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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侨港

在北海的北部湾畔，毗邻天下闻名的银滩，有一个占地面积 1.1 平方公里，

人口 1.73 万人，充满魅力的海滨小镇——侨港镇。

这个陆地面积只有 0.7 平方公里，中国面积最小的城镇，昔日曾经是杂草丛

生的一片荒滩之地，自当年成为全国最大的归难侨集中安置点以来，历经 40 年

沧桑，今天的侨港镇，以一个崭新靓丽的滨海城镇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侨港人，这些在北部湾以从事渔业为生的疍家人的后裔，这些流浪他乡又返

回祖国的华侨，在这片土地上，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启了栖居陆地、以艇为

业的两栖幸福生活，用自己的智慧与勤劳书写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新的辉煌，彰

显出海上部落这一古老族群生命的华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侨港全镇共有各类渔船 800 多艘，总功率 15000 匹，其

中大功率钢质渔船 150 艘，年捕捞量达 10 万吨以上，年水产品加工达 8 万吨，

是广西最大的海产品深加工基地和北海市重要渔业生产基地。仅 2011 年，农牧

渔业总产值 85001 万元。华侨风情街、滨海风光、疍家风情、越式餐饮等独特的

自然和人文资源，受到国内外游客的追捧与青睐。2017 年，全镇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 40002 万元，比增 13.7%；财政收入 1354 万元，比增 11%；利用外资 85 万

元，比增 11.8%；内联引资 2724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62768 万元；人均纯收入

6867 元，比增 12%。

当年华侨一路逃难带回来的 600 多艘破旧小艇的“家当”，现在已经发展为

千多艘大船。风帆船变成机动船，小艇换成了大型灯光渔船、拖网渔船等，采用

了现代化的渔业生产技术，侨港镇成为北海乃至广西的渔业重镇。侨港镇建镇初

期仅有两家极小规模的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到 30 多家，侨港半岛水产品加工

区已成为北海市重要的水产品加工基地。

如今的侨港镇，街道宽阔，道路纵横交错：港口帆樯林立，百舸争流；海边

别墅、公寓鳞次栉比；学校、公园、医院、敬老院、电影院、图书馆、文化活动



中心样样不缺：各类商场、生意门市星罗棋布。

2009 年 1月，侨港镇被评为第二批“全国文明村镇”。2017 年 8 月，侨港镇

入选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同年，侨港镇电建渔港侨港海上部落被自治区住建厅

等六部门列入第三批广西传统村落名单。

侨港镇 95%以上为归侨侨眷，他们是号称“海上吉普赛人”的疍家族群的一

支。他们依海而居，绕海而行，面海而旺。在历史的光影流年中，他们是从北海

浪迹到异乡，又从异乡回归到北海的游子：他们是侨港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从弱到强，从过去到今天的参与、亲历、见证者和体悟最深的人。

1978 年 4 月，在海上漂流 10 多天的归国难侨乘船进入中国广西北海港水面的情况。

1978 年，归国难侨抵达北海后，我国政府派出的医务人员在为他们检查和治病。

北海疍家人

北海三面临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辽阔的北部湾，

以及与北部湾紧紧相连的南海，是海产丰富、自然生态优良的天然渔场。古代合

浦郡曾是声名遐迩的“海上古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向南连接着东南亚乃至波

斯湾地域诸国，朝北沟通着长江、黄河流域的广袤的内陆腹地，可谓商贾云集，



市井兴隆。这些都为蛋家族群迁徙于北海繁衍生息提供了独特的先决条件和自然

环境。

迁徙而来的疍家人，在北海的外沙、地角、南澫、白虎头、高沙龙等地落脚

生根。

外沙岛，狭长，东西走向，全长 2.6 公里，西宽(130 米)东窄（40 米），面

积 25.1 公顷。到清光绪末年，外沙岛已有居民 200 余户，约 700 人。他们的居

所尽是傍岸邻水架设的棚户，竹瓦板壁，鳞次栉比，湫隘简陋，被称之为“疍家

棚”。因为终年涉险，安危由天，所以休咎吉凶都托付给诸神灵。尤其虔诚地信

奉“三婆婆”，即“天妃”海神。“龙母”“关帝”“华光”“三皇”等，也在疍家

人虔拜之列。自清道光年至抗战前，渔船形制，有大型的“硇州密尾船”、中型

的“打开尾船”和小型的“海南艇”。小艇在浅海作业，大、中船只到远海生产

作业。多集中在北部湾西界毗邻越南的老鼠山、青鳞山和狗头山海面上捕捞。据

有关部门统计，1949 年，外沙岛的驳艇大约有 400 艘左右，以一艇一人计，业者

则不下 400 人。

北海疍家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坚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为北海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北海的疍家文化，创造了独

属于北海的一段历史。

1930 年代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大量的日本军舰涌人北部湾海面，在北海实行

大肆烧杀掠夺，封锁海面，使成千上万以渔为生的疍家人民不聊生，性命难保。

无奈，大批的疍家人被迫背离家园，远走异乡，流浪去了越南的吉婆岛（婆湾岛）、

姑苏群岛等海岸线畔，开启新的谋生之旅。

钟应伦和周胜林，就是在这些告别故土大海、在他乡大海上耕耘生活的人群

中的典型代表。

钟应伦，祖籍广西，祖辈在北部湾海上捕鱼为生，为了逃离战乱，钟应伦的

父亲乘坐小船，逃往越南的吉婆岛（婆湾）谋生。由于身上具有疍家人那种面对

大海的坚强、勇敢和勤劳以及出海的聪明智慧，三十出头的钟应伦，很快就被委

以重任，成为婆湾仔合作社副主任。婆湾仔合作社相当于我国当时的公社，是越



南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单位。由于工作出色，他多次受表彰，有一次他还去了越南

首都河内领奖。

今已七旬的周胜林，祖辈在明清年间曾经在广东中山市的石歧一带沿海居

住。为了寻求生计，周家的祖先周以尚带着子孙们乘着小木船，沿着海岸线由东

至西一直漂流到北海，在东泰街下面的海滩搭起简易木棚扎居下来。当时在北海

北岸海边的外沙、地角这两个地方已经居住了不少疍家人，他们大都从福建等地

迁徙而来，逐渐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疍家人聚居区，世代繁衍并延续着疍家人的生

活习俗和风情文化。他父亲周德耀 1918 年出生于北海。在北海，他们一家主要

以出海打鱼为主，同时在东泰街上经营渔具店。

旧时科技落后，疍家人驾驶着小艇小船去打鱼，常年在海上与风浪搏斗，生

存坏境十分险恶。周胜林家族在 1930 年代就遭遇过一次海难，造成很大的损失。

后来日本军舰入侵北海封锁了整个海面，他们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一家人

只好背井离乡，流落到越南一个叫吉婆岛的地方。当年流落到吉婆岛的基本都是

疍家人，大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一起沿港湾搭起居住的简易木棚，从

事打鱼、做小买卖等异乡的谋生生活。

周胜林是在越南出生的，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三。1965 年，他参加了吉

婆当地的海燕渔业合作社，后来担任了当地渔业合作社领导成员，1976 年被推荐

到越南中央水产技术学校学习。不久，世事突变，打破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等待他以及和他一样的疍家族群的华侨们的命运需要一次重新的书写。

安置归国难侨

1970 年代后期至 1980 年代初期，爆发印支难民潮，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

先后逃出印支三国的难民，总数约达 150 万人。华侨华人首当其冲。1979 年时有

7000 多人从越南回归祖国的归难侨需要在北海安置，他们大多是当年在北海沿海

以海为生的疍家人。

北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有关“一视同仁，不予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

顾”的安置方针，突破旧有的模式，把“分散安置”改为“集中安置”，把“改

行安置”改为“归行安置”，并大胆实践“一社两制”模式，建立了以难侨渔民



为主体的北海华侨渔业公社，积极组织归侨生产自救，并在医疗、教育、就业等

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让回归的疍家人行政上融入地方、经济上融入市场、管理

上融入社会，探索出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阳光安置”之路。这在中国难侨安置史

上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被联合国难民署誉为“难民安置工作取得完满成功的范

例”。

北海地方政府向难民发放食品

至此，这一命运多舛、特殊的疍家族群，这些步履沉重、满身疲惫的归国游

子，在故乡的土地上处处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和照顾。从下船伊始的接待安置，

到后来建渔港、住房、医院、学校等等，大规模的重建家园行动，祖国故乡的亲

人们引领着蛋家游子一步步找到了归家的感觉，这是一条归乡安家之路、重新创

业之路；这是一条充满了眼泪与汗水、悲情与豪情的寻根之路。

渔业生产一角



历史的时光回溯到 1978 年 3 月 21 日，第一批 3 只小渔船共载 23 人从海上

来到北海口岸。4 月以后继续增多，高潮时期一天就多达 70 艘渔船 1800 多人逃

难回国。据不完全统计，至 1979 年 12 月底，从海上和陆地进入北海口岸办的华

侨、华人难民超过 7000 人。他们在船上居住得十分拥挤，不少难侨露宿海滩、

码头，或流落在街上。这一突如其来的状况，打破了北海市民正常宁静的生活。

这些归国难侨，数量众多，来势如潮，行业特殊，群体性强，流动性大，引

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极大关注，从而拉开了北海市接待安置难侨工作的序幕。

1978 年 5 月，北海市委、市政府遵照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指示，成立了

北海市接待安置难侨领导小组，由时任市委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从市直

机关有关单位抽调 63 名干部、职工以及医务人员作为骨干力量，直接参加到接

待安置工作中。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难侨先有个栖身之所，搭建临时住房成了接待安置工

作的当务之急。接待安置难侨领导小组在全市组织专业人员和部分难侨中的懂行

人员一起动手，在海角路尾至地角港一带的马路两旁，以竹木、油毡纸搭建了一

排排整齐划一的、比较坚固的临时住房，共有 1.4 万多平方米，成为北海市安置

难侨的临时安置点。临时安置点都安装了电话、自来水，安排了为难侨注射疫苗

的医疗室。难侨入住后，接待站按规定每月发给每户木柴 50 公斤，每人每月发

给大米 15公斤、猪肉 0.5 公斤、鱼 1.5 公斤、食糖 0.25 公斤、肥皂 1 块；还根

据每户人口情况，发放了衣服、棉被、蚊帐、生活用具等。归难侨安置工作迈出

了坚实的第一步。

接下来，安置机构人员在积极做好中转难侨思想和实际工作的同时，抓紧研

究制定留在北海难侨的安置具体实施方案。当时对归侨、难侨的安置去向存在很

大分歧，主要是“上山下乡”还是“上船下海”之争。“上山下乡”就是要将这

些归侨、难侨渔民分散安置到农场、林场。但是广大的归难侨渔民态度明确，坚

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他们祖籍在北海，祖祖辈辈是从事捕鱼的疍家渔民，说“咸

水鱼放到淡水里养，肯定活不成的”，一致要求“上船下海”。经过各级有关部门

的调查论证，1979 年 6 月 2日，国务院侨办和自治区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这些从



越南逃难回国的华侨在北海就地安置。这一文件的下发，让这些疍家的后裔心里

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文件确定为他们组建华侨渔业公社，并迅速配强配齐了

公社领导班子。同时，根据当时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广大归国难侨的思想意愿

组建的渔业公社，实行了以集体所有制为主，集体、个体两种所有制并举的体制。

这一体制在中国难侨安置史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华侨渔业公社

华侨渔业公社成立后，摆在北海各级领导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如何解决这

些归国难侨安居乐业的问题。一个 7000 多人的公社，既要有住宅，又要有渔港：

既要有学校，又要有医院。真可谓从零做起，百废待兴。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很快成立了由当时北海市市长兼任指挥长的华侨渔业公

社基（筹）建工程指挥部，并开始了高速工作运转。首先，他们为了选到一个称

心如意的公社地址，绞尽脑汁，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踏查和科学论证工作，思路既

要立足于当前，又要着眼于长远。为此，指挥部领导多次邀请渔业、城建、港建

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归侨、难侨代表一起实地考察，共同研究论证。

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最终选定了离北海市区 7公里路程的南边岭。

这里南面面邻大海，可以建设大型渔港码头；背依北面斜坡的大片荒地，可以建

设容纳万人的住宅生活区。总面积为 1.1 平方公里。选址下来后，工程人员经过

现场勘查、测量，指挥部很快就有了平面规划：南面建港：坡地建房，作为公社

的中心区；东面建医院：西面建学校；北面是通往北海市区的道路。规划具体为：

建设一个能容纳 300 艘船只的港池及 1200 米的码头。建设 52栋 3 层至 5 层的居

民公寓楼。还有机关行政办公楼、医院、小学、幼儿园、造船厂、冷冻厂、商店

等一批生活生产设施。当时，联合国难民署给予了援助，并提出要求，所有援助

项目要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

这么多的工程，一年内完成，在北海的建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经过快马加鞭的筹备，1980 年 6 月，华侨公社的基建工程正式开工。

为了早日完成华侨公社的基建任务，让这些回家来的疍家人不再拥挤在简易

临时的疍家棚里，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给联合国以及上级党委、政府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指挥部的同志们全部吃住在工地，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在北海六七

月的时候，太阳像喷火一样，晒得工棚的油毛毡都冒出油来，光是坐着都要流一

身汗，但指挥部的同志们依然赤膊劳作，工人也挥汗如雨地忙碌在工地。

1980 年代初归国难侨喜迁新居的情景。当时建设难民住宅 52 栋，后又增 3栋。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1981 年 5月 1 日，首批 28 栋公寓终于竣工，同年

7月，华侨公社的医院、小学、幼儿园也提前投入使用；当年底，大部分公寓楼

如期完工，大多数难侨有了自己的新家。

第二年，造船厂、冷冻厂、鱼露厂相继建成，一个有供电、供水、交通、道

路和环保等配套设施的华侨公社基础建设大部分完成。到 1984 年，最后一批难

侨全部喜迁新居。华侨公社建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联合国官员以及大批外国

记者再次来到北海，一座崭新的华侨公社矗立在眼前，他们无不交口赞叹，给予

了高度评价。

截至 1988 年，在这片新一代疍家人的落脚热土上，居民住宅共建 3 层至 5

层配套楼房 52栋 1030 间，建筑面积 93739 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 6.93 平方米。

1987 年至 1988 年两年间，私人新建 2层至 4层楼房 95 栋，建筑面积 12260 平方

米。幼儿园（含托儿所）的占地面积为 2000 平方米，教室和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947 平方米。华侨小学的占地面积为 58523 平方米。教学楼 7 栋共 34 个教室，建

筑面积 4857 平方米。教师宿舍 2 栋，建筑面积 997 平方米。华侨中学，占地面

积 35156 平方米。教学楼 3 栋 16 个教室，建筑面积 2514 平方米。教师宿舍 2 栋，

建筑面积 722 平方米。医院的占地面积为 732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00 平方米。



侨港文化中心一座，包括影剧院（座位 1300 个）、放映室、图书馆、篮球场、公

园。造船厂，占地面积 14652 平方米，每年可造 4 艘 60 至 70 吨的渔船。冷冻厂

日产冰块 15 吨，急冻容量 20 吨，冷冻容量 200 吨。鱼露厂占地面积 7992 平方

米，年生产能力 200 吨。

为了帮助难侨发展生产、建设家园，中国政府拨款 2908 万元人民币，联合

国难民署资助 785 万美元。

繁忙的北海市侨港镇电建渔港和北海国际客运港

今年已经 70多岁的钟应伦，1979 年 4月随着难侨潮来到北海。这位曾历任

侨港镇副镇长、镇长的归国难侨，回忆起当年的一次有关安置难侨座谈会的情形

仍然记忆犹新，感慨万端。那是中央的一个难侨工作组组织召开的一个座谈会。

会上有人提出，这批难侨对北海究竟是包袱，还是财富？钟应伦在会上发言，他

说，他们这些从越南回来的难侨，都是北海疍家的后裔，在越南的沿海一带生活，

从小到大出海打渔，对海性、船性、气象等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虽然当时的生

活条件和设备都很差，但是他们凭着疍家人在大海上练就出来的干劲、闯劲、智

慧、踏实，他们工作的所在单位曾被越南政府机关评为先进单位，赢得了当地人

民的一致好评，如今，回国了，不但物质条件、生产设备优越了许多，更重要的

是他们一颗漂泊的心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只要组织得力，就一定能为国家、为北

海创造财富，就应该是财富而不是包袱。

如今，这个海上部落，俨然成为了北部湾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面对侨港今非昔比的沧桑巨变，归国华侨周胜林感慨万千。他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一路逃难回国的情景。1978 年 4 月 30 日，他们一家九口离开越南吉婆岛，



乘坐两只小艇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经过近半个月的风浪颠簸，艰难地回到了曾

经居住过的北海。踏上祖国的土地，他们得到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高度重

视并提供资助，经过当地各级政府部门的热情帮助，成立华侨渔业公社，使他们

逐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1979 年，华侨渔业公社组建了兴华、盛华、富华 3

个渔业大队（后来改称为公司），组织归难侨发展渔业生产，他被推选为富华捕

虾公司副经理。1990 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带领归难侨出海捕鱼、从事水产加工、努力改善生活条件，把富华捕虾公司的工

作搞得风生水起。

现在，他虽然退休了，但仍关心着侨乡的发展，热心做好归侨侨眷联谊工作。

他时常眼含热泪说起自己的父亲，作为疍家人，他在年青时因海难和躲避战乱，

迫不得已带着妻儿漂泊到越南去谋生，想不到几十年后却被驱赶，庆幸自己回到

生养自己的祖国后，过上幸福的晚年。

随着“北海华侨渔业公社”“新港镇”“侨港镇”更迭变迁的一路走来，一个

崭新的滨海城镇展示在世人面前。近年来，侨港镇结合越南归侨多的特点，提出

“风情小镇”的构想和“吃在侨港”的口号，全力发展旅游业。目前，侨港镇已

成为远近闻名的著名的美食小镇，2017 年被列入国家第二批特色小镇名单，吸引

着大批来自国内外各地的游客。

随着国家建设“二十一世纪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深入实施，特别是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海时提出的要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过程中，随

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这

些向海经济的重要群体海上疍家部落必将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陆金英，北海市银海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金沙江，北海市文联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