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纷扰年代意难决
——那时华校那时青春（之三）

丁见

一张照片破灭了回国梦想
1966年4月，王钦辉的母

校泗水新中与全国几百所华
校一样，先后被当局关闭。此
时，成绩优异且读完了高三课
程的他，还没来得参加毕业典
礼，大家也没有机会再合唱一
遍那首《新中校歌》：“大好时
光，正当青春，求学乐无穷。
世运维新，学术演进，文化日
昌隆。崇尚科学，讲求实用，
礼义廉耻重。愿同学兮，爱护
新华，发扬我校风。”

当局一声令下，他们不得
不告别学校了。

王钦辉在班里有两个“铁
哥们”，一位叫关文华，客家
人，他的爸爸也是泗水富商。
另一位叫严复，来自外岛，不
晓得祖籍是哪里的。这两人
与王钦辉彼此投缘，结成“死
党”。三个小伙伴天天在学
校，上课一起听讲，下课一同
玩耍，好到形影不离。

封校那天，在军警虎视眈
眈监视下，几千名新中学生带
着恐惧、无奈、彷徨，噙着眼
泪，背着书包，默默地离开了
校园。

悲愤之中，王钦辉与关文
华、严复等三位好友萌发了强
烈的回国念头。回国需要中
国领事馆签证，但是那时候中
印关系极度紧张，中国驻泗水
总领馆不堪每天受到示威骚
扰，已迁回雅加达中国大使馆
工作。三个年轻人决定去雅
加达直接向大使馆申请签证，
他们从泗水坐夜班火车来到
椰城，下了车便直奔雅加达唐
人区班芝兰附近草埔街（Gel-
odok），很快找到了设在一座
古香古色中国式的大宅院里
的大使馆。

钦辉他们不知道，这段时
间中国大使馆也处在风雨飘
摇的危险关头，印尼当局对使
馆采取断水断粮等措施，并且
多次派人冲击，已是朝夕难
保。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
尼大使姚仲明便应召回国，留
下副大使姚登山担任临时代
办。姚登山军人出身，战争年
代当过解放军独立团团长。
他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不辱使
命，斗争坚决，其本人也因此
被称为“红色外交家”。

那天上午，王钦辉、关文
华、严复一走进中国大使馆庭
院，正在二楼喝茶的姚登山临
时代办就看到他们了，立刻吩
咐工作人员把这三个小伙子
带上来。姚登山身材魁梧，高
大壮实，操着一口山西味的国
语和钦辉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说，你们这三个华侨小鬼真
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现在
印尼形势复杂，反动分子气焰
嚣张，但是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我们国内正按照毛主席的伟
大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
如果下定决心回国，我可以特
别批准给你们签证。

满怀爱国热情的三个年
轻人，连忙用在学校期间接受
的红色教育的豪言壮语向姚
大使表示了回国的决心。

姚大使点点头，亲切地与
钦辉他们一一握手，便把他们
送到楼下。临走时还特别关
照他们不要从大门出去，要走
后面的小门。“你们出了门注
意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盯
梢，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
注意安全。”

大使告诉他们回泗水等
候，签证做好使馆会按地址用
快件寄到泗水。果然，钦辉他
们回家不到两个星期，大使馆
就把签好的护照寄过来了。

签证到手，接下来就要准
备动身，钦辉的父亲基财老先
生出面阻止了。一方面，他当
然舍不得自己最看重的长子离
开这个家；另外一方面作为过
来人，父亲对国内异常艰苦的
生活条件有过切肤之感。他也
隐约听说，目前国内正在进行
的文化大革命，到处搞批斗运
动，许多归国的华侨学生都被
分配去了农场种地，吃苦受累
小事情，如被卷入无情的政治
运动丢了身家性命也说不定。

但是儿子似乎去意已定，
态度坚决，非走不可，父子俩

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到后
来，毕竟姜还是老的辣，爸爸
对付我这个毛头小伙子还是
很有经验。他也没有硬摆出
父亲的权威压我，而是提出了
一个折中方案，让我不得不暂
时接受，于是问题就得到缓
冲，事情就发生了改变。”

王钦辉说着，思绪又回到
了那个时代。

我爸爸对我说，人各有
志，你如果一定要回国，我不
能逼迫你留下来。不过可不
可以不要太急，你们三个好朋
友不必一起走，或者先让一个
人回去探探情形，若无大的问
题，剩下两个再一起走不迟。

我看爸爸说得有道理，就
同意了。经过商量，关文华第
一个回国了。他临走时同我和
严复约定：回国后如果看到形
势大好，就拍一张站着的相片
寄来，如果情况不大好，就拍一
张坐着的相片寄来。为什么不
能写信说明，而要用拍照片这
种方式加以暗示呢？因为我们
认为当时从国内寄信给国外，
一定会给国内的干部打开检
查，如果信上写国内不好，一个
是怕寄不出来，再者也担心写
信的人会遇到麻烦。

可是关文华一去三个月，
既没有写信也没有寄照片，音
讯全无，不知何故。

我们不甘愿就这样呆在
不走了，也不放心关文华。于
是，严复又第二个义无反顾地
回国了。哎！严复不要忘记，
到时千万寄照片来啊！我和
他还是同样的约定，爸爸也在
等着结果。

又等了两三个月，严复终
于寄来了照片，信是从广州寄
来的。我迫不及待打开信封
一看，马上傻了——只见严复
在广州越秀公园五羊塑像下
拍的这张照片，既不是站着，
也不是坐着，而是脱掉上衣光
着膀子，耷拉着脑袋，趴在一
条石凳上，两只胳膊也垂向地
面，半死不活，好像一头任人
宰杀的绵羊。不言而喻，看来
严复回国之后，处境不是不
好，而是极其恶劣。哇嘟！看
了这张照片，我的心一下子凉
了，半天作声不得。

我老爸看了照片，心情也
很沉重，他为我的同学好友难
过。但是，他也为我幡然醒
悟，并因此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暗暗高兴。从此，严复也和我
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关文
华的消息，他在香港定居，但
是一直没有露面。可能是因
为他当初回国没有给我们写
信，导致严复不明真相又第二
个回国，并不幸失踪，文华感
到内疚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
从此不愿意再和同学相见。

半个世纪过去，我想过很
多办法，都没有打听到严复的
消息，或许在那个年代的滚滚
洪流之中淹没了……国内当
时有红卫兵串联，到处搞武
斗，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情

况。可以说，如果没有同学这
张照片，我肯定回国了，至于
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就可想而
知。也可以说，是严复使我免
去了一场苦难。

本书主人公王钦辉先生
青春时代的上述经历，实际上
是他那一辈华侨青年人生悲
欢离合的一个缩影。回望当
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发
生的种种离奇故事，匪夷所
思，亦真亦幻。

怀着对父亲先见之明的
钦佩，还有对同学挚友的思
念，以及庆幸自己还好没有贸
然回国的复杂心情。年轻的
王钦辉慢慢坚定了信念，他要
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在印尼
这片生息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如果不是同学寄来了那
张“半死不活”的照片，王钦辉
当年不顾一切回国了，他的人
生又会是怎样一番经历呢？

其结果恐怕谁也不好预
测。

最后，借用一段带有禅意
和宿命色彩的格言，来结束这
篇文章：

我们今生所有遇到的人
和事，前世已注定；我们来世
所有遇到的人和事，今生已注
定。轮回路上，一切都是最好
的安排。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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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归侨黄解放：
从县城走出来的联合国专家（2）

中国赤壁：宋锦来

1963年，黄永晖奉命参加
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
少奇率领的最高级别代表
团。曾任驻加拿大温哥华总
领事的朱毅在回忆录中，讲述
了担任中侨委副司长时随同
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度尼
西亚的一段惊险经历“这里一
位叫黄永晖的爱国华侨说：他
们当时配合印尼政府，将日惹
的国民党特务及其追随者都
圈到了一个山头上，不准他们
回家，自己冒着危险保卫刘少
奇主席的安全”。1966年5月
奉调回国，同年有幸在天安门
第二次参加国庆观礼。

回国后先后从广东花县
华侨农场到湖北蒲圻县五金
公司，再到福建省中旅社，直
到后来奉调到香港从事旅游
和侨务工作，赤子之心始终如
一，为报效祖国贡献全部精
力。父亲退休后仍不忘回馈
社会，在当年工作过的湖北省
蒲圻县设立“黄永晖奖学金”
资助贫困学子。耋耄之年时，
仍情牵侨务事业，教育孩子及
晚辈“不要忘本”，抱病写下了
两万多字的文章“从张添聪到
何隆朝时期的三宝垄中华总
会”，让历史告诉未来。2013
年8月25日在香港病逝，遵遗
嘱把骨灰撒入大海，在追悼、
追思会上播放“红梅赞”。

母亲陈静梅曾任印尼新
友中小学教师，1948 年年仅
18岁时，就在印尼开展工作，
2019年 9月被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目前，91岁高龄的母亲和黄解
放的弟弟生活在香港。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黄解放虽然常年穿梭在世
界各地，但时刻感恩母校,心系
家乡。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国
内爆发，他迅速在海外搜购物
资，2月9日他将群聊记录转给
我：“我们在印尼找到了一批口
罩，可以送到长沙。如果你们
能用，货到时请你们设法从长
沙运回赤壁。”2月29日将赤壁
反馈的群聊记录再发我：“你们
捐赠的口罩已如数由赤壁市人
民医院取回，真是雪中送炭！
现在我院防护用品非常紧缺，
常常是今天用了愁明天，尤其
是医用外科口罩和N95口罩。
谨代表家乡人民和赤壁市人民
医院对你们的善举表示衷心的
感谢！”并告知我：“印尼侨胞及
其他朋友的捐赠，从搜购开始，
历时近20天，千辗万转，终于到
达赤壁市人民医院前线。”

2021年 7月 14日黄解放
应邀在民航湖北监管局领导
陪同下赴鄂州机场调研，推动
打造鄂州机场为亚洲空运货
运中心，并向世界级的国际空
运货物整合中心努力。他给
笔者发来：“多么希望这是赤
壁呀！”的感慨，家乡情怀始终
装在心中令人感动！

身为联合国官员与国际法
学者，黄解放四海为家，追求的
是人类共同利益，秉持的理念
是公平与正义。“911事件”中，
恐怖份子将公共航空器劫持并
转化为毁灭性的恐怖主义武

器。事件以美国为攻击对象，
但是，這种行为不利于航空安
全，有损全人类的利益。黄解
放和同事们在工作中群策群
力，促成了近80个国家2010年
在北京举行外交会议，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出席了开幕
式。签订了维护航空安全的
《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
弥补了航空法的空白和不足，
成为国际反恐公约的重要组成
部分。這是世界民航史上首次
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多边条
约，也是近现代史上首次以我
国首都同时冠名两部全球性法
律文书。

2014 年 7 月 17 日，马航
MH17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
空域坠毁，怀疑被导弹击中。
其时，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
装在乌东部地区交火激烈。
马来西亚总理召开紧急国会
会议，谴责马航客机遭击落的
不人道行为，国会议员为马航
客机遇难者默哀。俄罗斯和
美国总统当天通过电话就马
航客机坠毁事件进行了紧急
沟通。事关机上遇难298人
的生命 ，必须调查清楚，而黑
匣子是厘清真相的关健，又是
各方力量争夺的焦点。较量

平衡的结果是一致同意由中
立的联合国官员护送押运匣
子至英国。黄解放勇挑重担，
冒着一定的风险，飞赴失事现
场调查、护送匣子、撰写报告、
负责法律问题研究，获MH17

空难调查奖。事件中，他沒有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装，但堪
称维护和平的“文装战士”！

卫星导航系统，如美国
GPS，先用于军事，后演变为军
民两用，顺应了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历史潮流，展示了强大的
生命力，但牵扯到各方的战略
和商业利益，要造福人类,铸剑
为犁，让各国达成共识，其难度
不问可知。有关的政策法律遂
成为各国长期纷争的议题，微
妙复杂，困难重重。为此他十
年间奔波于蒙特利尔、罗马、布

鲁塞尔、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协
调了大小会议几十次；出席巴
西里约热内卢由123个国家和
27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全球导航
大会；参加维也纳联合国第三
次外层空间大会。在各方努力

下,终于由188个国家一致通过
决议，为人类和平使用卫星导
航系统奠定了基础。十年艰
辛，冷暖自知。

黄解放深知先贤们铸剑为
犁，建立联合国是“欲免后世再
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
之战祸”。今天，我们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坚定地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而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一批国际
法人才和全球治理人才。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他念茲在茲
的就是为人类共同利益培养人
才。为此，他足踏五洲，与193
个会员国的法务官员、国际学
者、学术机构及青年学生建立
了广泛的人脉联系。

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国际
公务员需要秉承“与世界人民
根本利益相一致”和“大格局、
高情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的理念；在国际组织任职要有

“闯进去、站住脚、升上去”的
气魄与谋略；要把好“语言关、
专业关、人脉关”。

他在国际层面倡议、推动
并参与组织了各国学生参加的
国际航空法模拟法庭比赛 (In-
ternational Air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2009，由荷兰莱
顿大学和印度Sarin法律基金

会开始主办。被主办方邀请担
任三人终审模拟法官的学者均
是世界杰出（Prominent）的国际
航空法学者。他出任了国际航
空法首届、二届、六届模拟法庭
终审法官，七届模拟法庭终审
首席法官。还被参赛的青年学
子选为首届最佳法官。出任法
律事务局局长后，他安排获奖
青年学生进入国际民航组织实
习。他与世界顶尖的航空法院
校——麦吉尔大学与莱顿大学
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兼任研
究生论文的指导和评审专家，
是麦吉尔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
究院高级教学研究员和仅有的
两名校外理事之一，并担任“航
空与空间法年刊”编委。

在国内层面, 他兼职出任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创始院
长，倡导建立了中国航空法学
研究会。他受美国联邦航空
局聘请，从2006至2016年，在
北京连续参与培训9期民航高
级管理人员赴美培训班。作
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校
友，他于2006年捐款设立“解
放国际法奖学金”,奖励优秀学
生。其宗旨是鼓励优秀本科
生报考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
为中国国际法理论和实务的
繁荣与发展培养高素质、高水
平的后备人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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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和挂着共和国成立七十兄弟俩和挂着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纪念章的母亲合影周年纪念章的母亲合影

20192019年年66月月77日国际民航组织代理秘书长黄解放日国际民航组织代理秘书长黄解放
博士接受马来西亚代表递交的关于博士接受马来西亚代表递交的关于《《芝加哥公约修订芝加哥公约修订
案案》》的议定书的批准书的议定书的批准书，，并签署文件并签署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