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挚的友谊 难忘的乡情

——访泰札记

邱国华

（一）在勿洞

广西侨联访泰考察团应勿洞泰国广西会馆邀请，于 198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8日先后在勿洞、曼谷访问考察。广西同乡的盛情厚意，真挚的乡情，至今仍

萦绕在我心田。我想应该记叙片段，把这难忘的乡情乡谊，告诉在广西的乡亲，

让乡音永远回响，让情谊永远流长。

“唐山阿叔来了！”

11月 29 日中午，广西侨联考察团一行 9人抵达勿洞市。勿洞是泰国南部边

陲城镇，这里山青水秀，橡园林立，物产丰富，常年飞燕栖息，瑞称“燕城”。

有 3万祖籍广西容县、岑溪、北流等地的泰籍华人，还有不少祖籍潮州、闽南、

客家的泰籍华人聚居在此。长期以来，他们勤劳勇敢、艰苦创业，与当地人民和

睦相处，为繁荣地方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的士”徐徐开进燕城，许多乡亲站在街旁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们，他们面

带笑容，热情招手。当会馆的总干事吴先生告诉大家这是从遥远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西来的乡亲时，他们不异而同地奔走相告：“呵，唐山阿叔来了！唐山阿叔

来了！”“唐山”，这是海外乡亲祖辈出生居住的地方。“唐山”多么亲切呵，见到

“唐山”来的亲人，就象见到自己家里的人一样。

会馆的副理事长容启谋先生亲自前来迎接。他亲切握着我们的手说：“又见

面了，真高兴，欢迎大家！”接着他亲自驾小车，送我们到富都酒家下榻。小憩

片刻，即接到会馆执事先生通知，马上要我们到会馆去，说会馆举行欢迎仪式迎

接我们。驱车来到会馆门前，全体监、理事们拉着巨幅欢迎条幅，唱着“欢迎、

欢迎”的歌曲，鞭炮齐鸣，热烈欢迎来自广西的亲人。理事长吴胜周先生、副理

事长余积源、梁同昌、容启谋、覃庆钊、彭秀广、潘逊炎诸位先生代表勿洞泰国

广西会馆热烈欢迎我们，给我们每个人挂上欢迎彩花，伸出热情的手，紧紧和我

们握在一起。“唐山阿叔”、“海外乡亲”，乡亲、友谊，友谊、乡亲，热情奔放的



心相印在一起!

欢迎仪式很庄重。大家整齐地坐在会议厅里，梁同昌先生主持了仪式，理事

长吴胜周先生致欢迎词，我代表广西侨联考察团致答谢词。仪式后，全体监、理

事们带我们参观会馆建设，给我们介绍会务发展情况。他们自豪地说：这五层楼

的会馆是我们乡亲捐助建筑的，整个设计也是我们广西人自己设计的。

是阿，这五层楼会馆是乡亲们点滴心血会聚而成的，广西同乡真不简单，他

们共举福利，热爱桑梓、团结乡亲，致力中泰友谊，这是我们同乡的骄傲呵！

新宇盛典，隆重热烈

12月 2日上午，勿洞泰国广西会馆举行揭幕仪式。会馆门前，张灯结彩；门

前两旁临时搭起帐蓬，左为主席、来宾席；右为高僧诵经室，中央讲台鲜花点缀，

十分美观。扩音机不时播放着广西家乡采茶歌曲和泰国民间曲调，娓娓动听。

9 时，各代表团相继进场。当我驻泰国大使馆杨羽中副总领事一行和广西侨

联考察团来到会场时，锣鼓喧天，先由瑞狮表演并三鞠躬，表示欢迎。欢迎的人

群众不断鼓掌与挥手，表示以高的礼遇迎接祖籍国的亲人！参加揭幕仪式的还有

星、马、泰、香港广西同乡会、会馆的代表；还有泰国也拉府尹主、勿洞市市长、

勿洞县县长等当地政府官员，共约 1000 多人。

揭幕式富有泰国传统风俗。10时许，揭幕式宣布开始，先由瑞狮迎祥纳吉，

然后高僧诵吉祥经，会馆全体监、理事列队合掌聆诵。诵经毕，吴胜周理事长向

也拉府尹主报告，也拉府尹主训话。接着由勿洞市市长陈瑞汉先生按电纽揭幕，

当幕布徐徐揭开，金黄色的“广西会馆”四大字跃现时，会场鞭炮齐鸣、锣鼓喧

天，彩球飞舞，欢呼雷动。最后由高僧上梯点粉，我驻泰王国大使馆代表杨副总

领事致词。

新宇落成盛典结束了，但大家久久不愿离开会场，大家的心被这些热烈的场

面牵动了，回味着刚才的美景，又象自己还置身于这美景中！

下午一点钟，会馆安排杨副总馆事和广西侨联考察团在二楼会议厅会见黑、

马、泰、香港各地代表团负责人。也拉府尹主、勿洞市市长、勿洞县县长及世界

广西同乡联谊会理事长李德才先生，泰国广西会馆理事长封君晓先生陪同会见。



领事和各代表团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广西同乡大团结；盛赞勿洞泰国

广西会馆新宇落成和会务拓展；盛赞中泰两国友谊万古长青！

世界广西同乡大联欢

2 日晚上，我们应邀参加了勿洞泰国广西会馆在勿洞市民众大会堂举行的近

2000 人参加的世界广西同乡联谊联欢宴会。

会议的东道主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次聚会，使大家有机会多接触，畅聚乡情，

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边观看、边欣赏舞台上舞狮、歌舞、演唱，边品尝勿洞的

美酒佳肴，席间我们进行了广泛接触，共叙乡谊，大家喜出望外。世界广西同乡

联谊会主席、马来西亚广西总会会长李德才，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署理主席、新

加坡三和会馆名誉会长、新加坡广西投资公司董事长成立超、新加坡三和会馆理

事长陈奇培等先生，在畅谈中，对广西近几年的发展感到很高兴。李德才先生说：

“山有基、水有源、木有本、人有宗。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并计划以世界

广西同乡联谊会的名义组团回来广西参观。马来西亚雪兰莪广西会馆副会长黄元

华、文冬广西会馆副理事长聂德志、马来西亚广西总会青年团团长钟培生、柔佛

洲麻坡广西会馆黄亚金、怡保广西会馆副会长李格海、陈懋森、宜力广西会馆名

誉会长廖聘、黄文华等诸位先生与我们共叙乡情中，均很想念家乡，表示在条件

允许的时候，一定回到广西看看家乡建设看望乡亲，而且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欢聚

一堂；我们举杯向封君晓会长，向勿洞的吴胜周理事长及诸位副理事长祝酒，对

他们的盛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感谢！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联欢会中，梁同昌

副理事长对我说，在会馆驻地还有 200 多位广西老乡想见见广西来的亲人。我们

与我驻泰国大使馆的许明亮三等秘书即冒雨驱车赶到会馆和大家见了面，进行了

交谈，倾听了他们的意见，而且请他们回家乡看看，使老乡们很受感动。

这次大联欢开得很成功，进一步密切了各地广西同乡的联系。会馆的负责人

在大会上说，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代表莅临指导，使我们广西同乡无上荣光；广

西侨联代表给予我们支持，使我们增添了光彩！

杨羽中副总领事深有感触对我说，“你们广西同乡真了不起，很活跃。”



“能见到唐山来的亲人，我们真荣幸！”

我们到勿洞后，为了促进华侨、华人社团的团结、广交朋友，联络友谊，在

勿洞泰国广西会馆的精心安排下，分别向八桂堂、福建会馆、潮州会馆、广肇会

馆、客属会馆发出了拜贴。当我们到各个会馆拜访时，都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

分别举行欢迎仪式，还端出勿洞的土特产招待。我们考察团中，不少同志会讲各

种语言，如白话、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容县话，到各处会馆，运用各处家

乡语言交谈，当我们品茗着八桂堂招待的榴楗糕、福建会馆招待的香蕉、广肇会

馆招待的柑果、潮州会馆招待的“功夫茶”，使我们之间倍加亲切。他们迫切要

求我们介绍广西情况，有些经商的人还提出探讨与广西进行商贸的可能。他们表

示有机会一定要到广西来。对我们的拜访，他们十分感激，说“今天有机会见到

唐山来的亲人，感到荣幸！”

虽然活动已排满，但八桂堂黄萧金龙女士、许有成、邓树雄副理事长坚持设

宴招待我们，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晚上 8点，我们考察团和马来西亚、新

加坡广西社团负责人来到勿洞国泰宾馆参加八桂堂举行的欢迎酒会，乡亲们又一

次聚一堂，共叙家常。

在勿洞的短短几天，我们深切感到，乡亲们那么可亲，那么好客，那么亲热，

这更激励我们今后要做好海外联谊工作与国内接待工作。

一次富有特色的参观

在勿洞期间，勿洞县县长宋勿先生（祖籍广东普宁）热情、好客，他精心安

排半天时间，专门请杨羽中副总领事、许明亮三等秘书及广西侨联考察团到勿洞

热水湖、钓鱼台、胶水厂等处参观。沿途由勿洞市警察作前导，勿洞县县长亲自

作陪和讲解。

热水湖，顾名思义，湖泉温度达 100℃左右。热水湖四面环山，青山翠绿，

风景迷人，是正在开辟的旅游胜地。湖水通过引渠流入另一冷水池，降低温度可

以沐浴，据介绍此湖水对身体皮肤有抗炎作用。湖水可煮熟鸡旦，不少游客既来

沐浴，又可尝到美味。陪同我们的勿洞泰国广西会馆财务主任封绍生先生买了几

串生鸡旦，亲自下湖煮旦，分给大家尝鲜。



钓鱼台，是人工开辟的养鱼湖，四周环抱绿水青山中，加上弯曲路迳、小桥、

古色古香的茅草小亭，别具特色。这里可供游人钓鱼，帮你烹调，供你小憩，是

一个避暑的胜地。主人是两姐弟，祖籍均为福建南安，他们还是大学毕业生哩！

他们热情介绍，由于热爱此行业，加上泰国鼓励发展私人旅游业，故此私人投资

开辟钓鱼台，吸引游客，收入可观。

胶水厂，设备较先进。勿洞宜种植橡胶、故不少人既经商又经营橡胶园。胶

水厂老板周昌江先生为祖籍福建人，现担任勿洞慈善堂堂主，据他们介绍该厂加

工的橡胶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有部分转口中国。．他们提出能否勿洞的橡胶

直接出口到中国，并提出今后要加强联系，欢迎常来参观。

县长的亲临指导和介绍，别有一番心意，他表明勿洞虽是泰南边陲城镇，但

人民和睦相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旅客、商人到勿洞来投

资、旅游，以使勿洞更加发达！

12月 3日，我们满载着勿洞市人民的深情厚意，满载着广西同乡的无限寄托

和情谊，离开勿洞前往曼谷。

勿洞泰国广西会馆的全体监、理事集聚在会馆，与我们话别，许多乡亲热泪

盈眶，久久握住我们双手，希望我们再来。

“的士”徐徐开出会馆，开出勿洞，但站在会馆门前的老乡们仍不停地挥手，

挥手……。

再见了，勿洞！

再见了，乡亲们！

（二） 在曼谷

拜访乡贤 维系乡谊

广西侨联考察团在泰南地拉府参加勿洞广西会馆新宇落成庆典后，由封君晓

会长等陪同，赶程回曼谷。

1987 年 11 月 6 日下午 4时，考察团抵达泰国广西会馆，受到会馆名誉理事

长陆会新先生，理事长封君晓先生，副理事长周迪兴、封明光、刘品威先生，秘

书长邓琛元先生，秘书兼总干事吴茂璋先生，办务理事兼总务、付总干事蒙育宗



先生，康乐主任兼付总务蒙育业先生、财政蒙育光先生以及苏志英女士、许丽芳

女士、封祖金女士、蒙育清及马惠秀先生等理事、乡亲 30 多人的热烈欢迎。会

馆举行了欢迎会，首先由吴茂璋先生介绍双方代表互相认识。接着封君晓理事长

致欢迎词，他代表会馆衷诚祝愿广西侨联考察团访泰园满成功！继后，我代表考

察团致答谢词，对抵泰后一路上受到泰国广西会馆乡亲们的亲切照顾与款待，表

示衷心感谢。并说明我们这次访泰目的为联系乡谊、增强同乡间的互相了解；对

广西同乡具有勤劳创业精神及团结互助精神表示赞赏；向广西同乡介绍我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家乡经济建设等情况，并希望广西乡亲更加团结合作，拓展会

馆会务，为乡亲福利慈善事业，为当地的繁荣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由于主人盛意，考察团团员黄镛琨、梁光生、扬长朝．朱培鑛同志及香港广

西同乡会代表朱明甫先生也在会上致了词。会上，乡亲们互相畅叙，海内外形势，

互相期望加强联系。

欢迎会最后为互赠纪念品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广西侨联会赠予广西会馆

“桂林山水贝雕画”一幅；玉林地区侨联会赠予“桑梓情深”锦旗一面并玉林名

茶、田七、正骨水药品等；容县侨联会赠予“乡情永固”锦旗一面及容具“真武

阁”全景画一幅。泰国广西会馆则以“乡谊永固”，“八桂之光”锦旗分别回赠广

西侨联会及玉林、柳州梧州，容县、岑溪等地侨联会。

是晚，泰国广西会馆在曼谷文华大酒店“广西厅“设宴款待广西侨联考察团

及香港广西同乡会代表。席间畅叙乡谊，乡亲们好客、爽朗、坦率、健谈给我们

留上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认真听取了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表示要

认真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不辜负乡亲们的厚望。一些经商的理事先生，主动与

我们探讨业务协作。如副理事长、泰国企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周迪兴先生，主

要经营劳务出口业务，英语、泰语、粤语、普通话都讲得很流利，他主动与我们

探讨如何发展与广西在劳务出口方面的业务协作；副理事长、曼谷刘记食品工业、

淡水鱼业有限公司经理刘品威先生与我们交谈如何在广西发展淡水鱼业、食品工

业等方面的业务，并希望在广西能予拓展。他们还向我们了解，广西开放程度和

授资环境等。封君晓等先生希望广西贸促会在曼谷举办展览会，以提高广西的知



名度。他们提了很好意见，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促进。我们介绍了广西家乡进一

步开放的形势，及将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有关优惠政策，表示在任何时候

都欢迎他们回来家乡观光、探亲，旅游，也欢迎在家乡兴办“三资”企业和“三

来一补”企业；表示对乡亲们回来将给予各方面方便和接待。他们表示感谢。

泰国广西会馆众乡贤在曼谷文华大酒店“广西厅”举行盛宴，宴席富有家乡

菜肴特色和风味。乡亲们在畅谈中频频举怀愿广西家乡经济大发展，祝愿广西改

革、开放之花更加绚丽光彩。真是“举杯醉乡留，厚谊情耿耿！”

谒见总领事 浅酌“嘉乐斯”

7 日、广西侨联考察团在封君晓先生、周迪兴、封明光、吴茂璋等先生的陪

同下，于上午 9时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谒见一等秘书兼副总领事扬

羽中先生及三等秘书许明亮先生。扬副总领事系广东省湛江人，他态度和蔼、平

易近人，在大使馆领事部迎接我们。在贵宾接待室扬副总领事及许明亮先生认真

听取我们考察团访泰情况及乡亲们的一些意见反映，并对我们这次访泰促进乡

谊，促进中泰两国人民友谊表示满意；同时希望广西侨办、侨联今后加强与大使

馆领事部的联系，希望会馆诸先生今后象老朋友一样常往常来，希望广西同乡会

之间加强团结合作，为促进中泰友好关系作出更大贡献！

会见后，扬副总领事还邀请我们参观大使馆各部设备和介绍建设情况，并同

我们在大使馆大门前合影留念。当我们即将离开大使馆时，大使馆国防副武官罗

世武先生（广西北海市人）得悉我们是广西来的亲人，即赶到出口处与我们一一

热情握手，询问广西建设情况，以示对家乡的关怀。

中午，由副理事长封明光先生作东，在曼谷“嘉乐斯”歌剧院设午宴招待广

西侨联考察团及扬羽中副总领事。封君晓理事长等作陪。

“泰乐斯”剧院不仅是泰国有名的歌剧院，而且闻名于东南亚，雅座可一面

浅酌一面欣赏舞台上各种演唱、歌舞、杂技等表演。据说，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使“嘉乐斯,天天贵客盈门，时时高朋满座。

我、李明加，蒙瑞洪同志与封明光夫妇，扬副总领事、封君晓先生、东初婶

共席，边浅酌、边畅谈、边交流意见，实是乡情气氛浓溢。封明光先生祖籍广西



容县，为侨领封东初先生长子、目前事业发展较大，资本较雄厚。现在曼谷和香

港经营威马旅游出司，兼办夜总会，在泰国春府巴提牙海滨旅游区建筑一排别墅，

有大小豪华旅游车十多部，是广西同乡中搞旅游业最兴旺一家。据了解由于他在

旅游业方面作出贡献被泰国军队授以上校军衔，予荣誉表彰，这是广西同乡的荣

耀。

在交谈中封明光先生希望与广西中旅共同拓展国内外旅游事业，并表示在时

间允许时，回家乡共议事业。

有幸的是，在“嘉乐斯”歌剧院，经封君晓、关茂璋两位先生介绍，我还会

见了曼谷《中华日报》编辑黄金地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龙的传人（泰华人物志）

主编曾天先生。曾先生对广西侨联考察团来访问所取得成果十分高兴，还表示今

后要多宣传广西，并当场表示《中华日报》一定要报道我们考察团访泰消息。（该

报道于 12月 9日以近三千字的篇幅作了报道）

会后，我们还专程看望了封祝忍老先生以及马惠秀夫妇。

晚上，封明光伉俪及东初婶邀请我们在宾馆阳台观尝中国烟花。因时值泰王

普密蓬陛下 60 大寿，泰国人把国王的大寿当成自己的一个特大的庆典。并在每

个高大建筑物上，挂起了国王身穿军服的巨幅画象。中国烟花，就是为祝贺国王

60大寿，专程来到曼谷燃放的。中国烟花闻名于世，大家都想一睹为快，据说每

晚一放烟花，在观赏点都汇集了一、二十万人，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游览参观，乡情盈溢

泰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很发达的国家。好客的泰国人对来自异国的亲人总是笑

脸相迎。据会馆同乡介绍，每年约有 200 多万外国人到泰国旅游，1985 年光旅游

业一项收入就达 300 亿铢。旅游业成了泰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泰国不断

开辟旅游网点，促进各项旅游设施现代化，吸引不少外国游客。由于广西乡亲懂

得华语、粤语、潮州语、泰语，马来语等，很多人转向从事旅游业，近年就办了

十几家旅游公司，在曼谷有 1000 多名广西同乡从事这一行业。其中封明光先生

的威马旅游公司和梁昭云梁雅梅小姐的欢乐旅游有限公司是较有名气的。据在曼

谷安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的马惠秀先生介绍，泰国很开放，旅游业是重点发展



行业，目前从事这一行业很有奔头。广西同乡具有语言上优势，从事这一行业自

然更有前途。

由于广西老乡粱昭云先生、梁雅梅小姐、苏志英女士、封明光先生的款待和

安排，使我们有幸得在曼谷游览参观，开阔了眼界，饱览了异国风情，实是难以

忘怀。

游曼谷水上市场。曼谷美丽迷人，市区河流纵横，素有“东风威尼斯”之称。

欢乐旅游有限公司租了一艘快艇由梁稚梅小姐、张雁秋先生亲自陪同我们游览了

水上市场。快艇在河上急驰、两岸热带风情不禁使人为之赞叹。沿海农妇荡舟，

载着自产的新鲜蔬果、鲜花叫卖，实有—番风趣。快艇急驰半个钟头后我们便到

了水上大商场，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不仅小舟比比皆是，而且商业网点多，各

行业商品竞相争艳，真是一派繁华似锦。我们走进了艺术商品场，各种艺术品淋

琅满目，充分体现了泰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售货员泰族姑娘、华族姑娘服务素

质很好，热情、大方，不仅笑脸相迎，而且任凭顾客挑选物品直到满意为止。他

们还不时操着不太熟悉的粤语，对我们说“欢迎，睇睇！”据老乡们介绍，到曼

谷不游览“水上市场”就领略不到“泰国威尼斯盛景！”

游北榄鳄鱼湖动物园。封君晓先生和梁昭云先生一定要安排我们游览鳄鱼

湖，他说，到泰国曼谷，不参观鳄鱼湖，会感到终身遗憾的。盛情难却，我们只

好从命。

在张雁秋先生陪同下，我们驱车到距曼谷 1 公里的北榄府。北揽是湄南河的

出海口，又是河水和湖海水的交汇之处。这里河港交叉，湖泊纵横、林荫密布，

是迷人的旅游胜地。进到动物园，接待我们的是北榄鳄鱼湖动物园公共关系主任

余少动先生（广东澄海县人），他首先代表主人扬海泉先生（广东惠东县人）对

中国广西来的亲人表示热烈欢迎。他歉意地说，“本来扬先生要亲自来接待的，

由于临时有会议，很对不起”。我们用潮州话向余先生转达我们对扬先生的谢意。

余先生热情接待从家乡来的亲人，使我们倍感亲切。他向我们介绍，场先生艰苦

创业，从 1950 年开始对鳄鱼留种到人工繁殖试验成功，现已养鳄鱼达 30000 多

条，每年出口鳄鱼皮革和鲜肉达一亿铢左右。鳄鱼湖总面积达 600 莱(每莱 2.4



亩) 200 多个工作人员，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湖。扬海泉先生是世界鳄鱼大王。

动物园里还有熊、虎、豹、大象、飞禽走兽，还开有鳄鱼制品商店、鳄鱼餐馆。

他指着展出的图片自豪地说，中国和世界各国领袖到泰国访问一定到此参观。今

天我们能接待广西侨联考察团同样感到非常荣幸！”

由于余先生热情爽朗，我们参观始终洋溢着乡谊。他还带我们到“游客谢绝

参观”的幼鳄室参观，风趣地说，“对中国来的亲人，我们特别优待！”余先生一

面介绍，一面领我们观看“人鳄表演”、“驯象表演”，还陪我们同猛虎合影留念、

参观“紫宝阁”等。当我们观看大象跳迪斯科舞、踢足球比赛、帮人按摩等表演

时，不仅连连发地赞叹声夸其为“人间奇迹”。当我们与猛虎合影留念时，有些

同志情不自禁地说“我也敢摸摸老虎了！”参观后我们在贵宾亭小憩，饮些香甜

椰子水。余先生对我们这次参观，一再表示欢迎，并希望我们下次再来，他要我

们签字留言，合影留念。离开北榄，我们还念念不忘刚刚所见所闻，以诗志曰：

“北榄湖影景色奇，鳄池风光陶醉人！”

游滨海巴堤牙。巴堤牙是泰国春府滨海旅游胜地。这里风光明媚，景色婀娜。

碧兰的大海，热带果林花木，加上新辟的美丽滨海城镇，把巴堤牙点缀得美丽诱

人。我们非常感激苏志英女士，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东初婶”，她虽六十多

岁了，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既热情又大方。这次去巴堤牙旅游区是她款待和

亲自陪同的。她对我们说：“看到家乡来的亲人，感到非常高兴。我是尽到一个

老乡的义务，陪同乡亲们游览的，老乡们游览得愉快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在苏女士和吴茂璋先生陪同下，我们到海边观赏海涛，观看飞艇表演；在海

滨旅游区公园观赏各种热带植物和驯象表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园观看泰国

民间舞蹈免费进场，表演约一个小时。这些传统民族古装歌舞和声乐演奏，歌颂

了泰国劳动人民顽强的斗志和勤劳勇敢的精神，歌颂了泰国民族敢于反暴抗虐、

刚直不阿的传统。

晚上，威马旅游公司和苏志英女士在巴堤牙歌剧院包厢请我们观看富有旅游

特色的的各种民族舞蹈及"人妖表演”。

当晚我们从巴堤牙回到曼谷已近 12 点。一天的游览虽然劳累，但我们都在



想，我们广西的乡亲们是多么热情，他们热爱家乡，盼望家乡繁荣昌盛，盼望亲

人们常往常来。他们的热情和心意将使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依依话别 岁岁相逢

9 日，广西侨联考察团完成了访问任务，离开曼谷回国。

这一天从上午到中午，在我们下榻的京华大旅社里，曼谷的许多广西同乡、

泰国广西会馆的理事先生络绎不绝来看望并与我们话别。封君晓理事长、周迪兴

副事长、东初婶，苏志英及封明光太太等亲切地对我们说：“考察团这次访豢，

虽然时间很短，但带来了乡音、带来了家乡亲人的心意，促进了团结、促进了友

谊，我们非常感谢。”“请考察团回国后转达我们对乡亲们的致意，向我们家乡亲

人问好。”“祝愿家乡广西一天繁荣昌盛！”“希望你们再来，希望我们岁岁相

逢！”……来向我们话别的乡亲们一批批走了，又一批批地来了，重逢、话别，

友谊、乡情，巳紧密系在一起。

周迪兴副理事长亲自驾车送我们到曼谷机场；欢乐旅游有限公司粱稚梅小姐

亲临机场为我们办理有关手续；蒙育宗、蒙育业、蒙育光、蒙育清四兄弟及他们

的太太早已在机场等侯；吴茂璋先生，封祖金女士等亲自送我们到机场，在离别

的前夕，握手、话别、寄语、合影留念，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有半个多小

时就要进机场了，周迪兴先生真抓紧时间，在机场咖啡厅请我们边喝咖啡，边再

一次座谈和话别，一再表示今后多加强联系，增进乡谊。

进机场了，送别的乡亲们仍依依惜别，不断挥手，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

乡亲们，在依依话别中，都不禁热泪盈眶了，……。

飞机起飞了，但我们的心久久地激荡，告别了，繁华的曼谷！告别了，亲爱

的乡亲们 l

“广西侨联考察团出发时带去了家乡和亲人的情谊、乡音，如今又满载着泰

国广西同乡的盛情厚意而归！”我想，就用这句话来作为这篇札记的结束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