系，向穷人/农

村进行较大利益倾斜，那这个政府就可能冒失去民心的风险，被占选民多数的贫穷民众认为，换汤不

换药，改变不够，从而产生不安甚至骚动。 

西式民主，如何在落后国家中正常运行，一直是个高难度课题，堪称成功的范例实在太少。我们

祝愿昂山素季和她的缅甸，能克服重重困难，为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闯出一条新路，万不可像西亚

北非一些国家，西式民主后，各派势力不懂得相忍为国，动辄武力相向，使国家陷入一片乱局。毕竟，

缅甸人是更懂得妥协的价值。         (此文由美国杨明三先生（Ming Yang）提供,本刊有删改) 

“东南亚文化及三秦文化交流与发展西安论坛（2016）”活动，将于今年

6月由陕西省民俗学会在西安举办。该活动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东南亚华

文文学研讨会、东南亚服装服饰秀、东南亚美食荟萃。活动期间还将以摄影图

片形式介绍东南亚风情。我联谊会受邀，将参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的承办

工作。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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