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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镇侨刊》复办 力助家乡铸造辉煌
侨刊、乡报是侨乡民间创办的、公开向海内外发行的非营利性刊物，其内容多以反映侨
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海外华侨信息为主体，是沟通侨乡和海外华侨的特殊桥梁。这
一类产生于侨乡、以《乡报》或《月刊》为名的民间刊物，自诞生以来，就具有极其重要而
广泛的存在意义与空间，被华侨誉为“集体家书”。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中山各镇、区、乡、村兴办的刊物，鼎盛时有 40 多种，风行
海内外。如今的中山火炬开发区，是当年这一类乡刊最为密集的区域。据不完全统计，这里
先后出版过 10 多种刊物，其中《张家边月刊》
《沙边月刊》等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被
迫停刊。刊物的出版活动活跃，拥有大批海内外忠实的读者，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延续东镇、张家边等旧名而来的中山火炬开发区，传承办月刊、乡报的传统，于 1985
年元旦，恢复并易名出版《东镇侨刊》
。该刊自复刊以来，一直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
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办刊宗旨，每年出版 4 期（季刊），
至今总发行量超过 50 万册，邮寄至世界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和各国
的侨团组织手中。这一新时期的“集体家书”
，为火炬开发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经济、
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宣传、纽带和推动作用。
倍感骄傲的历史
中山创办月刊、乡报有 100 多年的历史，早在 1908 年，在石岐便有《香山旬报》，它除
在全县各乡及广州、澳门、香港、上海、汉口、北京等地发行外，还准时在北美洲和南洋等
香山华侨聚居地发行。
而今中山火炬开发区大环村、创刊于民国八年（1919 年）的《大环月报》，更是目前已
知的，被认为是中山最早由文人创办的村级乡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侨刊乡讯几乎遍及
全县，仅今火炬开发区地域之内，先后就有《张家边乡报》《张家边月刊》《东镇乡报》
《东
镇侨声报》
《东镇半月报》
《沙边乡报》
《沙边月刊》
《小隐乡报》
《大岭乡报》
《濠头月刊》等。
东镇是珠三角著名的侨乡，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在民国时期，就有“华侨人数多于当地
人”之说。当地出版的各种侨刊、乡报不但在中山各乡镇中发行，在中山人较多的北京、南
京、上海、汉口等地亦有发行，还免费邮寄至世界各地的同乡华侨、旅居港澳乡亲、国内各
级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等单位。当年，中山各乡镇的新闻讯息、海外华侨以及在家乡的眷属、
归侨的生活情况，就是靠这一类侨刊、乡报作为唯一的公共媒介向外传播。而出版这类的侨
刊、乡报，费用依靠热心人士赞助、华侨资助以及发行收入，每期尾页均有上一期的经营收
支报告，详细至一瓶浆糊、一张纸，可见财政的透明公开。从其销售收入及支付邮费的数值，
大约可估算出其发行量，一般都在几百册至几千册不等。由于东镇的各种侨刊、乡报都有良
好而持续的寄赠习惯，当年的国民政府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立法院图书馆、行政院资料室
等都有较为完整的收藏。至今不但中山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广州的中山图书馆有存藏，而
且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仍可查阅到不少当年的东镇民间刊
物。
这些民间刊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不但有本乡民众、海外华侨、归侨、侨
属、旅居港澳乡亲等的生活情况，也有乡村祠堂、庙宇、学校、修桥筑路等公共财政的收支
公布，还有针对社会、经济、时政的评论和意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濠头月刊》，其创办
于抗战前，抗战胜利后复刊出版至 1949 年。在 1947 年 10 月该刊第 14—15 期合刊本上，
载有《孙总理致郑藻如书》。中华书局 1981 年 8 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一篇《致
郑藻如书》（1890 年），就是从《濠头月刊》转载而来的，可见当年乡刊编辑的水平。有趣
的是，至今仍有内地学者以为《濠头月刊》是澳门出版的刊物，因澳门又名濠江，断想不到
这是中山的乡级刊物。民国时期，中山作为全国唯一的地方自治模范县，其各项施政、建设
讯息的对外传播，这一类侨刊乡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孙中山逝世后，有关设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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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图书馆，命名纪念道路的动议，最早是由家乡人士提出，并透过这一类侨刊乡报的报
道，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响应。
新中国成立后，东镇大部分的民间刊物仍然继续出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的讲话》《新中国国旗制法》《国旗、国歌、年号的释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
《华南分局告广东人民书》
《发布新币及管理市场宣传纲要》等文稿，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许
多政策、布告，常见于这一类侨刊、乡报的显著位置。今天，这些刊物已成为了解当年社会
状况的珍贵历史资料。只可惜，在历经“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类侨乡报刊，已基本上荡
然无存。
民间喉舌《张家边乡报》
中山的文化、历史界以及老一辈的华侨基本上都认为，《张家边乡报》是张家边乡最早
创办的近代乡报。
张家边乡旅澳洲老华侨、澳洲中山东镇乡亲联谊会创办人之一的何惠彰，曾受《东镇侨
刊》编辑部之约专题撰文忆述他当年参与创办《张家边乡报》的始末，并发表在复刊的《东
镇侨刊》2006 年 6 月第 86 期。
大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几名原籍张家边正在广州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及正在求学的学
生，组成了一个“留省学会”，这原是属于一个互相联络乡梓感情、交流读书学习心得的小
组织。一天，同乡青年黄真来广州向“留省学会”几个主事人投诉，说张家边乡的乡政全由
土豪把持，任人唯亲，贪污挥霍乡政款，而知情者敢怒不敢言。几位同乡学友骤然惊闻黄真
的投诉，无不义愤填膺，特别是其中一名叫黄公略的人更是暴跳如雷。他们认为这是张家边
乡民的不幸，作为乡民一分子，绝不能置之不理。在众议之下，一致表态要坚决与之作斗争！
并决定用“留省学会”的名义出版一份《张家边乡报》，作为舆论阵地，专事揭发家乡的土
豪劣绅鱼肉乡民的各种罪行，激发民愤，为将来将其绳之以法作准备。黄公略在石岐读书时，
曾在新华印刷厂当过“执字粒”工人，对印刷、出版等事宜颇知门路，自告奋勇地说出版的
事务可包在其身上，其他同学主要负责写稿就成。
黄公略毕业于广东航空学校，当时任职于空军司令部飞行员，尚未成婚、无家庭负担且
拥有高薪收入。积极能干的他，集社长、编辑、排版、校对于一身，甚至连印刷经费都由他
个人垫付。经过密锣紧鼓的筹划，约 1 个月，《张家边乡报》诞生面世了，创刊号的封面大
字标题是：
“打倒土豪劣绅”，开宗明义，指名道姓，向着土豪劣绅猛烈开炮。各编委写的批
判文章，充满激扬文字，义正词严的批判内容，大快人心！
《张家边乡报》的出版面世，震憾了全乡和东镇，亦惊动了中山县政府的高层。为了乘
胜追击，进一步大揭发，“留省学会”又迅速筹划出版第 2 期。这期更得到乡校的校长、教
员们的投稿支持，使内容更加充实，火力更加集中，同心协力，坚决向乡中黑恶势力挑战到
底！
想不到，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乡报主将黄公略不幸在广州驾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年
仅 24 岁。张家边乡各界为黄公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数百人参加。
黄公略的不幸逝世造成《张家边乡报》人财两失，由于缺乏一个能干的继承者，加之九
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成为全民要务，该报只得停刊。
继往开来《张家边月刊》
全国抗战胜利后，正是百业待兴、百事待举的时候。为弥补《张家边乡报》被迫停刊的
遗憾，1946 年 1 月，何惠彰回乡担任社长复办了乡刊，并更名为《张家边月刊》，作为家乡
光复后的产物，此时办刊的宗旨已转变为“一乡之喉舌，传播一切乡情，以适合乡民需要，
促进乡政建设”。此后，
《张家边月刊》就以小 16 开 32 页每月出版一期，一直延续至新中国
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又一次被迫停刊。《张家边月刊》对家乡各时期的建设起到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了中山乃至全国重要的地方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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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张家边月刊》等东镇民间刊物。查阅民
国时期出版的各期《张家边月刊》，每期的封面及主要版面均刊登有政论文章，如《中国农
村经济改革与工业化》《当前地方财政的性质与检讨》《我们为维护国土应收回澳门》《什么
是青年》
《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与结果》
《选举保长应有的认识》
《学校经费开源问题的建议》
等，亦不乏家乡建设的具体建议。撰文者均为东镇人士，他们或是在乡间的贤人达士，或是
在外工作的乡亲，其中的文章不乏真知灼见。
内文大部分篇幅是报道家乡的工、农、士、学、商及海外华侨的生活等状况，褒贬社会
善良与弊端。这些报道，既能使华侨与家乡之间得以互通讯息，又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及
腐败现象，促进了家乡建设，因而普遍受到华侨和乡民的欢迎和好评。
《张家边月刊》还有一特点，就是每期均刊登有“各项调查”，内容有金融行情、主要
物价、邮费标准、本乡当期生卒人口、婚姻嫁娶、华侨返乡资料等社会数据，为今天的历史
研究提供了大量颇有价值的鲜活、细微、准确的史料。
复刊《东镇侨刊》
然而，在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华侨房屋被侵占，侨产
受到严重损害，侨属与海外亲人联络中断。
当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久经严冬之后的春风吹来，作为中山乃至全国重要的侨乡之一，
及时将乡音家书传递给每一位海外长期杳无音信的亲人，成为了张家边人极其重要而迫切的
工作。对外招商引资的工作，亦必须首先从华人、华侨对家乡的了解开始。
马子占，是一位毕业于中山纪念中学、土生土长的张家边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是
《张家边月刊》的热心撰稿人，在历经 35 年的教学工作之后，于 1984 年光荣退休。家乡的
需要，个人的热心，亦有了充裕时间的马子占，主动与多位有识之士商议复办乡刊。在得到
热烈赞同之后，他先后 3 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在他的积极奔走之下，终于获得广东省侨
务办公室及广东省期刊出版处的批准。于是他马上组织编辑小组，并与广大华侨联络沟通，
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大岭村旅美华侨欧阳官昌带头捐出了首笔 1000 元人民币。
1985 年元旦，复刊的第 1 期侨刊终于出版了。复刊的名称使用了张家边的古名“东镇”
，也
预示着区域范围涵盖今天整个火炬开发区，
《东镇侨刊》将延续《张家边乡报》
《张家边月刊》
《濠头月刊》等的优良传统，扬长避短，团结乡亲，为建设家乡继续发挥作用，力图百尺竿
头, 更进一步。
了解家乡的窗口
《东镇侨刊》的复刊，正值张家边区进入改革开放建设大步开展的时期，中山港即将通
航，多条新建的公路正在施工之中，以张家边纸箱厂、制衣厂、电子厂、友利玩具厂等为代
表的一批企业生产兴隆，整个区内到处是正在兴办建设的新企业，人民生活正在快速改善之
中。侨刊的“家乡消息”一栏占去了大量篇幅，塞得满满的均是正在进行中的新发展项目的
内容。如今翻阅历年的《东镇侨刊》，如同在翻阅一本火炬开发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编年
史：“海外侨情”报道了不少华侨返乡探亲的消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些大胆先行的华
侨多少带有一种探路性质，他们的消息备受广大海外华侨关注，当得知他们回乡受到了区、
乡领导及乡亲的热情接待之后，随后几年引发了海外华侨返乡探亲的高潮；
“服务台”栏目
更是备受广大华侨的关注与欢迎，不少人从中找回了失联多年的亲人，并了解了当时以清还
侨房、平反冤假错案为重要工作的华侨政策；
“来鸿去雁”成为了乡间民众公开的集体家书；
复刊号上，“鸣谢”侨捐家乡建设的版面就多达 8 个，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各村旅外华侨为
家乡建设捐资赠物的芳名。后来，
《东镇侨刊》还增设了“侨言堂”
“论坛”等栏目，让广大
华侨、侨属为家乡发展建设献计献策；
“地方掌故”
“地方轶事”等更是撩起人们浓浓的乡情。
复刊首任主编马子占在《东镇侨刊》的第 1 期上热情赋诗：“东镇侨刊放曙光，千山万
水见光芒！华侨音讯充环宇，祖国光华照八方。尺鲤难倾新世事，寸心惟念旧家邦。乡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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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何由达，一纸风行海外扬。”
一册纸贵
《东镇侨刊》复刊的第 1 期，印刷了 5000 份，绝大部分寄赠给海外华侨。然而，对于
火炬开发区 4 万多名华侨来说，仍是杯水车薪。马子占、吴添渭作为《东镇侨刊》前后两任
主编，任职时间跨度合计超过 30 年，在他们的脑海中，有不少华侨珍爱《东镇侨刊》的记
忆。
旅澳洲侨亲马兆驹接到《东镇侨刊》时来信说，他在澳洲订阅 10 多种中外报刊杂志，
但都比不上《东镇侨刊》那么有人情味，他最喜欢读，也积极向侨亲推荐。
当《东镇侨刊》寄到美国侨亲林兆源手上时，他一定第一时间看完，不然的话，有人来
借阅，一借就是十天半个月，你借我看、我借他看，待到《东镇侨刊》再交回自己手上时，
已变成“霉菜”了。美国侨亲欧阳权更说，有一次，一位乡亲看到他刚收到的《东镇侨刊》
，
就要借阅，他不愿意，那位乡亲就迫不及待地拿去影印（那时复印技术出现尚不久，复印价
格不菲）。
一位在美国开餐厅的侨亲在收到《东镇侨刊》后，为了与众人分享家乡音讯，就将《东
镇侨刊》放在阅报架上。但是，过不了一两天，总被有兴趣的读者顺手牵羊取去。几次之后，
他不得不用绳子把《东镇侨刊》绑在阅报架上。后来，绑上绳子的《东镇侨刊》还会不翼而
飞。最后他只得求助家乡，申请多寄刊物，并由其支付邮费，刊物摆放在其餐厅，免费供乡
亲取阅。
亦有侨亲对收到的《东镇侨刊》拒绝外借，每年把它合并装订成一册，放在书柜作珍藏
品。2009 年，当《东镇侨刊》复刊 25 周年出版百期之际，编辑部举办了一个“寻找完整收
藏百期侨刊读者”的活动，结果只找到了 5 位读者完整保存有百期侨刊，其中有远在澳洲和
中国辽宁锦州的乡亲。活动期间，有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诉说，或是被人借走了一期，或是
邮失了一期，惋惜之余都希望找回旧刊以作补齐。
在纪念《东镇侨刊》复刊 30 周年时，旅澳洲华侨孙棣祥说：
“《东镇侨刊》风行五大洲，
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它是我们一本很好的‘集体家书’，使我们知悉家乡的发展变化。我
把《东镇侨刊》从复刊至今的 120 多册都保存完好，经常拿出来翻看，甚为喜欢。”
旅美中山德善堂顾问、美国阳和总会馆理事、中华总商会商董、美国中中同学会会长吴
耀庭说：
“
《东镇侨刊》自复刊以来，一直成为海外侨亲的心爱读物。它图文并茂，在传播侨
情乡情、凝聚侨心上作出了贡献。”旅美华侨林群英说：
“《东镇侨刊》有很强的凝聚力，它
把散居在五湖四海的侨胞牵回到伟大祖国和可爱故乡的怀抱里。祖国的繁荣富强，家乡的巨
大变化令我们感到无限的振奋和欣慰。”
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乡亲胡仁宽说，“我喜欢阅读家乡的侨刊，对它很有感情。收到它
不亚于一个游子收到母亲寄来的家书，它装潢美观，文风朴实，内容丰富，很有乡土和侨情
味，可读性强。它不仅给我们带来家乡华侨热情的迎来送往和激动人心的经济社会建设的讯
息；还刊载不少引起侨居和远居外地乡亲深感兴趣、发人深思、唤起读者怀乡、眷恋故土的
典故、地方轶事和人物轶事等乡土内容，从而收到读者的共鸣和反馈的效果”。
再续乡情
作为一个区级的刊物，《东镇侨刊》拥有今天遍及全球五大洲的读者，现任主编吴添渭
深有感触，回顾过往工作，两代的编委、区乡的侨务干部们为此付出了艰辛而持久的努力。
复刊初期，面对一众侨亲的爱戴，为了使侨胞人人都能收到侨刊，从侨刊中了解家乡的
发展和变化，《东镇侨刊》的编辑们总是想方设法，将刊物寄给每一位侨亲。但在改革开放
初期，不少侨亲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敢公开自己在海外的地址，以致多年家乡全无
其音讯。火炬开发区统侨办及侨刊的工作人员通过侨情调查和落户访问，逐一向侨属推介《东
镇侨刊》、说明情况，请侨属提供其亲人在海外的地址。对于一时未能解除戒心的侨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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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委托其转告海外侨亲，甚至送上刊物、贴好邮票，让侨属自行填写地址邮寄。对于已与
国内失去联络的侨亲，他们就通过到海外拜访各侨团组织，广泛联络乡亲，增进乡谊，从中
取得一些侨亲的联系地址。每当在海内外有各种侨务联谊活动，以及有侨亲返乡探亲或回乡
参加各种活动时，他们都注重推介《东镇侨刊》，时时不忘收集各地海外侨亲的地址，主动
免费为他们邮寄侨刊；并在刊物的显著位置上，刊登欢迎免费索刊的启事。
另外，侨刊在美国、加拿大、澳洲、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聘请了 8 位联络负责
人，进一步加强了与侨胞和旅居港澳乡亲的联络沟通，既扩大了稿件和消息的来源，也扩大
了发行量。
经过多年的努力，现时，每期的《东镇侨刊》都会向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寄出刊物 3700
多份。每期出版和发行的费用中，邮费占了一半以上。
艰辛的坚持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的文字印刷技术依
然十分落后，水平与几千年前差别不大，只是从泥塑字粒变成了铅铸字粒。而具有彩色印刷
能力的厂家，数量少且价格昂贵。
1985 年元旦复刊的第 1 期《东镇侨刊》，内文是在中山印刷的，而彩色的封面却是由香
港同胞协助在香港印刷，印制好后再运回中山合并订装，工作极为繁复。最为麻烦的是，当
时的文字印刷尚以检字的形式排版，费力费时，而且版面不整齐，经常超负荷运作的印刷厂
还时时拖延交货时间。
为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当得知开平印刷厂印刷价廉物美，且按时交货，马子占遂与编委
吴奕华一道用手推车推着近百斤重在香港印制好的侨刊封面前往开平，上车下车，历尽艰辛。
到了开平车站，他们又拖运着封面步行 5 公里才到达开平印刷厂。他们在开平食宿，及时校
对印版，务求以最经济最快捷的方式印出刊物。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印刷问题一直困扰着《东镇侨刊》的工作人员。后在旅居澳门乡亲
的协助下，第 12 期曾安排在澳门印刷。但是，港澳地区虽然拥有比内地先进的文字印刷厂
家，然而在尚未有数字网络化的年代，跨越两地校对稿件却是一大问题，并且由于当年国家
的外汇管制政策，东镇侨刊社亦无法向外支付外汇印刷费用。为了便于印刷，有一段时间，
东镇侨刊社只好在港澳委托侨亲代收海外捐款，以便直接在海外用于支付印刷费用，但这样
亦造成了许多管理上的问题。
在内地，为了寻找合适的印刷厂，
《东镇侨刊》先后到过顺德容奇、珠海等地印刷，联
系、付印、校对、取货等工作，他们都不辞劳苦，不畏年事已高，一期一期源源不断地将家
乡信息寄送给世界各地的侨亲。
直到复刊的第 31 期即 1993 年，中山终于有了合适的印刷厂，电脑排版技术也出现了，
《东镇侨刊》的印刷困难才逐步得到解决。
合力相助办刊
中山的各个侨刊、乡报的创办，华侨历来都热心支持。《东镇侨刊》的复刊亦是采用民
办公助的形式，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都热心助力办刊。
中山火炬开发区海傍村旅港乡亲郑世云，对侨刊情有独钟。他说侨刊不是家书却胜似家
书，当他知道侨刊经费紧张时，一连几年，每期都捐助经费港币 1000 元，以表支持《东镇
侨刊》之心意。
张家边旅美侨亲马干才在担任美国三藩市中山德善堂主席时，拿着《东镇侨刊》向中山
德善堂的同仁说，《东镇侨刊》办得很好，我们要支持它，凡是同仁办喜事不要忘记《东镇
侨刊》。于是在美国的侨亲办喜事时，就有了赞助《东镇侨刊》的习惯，人人踊跃捐助。
当初《东镇侨刊》遇到印刷困难时，还有一些侨亲拟发起募捐筹建一个华侨印刷厂，免
费义务印刷侨刊，所得盈利用于支持侨刊出版和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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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镇侨刊》复刊不久，为了更多地刊登家乡的照片，江尾头村侨居澳洲的唐向明不但
资助出版经费，还向侨刊社赠送了一部相机。几年后，旅居美国的罗莉看到侨刊上的照片不
够清晰，还特意买了一部价值 500 美元的尼康牌照相机，在回乡省亲之时，专程到侨刊社探
访，并把相机送给侨刊社作采访摄影之用。旅美华侨周焕刚亦从美国购买了一部相机，并专
程回乡送给编辑部。众乡亲都十分关心《东镇侨刊》，为办好刊物想得十分周到。
为了让《东镇侨刊》的编委们更多地了解海外华侨社团和侨亲，多年来不少侨亲还主动
邀请和资助编委们赴海外探访，编委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侨亲的热情接待。
正是“乡讯传千里，家书抵万金”。据 2010 年 1 月中山火炬开发区统侨办出版的《侨捐
纵览》统计，1985 年至 2007 年的 23 年间，《东镇侨刊》共收到海内外乡亲 7200 多人次捐
助经费，各种货币折合人民币共 179.5 万多元。在办刊经费还是不足的情况下，火炬开发区
管委会（张家边区时为办事处）一直承担了不足的部分。
在政府领导、乡民、侨亲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东镇侨刊》于 1985 年复刊以来，应
广大侨属侨亲的要求，不断丰富内容，增加版面；针对海外侨亲乐于见到家乡照片的特点，
不断增加图片报道。2003 年 3 月该刊复刊后第 73 期开始改为全册彩版；2009 年 3 月复刊
后第 97 期扩大版面，从原小 16 开本改为大 16 开本；2013 年 9 月总第 115 期起版面由 40
页扩容到 56 页；至 2016 年已出版了 128 期，印刷总数达 50 多万册。从 2017 年开始，该
刊每期增印至 4500 册，免费寄送给广大华侨华人和港澳台乡亲，为更好地搭建沟通侨情乡
情、联络乡亲、增进情谊的桥梁而努力。
为提高办刊质量，《东镇侨刊》先后聘任了一大批名誉社长、顾问，并组建了庞大的海
内外通讯员队伍，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不断取得进步，越办越好；自复刊以来从未出现过
政治事故和安全事故，得到国家、省、市各级侨务部门的好评和奖励。自从 1991 年被评为
广东省侨刊乡讯第一名之后，该刊几乎每年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表彰奖励，2003 年 7 月被
评为“广东省优秀侨刊”。
不断走向辉煌
《东镇侨刊》复刊之后，通过刊物的桥梁作用，有效地宣传了改革开放后的国家侨务政
策，特别是协助做好清退侨房、归还侨产，代为寻找海内外失散亲人等方面的工作，温暖了
侨心，再次恢复了广大海内外华侨、侨眷对家乡的信心与情谊，华侨关心家乡建设，热心社
会公益的热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高涨。1979—2005 年，火炬开发区的华侨、港澳台
同胞共捐资 1.1 亿元建设学校、医院、市场及公益事业。
今天，就算是权威的统战、侨务、统计部门，亦无法准确统计出改革开放后，东镇的华
侨、港澳同胞对家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若有专门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人，
也许只能查阅 2010 年中山火炬开发区统侨办出版的《侨捐纵览》，该书为大 16 开本，通过
224 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数字，从建校育人、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家乡建设、
牌坊亭台、侨委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东镇过去是不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
迅速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的明星发展区域，这与广大华侨的支持、贡献是分不开的。
在电子化时代的今天，众多的侨亲对一册纸质的《东镇侨刊》依然爱惜有加。2010 年 9
月第 103 期的《东镇侨刊》上刊登了一篇编委陈桂孚的感言：“国庆期间我接到一个来自美
国的电话，是已故《东镇侨刊》副主编、我尊敬的黄伯齐老师的儿子黄永前先生的问候。话
语声声，深情地表露着对《东镇侨刊》的热爱和期望。黄先生在电话中跟我说，他是《东镇
侨刊》的长期读者，并一直关注着它，每期必读，成为了解家乡消息的重要资信来源。其中
的一段话令我非常感动。他说，虽然世界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人们能从网络上得到大量的
资信，但文字刊物所蕴含的人性和情感是电子媒体所替代不了的，就像电话中的 100 次问候
比不上一次当面握手一样。当手捧来自万里之外家乡的侨刊时，品读间，家书的感觉油然而
生，那种亲切感暖于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