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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籌備終圓回鄉夢
鄭麗娟 魏寧楠

1979年9月16日新加坡曾朝基寄海澄
厚境社曾乾農的信箋。

1984年9月2日新加坡曾朝基寄海澄厚
境社曾乾農的信箋。

這是《閩南僑批大全》（第7冊）中記

錄的一個連綿三四十年的系列僑批所呈現

的華僑故事，從1946年新加坡郭氏（曾坤農

妻）寄給海澄厚境曾乾農的第一封批信始，

至1984年新加坡曾朝基寄給海澄厚境曾乾農

止，幾十封僑批記述了一個為父輩圓回鄉夢

的親情故事。曾坤農攜妻子郭氏、兒子曾朝

基等于1940年代下南洋，不曾想于1957年客

死他鄉，臨終囑咐兒子曾朝基有生之年代他

回鄉。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曾朝基用盡大

半生的力氣，終于在自己半百之年踏上故

土，為父親、也為自己圓了回鄉夢。

1976年3月13日新加坡曾朝基寄海澄厚

境社曾乾農封及信。摘錄部分如下：

時光似箭，日月易過，不知不覺侄兒

年于半百，人也遂見蒼老了。在這人生的短

暫旅途上感歎萬千。侄兒非常慚愧，因為侄

兒始終不能實現，父母生前盼望的回家鄉的

願望。每當夜深人靜，腦海裡癡癡思想著，

心坎裡暗暗地難過。不知何時可能達到侄兒

一生心願。這輩子是否可能與叔父與家裡弟

妹、親戚會面而感到萬分難過。……在今年

的清明節是古歷三月初五日，是日家裡人前

往山裡祭拜祖先及叔母的墳墓，不知距離家

中有多遠的路途。請叔父示知一些，免得侄

兒全不知曉，而變成番人。

此封僑批的寫作時間是1976年3月13

日，收件地址「海澄厚境社」位于今福建省

漳州龍海市東園鎮厚境村，寄件人曾朝基是

一位年近半百的普通新加坡華僑。這封僑批

反映了曾朝基複雜的心理狀態，也牽涉到一

樁十九年前未了的遺願。曾朝基的父親曾坤

農患有陰瘋症、煙癮等疾病，甚至賣子治

病，一生未能實現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的

「番客」美夢。1957年，曾坤農在番與世長

辭，留下的遺願是，希望兒子曾朝基替代自

己回鄉。

父親的遺願，曾朝基始終不能完成，這

件事猶如一把沉重的枷鎖，加重了他內心的

心理負擔。十九年前，曾朝基未能返鄉，尚

且能夠推脫年紀尚輕。如今，父親辭世將近

二十載，曾朝基仍然無法還鄉，他不禁痛恨

自己平凡而又普通的人生境遇。回家！多麼

美好的願望。發家致富的「番客」夢，又是

多麼的美好。只可惜，這一切都如同夢幻泡

影，還未在曾朝基身上發生過。

夜深人靜的時候，父親生前殷切的囑

托猶然在耳，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之情，人

生價值的失落感，讓曾朝基飽受內心煎熬。

有生之年，曾朝基是否有機會與家鄉的親人

團聚？他無法確定答案。命運的巨手無情地

撥弄著，他好似身不由己的浮萍。他既害怕

故鄉的親人白白地無謂等待，也恐懼自己替

父返鄉的遺願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也許今生

再也無法返鄉，惆悵糾結的心理折磨著曾朝

基。

想到這輩子或許回鄉無望，曾朝基內心

很不平靜，感傷、難過、愧疚等情緒湧上心

頭。恰逢清明節臨近，想起回國在祖先的墳

墓前跪拜祭掃，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時，

曾朝基的心再一次翻騰倒湧。在外近半個世

紀裡，曾朝基從未踏足故鄉親人的墓地，他

請叔父在回批裡告知自己祖先墓地的具體位

置，好讓他能夠留一個念想，也警醒自己，

他的故鄉在中國漳州，他不是一個無根的番

人，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家鄉，到祖先的墓

前祭拜。

在1978年4月2日新加坡曾朝基寄給海澄

厚境曾乾農的批信中，曾朝基終于下定決心

要回國了！他從年初就開始籌備，家庭、工

作等安頓安排妥當，準備年底十一月動身。

馬上就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馬上要見到

闊別半個世紀的故鄉親人了。朝基的心情是

萬分激動的，此封先告回國信顯得特別簡

短，似有千言萬語要等到見面傾訴個夠。少

小離家老大回，帶著父親的囑托，帶著近半

個世紀的等待，帶著家鄉親人的祈盼，朝基

終于要回家了。這一天終于要來了！

在1978年11月12日新加坡曾朝基寄給海

澄厚境曾金湖（曾乾農兒子）的批信中，曾

朝基說到：

自從十月廿八日凌晨在汕頭華僑大廳門

口分手後，轉瞬間已經半個月了。兄一生最

大的願望（終于實現了），這次能回到家鄉

團圓，永蒙叔父、弟妹們、弟媳們、妹夫及

大小隊鄉親等皆大歡迎，使兄長畢生永遠難

忘記。在十一月三日航空卡片寄給叔父報平

安，料想經已收到。……

在1979年9月16日寫給叔父曾乾農的信

中也說到：

兒此次回家鄉一視，能使咱家中棄掉帽

子，而改為華僑商人成分，兒內心最為快樂

和歡喜。只可惜的，就是礙于工作和時間的

關係，不能在家中多居留少許時間，最為可

惜。……兒很贊同和支持叔父美好的思想，

渴望時常要有信息來互相傾訴，因為各居住

的地方很遙遠，只能靠一些書信來聯絡細

述。

從批信內容可知，曾朝基在1978年十月

間回到家鄉，得到家鄉親人和鄉親們的熱烈

歡迎，相聚的日子雖然短暫，但把兩地的親

情拉得更近。書信中叔、侄的稱呼，也慢慢

變成了叔父與兒的稱呼。

是的，曾朝基早就把叔父當做自己的父

親，每一封僑批中的聲聲關切、銀項孝敬，

都是朝基對叔父父親般的親情表達，時間越

久情越濃。

在時間最晚的1984年9月2日寫給叔父曾

乾農的批信中，曾朝基表達了想再次回家鄉

的願望，信中說：

兒心頭裡深思夜想，歲月不留人，如果

兒能夠在叔父百歲之前，咱們大家再團圓一

次，再相會一面，不知該多麼好，如果能夠

用爬的，兒也要爬回家。但兒還是充滿著無

限的希望，渴望有一天能夠再度大團圓。

曾朝基再次回家鄉的願望實現了嗎？他

再次見到他的叔父、親人、鄉親們了嗎？僑

批到此雖然結束了，但兩地的親情故事仍長

存下去，朝基的兒子接過父親的筆，承載和

延續著父親的願望——回家！

   

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供稿
中菲人文之驛」編委會編輯

投稿郵箱：cn.phhcs@gmail.com1976年3月13日新加坡曾朝基寄海澄厚境社曾乾農的信箋。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6月19日)播放精彩節目
中國駐菲使館和菲中瞭解協會舉辦第二屆「中菲相知獎」頒獎儀式

菲中電視台這次得到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館和主流社會團體的信任和肯定，有機會製

作三場盛大的慶典，深感榮幸，在此向大使

館和主流社團表示由衷的感謝。

菲華商聯總會于6月8日下午三點通過

ZOOM線上視頻，舉行慶祝菲律賓共和國第

124個獨立節暨第21個菲中友誼日。6月9日

晚，菲律賓外交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菲華各界聯合會共同主辦慶祝菲中建交47週

年暨菲中友誼日視頻大會暨文藝演出。兩場

慶典均由菲中電視台負責錄製，並由副台長

莊琳林擔任大會司儀。

6月10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和菲中

瞭解協會在 Dusit Thani 酒店共同舉辦第二屆

「中菲相知獎」頒獎儀式。整場活動通過使

館臉書、大使臉書、菲中瞭解協會臉書以及

SMNI電視台、菲中電視台、馬尼拉時報、

GTNR、Q RADIO 等媒體全程現場直播。菲

中電視台是唯一一家華人媒體夥伴。頒獎儀

式由歌手、演員兼主持人 Carlo Orosa 和菲中

電視台副台長莊琳琳擔任主持。

《菲中電視台》本周（6月19日）播放節

目預告如下：

一. 菲華商聯總會于6月8日下午通過

ZOOM線上視頻，舉行慶祝菲律賓共和國第

124週年獨立節暨第21個菲中友誼日。

二．6月9日晚，菲律賓外交部，中國駐

菲律賓大使館，菲華各界聯合會共同主辦慶

祝菲中建交47週年暨菲中友誼日視頻大會暨

文藝演出。

三. 6月10日，中國駐菲使館和菲中瞭解

協會共同舉辦第二屆「中菲相知獎」頒獎儀

式。

四. 6月7日下午，a菲律濱中國商會拜訪

菲國警反綁架大隊 (PNP-AKG), 並向反綁架機

構捐贈1000包大米。

五．6月6日上午，中國駐菲律賓使館

與菲中瞭解協會共同舉辦2022年「中菲相知

獎」獲獎人媒體論壇。

六．由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主辦、菲律

賓中國留學生聯合會承辦的「2022‧中菲青

年文化作品交流展」于6月9日正式啟動。

七．6月9日，中國駐拉瓦格周遊斌館長

領事出席碧瑤中菲友誼園觀景亭落成典禮。

八. 6月12日，中國駐菲律賓使館參加由

菲律賓外交部和國際義賣基金會在亞洲商城

舉辦的2022年度國際慈善義賣活動。

九. 6月10日，中國駐拉瓦格周遊斌館長

領事與北伊羅戈省長馬修‧馬科斯‧蒙諾托

克在北伊省中國園共同種下中菲友誼之樹。

十. 6月5日晚，菲華工商總會聯合菲華乒

聯舉辦2022年工商盃桌球賽圓滿落幕。

十一. 6月13日，達沃-薩馬爾島大橋項目

框架協議及貸款協議交換儀式在菲財政部舉

行。

十二．菲華商聯總會聯合菲華消防隊員

聯合總會于6月10日上午，假黎剎公園舉行慶

祝菲律濱124週年獨立節升旗典禮及向民族英

雄扶西.黎剎紀念碑獻花致敬。

十 三 ． 6 月 1 日 ， 鄢 市 華 友 義 工 隊 為 

LAPASAN 描籠涯火災災民分發急需的生活物

資。

十四．「中菲相知獎」今年首次設立特

別獎Gawad Sultan Paduka Pahala，以紀念不幸

病逝的菲駐華大使羅馬納。羅馬納大使是菲

律賓著名『中國通』，出任駐華大使後，積

極為推動雙邊關係發展和中菲人民友誼作出

了重要貢獻。本集為大家帶來羅馬納大使的

兒子Chris Santa Romana的獨家專訪。

十五．作為中國十大名山之一，廬山以

雄、奇、險、秀聞名于世，面江臨海，山高

谷深。步入六月仲夏時節，暑期旅遊高峰將

至，同時也正是廬山避暑和觀廬山瀑布的最

好時節。

十六．央視新聞特別節目《天下之謎三

星堆》再次開啟寶物清點大直播，帶你一起

探秘古蜀國的青銅時代。

，還有總台首個大型浸式數字交互空間

《三星堆奇幻之旅》正式上線，帶你身臨其

境感受三星堆文明之美!

《菲中電視台》播放時間：每星期日

（EVER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

72頻道）播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中電視台》FACEBOOK頁面上進行

直播。

也 可 以 任 何 時 間 （ 2 4 小 時 ） 通 過 手

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節目）。星期日

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

（SKY有線電視16頻道，GLOBAL DESTINY

有線電視15頻道，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

GSAT有線電視8頻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AN），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