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岭小村 有一位退而不休的老人家

如今走进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大岭村，已经很难把这里与乡村的概念关联在一起。当年那

个因建村于大岭山北麓而得名的村庄，现今中山市的东西干道沿村而过，快速公交 BRT 站

就在昔日村口。自从 30 多年前这里有了一个机动车检测站，汽车的销售、入户、维修、二

手车交易直到报废在那里逐步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大岭纸箱厂”“大岭汽车修配厂”

曾是中山早期名震一时的乡镇企业。那里是中山最早都市化的村庄之一。

面对迅雷不及掩耳、势不可挡的社会发展变革，在经济繁荣、全面都市化的今天，该如

何维护乡村原有的传统文化，弘扬重文厚德，继续尊老爱幼，延续乡梓侨情呢？这里有一位

忠厚长者，30 多年来，默默无声，不事张扬，义务从事着乡村的厚德载物工作，为大岭村

的经济、文化同步发展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他就是从事教学工作 30 年，退休后应邀担任大岭侨联会主席的欧阳洲。

大岭村的庆余坊

大岭于明成化末年（1487 年）由欧阳氏族人迁来在此建村，直至民国末年，这里已是

著名的侨乡，旅居港澳、海外的侨亲人数是本村居民数的两倍之多。若说它著名，还得从村

内的“庆余坊”和上海的“欧阳路”说起。

19 世纪下半叶，大岭村内一条百米长小街上，住着欧阳氏一族多户人家，在这个不算

太大的家族里，却先后走出了中国 4 位外交官，在清末及民国初年，他们历任美国旧金山、

纽约，加拿大温哥华，巴拿马，爪哇，英国，智利等诸国总领事或公使。

大岭欧阳族的首位外交官欧阳明(字辉庭，号锦堂，1838—1902 年)，出身于书香世家，

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第 52 代孙，他通过清廷科考，被封官出任直隶知州知府，在任驻美

国旧金山、纽约总领事官期间，积极周旋于中美两国，于 1872 年促成了清政府首次派遣青

年学生出国留学，并先后为 4 批留学生解决了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为国家培养了

詹天佑、唐绍仪、周长龄等一批优秀人才。清朝光绪年间，清廷诰封以欧阳善培(字庆余)为
祖父的家族赐予“庆余”为名的牌坊，以表彰其子孙在外务工作功勋卓著，并诰赠其祖辈三

代为光禄大夫、文林郎等封位。“庆余坊”，红墙宝绿琉璃瓦，周边雕塑有山水、花鸟及人物

古诗词等，背面书写“满堂光”3 字，其对联记述了家族渊源：“庐陵派远，渤海源长”。

作为中国的首批留美学生，欧阳庚(字兆庭，号少白)亦成了职业外交官。1895 年孙中山

用孙逸仙的名字在檀香山登陆，当时就写信给同乡、旧金山总领事欧阳庚要求做保。欧阳庚

不仅给孙中山做保，还将他的表弟廖仲恺介绍给孙中山当助手，后来廖仲恺成为孙中山革命

事业的得力助手。在与美国政府商讨“庚子赔款”问题时，欧阳庚又与接任的胞弟欧阳祺 (字
祉庭，号如山)与美国多方斡旋，终于落实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

这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8 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庆余坊”这个家族经过六七代繁衍，孕育出了 4 位外交官、6 位博士、9 位硕士、60
多位学士，其后裔在中国大陆之外，还分别居住在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

2008 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将“庆余坊”小街列为中山十条名街之一，编入乡土教材第 5
册书中。在大岭村人眼中，“庆余坊”是他们的骄傲。牌坊前面种着一棵百年古榕，已成为

人们憩息的好地方。

上海的欧阳路

从 18 世纪中开始，大岭欧阳族人就有大量人员因生活贫困而被迫漂泊海外谋生，历经

几代人的勤劳奋斗，有不少人事业有成。欧阳庚的堂侄欧阳民庆在澳洲参与金矿开采，经营

果栏，后又成为上海永安公司首任董事长，成为一代富商。

孙中山建立民国政府时，需筹集资金 2000 万元作为开办费。欧阳民庆即与上海商会会

长虞洽卿各捐出 1000 万元。当时民国政府为表彰他们的功绩，分别用他们的名字各命名一

条街道。欧阳民庆遵照欧阳庚的意思：“决不入租界区”，就在当时上海还不繁华的地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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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条马路命名为“欧阳路”。多少年过去了，世代变迁，“虞洽卿路”因为在租界区，现已

改名为“西藏路”，而“欧阳路”在租界外，路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后来欧阳民庆又捐出乡下园林大宅作为大岭学校永远的校址。欧阳汝桥，3 次捐出巨款

襄助孙中山革命，后又汇出巨款在家乡建校、建凉亭、修公路、装路灯、建报社、办《东镇

月报》、建护村水塘及荔枝园，又联合乡亲出巨资在村边兴建文塔。爱国爱乡，是广大大岭

华侨的光荣传统。

一帮就帮了 28 年的忙

欧阳洲亦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岭人士，在中山中学毕业后，到香港继续升学。作为一名

爱国青年，1951 年他毅然回国，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在西桠、窈窕、张家边、濠头

等小学担任过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在历经 30 年的教学工作后，他于 1980 年获批退休。

就在欧阳洲办妥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就到欧阳洲家中登门拜访，并用

试探的口吻说，希望欧阳洲能给村侨联会“帮忙两天”。大岭村是著名的侨乡，华侨众多，

而且在政、商、学界都有不少著名人士，但在改革开放国策实施以前，侨务工作陷入了历史

低谷，特别是曾出任过满清、民国时期外交、政务官员的侨属，更是受到巨大冲击。改革开

放的春风吹来，国家百业待兴，要实施对外招商引资工作，大岭村有广泛的华侨资源可以利

用。村干部提出“帮忙”村侨联工作，欧阳洲深知责任重大、意义非凡，而且自己刚好卸任

繁忙的教学工作，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支配。于是，为人热心肠的欧阳洲满口答应。不料，这

忙一帮就帮了 28 年。

期间，欧阳洲先后担任大岭村的侨联会副主席、主席，还兼任村老年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奖学基金会会长、欧阳氏族宗亲会会长等职务，还是火炬开发区文联分会秘书长、离退休教

师工会副会长、火炬开发区侨联会委员。由于有较强的组织实施能力，欧阳洲所担任职务的

各个协会，都有全新的面貌。

2008 年，年过 80 的欧阳洲，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再一次卸去了所有职务，退任顾

问。然而，每当他精神稍为清爽的时候，仍然关心着大岭村侨联、老年福利、青少年成长的

事情，并没有离职。他说他将为家乡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润泽侨情细无声

本书项目组曾多次采访欧阳洲，在他 30 多年的乡村工作回顾中，似乎并无多少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似春风细雨润泽着本村众多华侨、侨属、长幼妇嬬

的心灵，使侨务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尊老爱幼、重教崇学的民风得以传承。

欧阳洲协助村侨联工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侨委认真学习国家的华侨政策，落实中

国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协助村委会落实侨房政策、妥善地为侨胞解决宅基地纠纷，为多位

侨胞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其中，为了帮助一位全家移民美国好几十年的侨亲，在其遗失了几

乎全部契证资料的情况下，欧阳洲骑着自行车，在区、市各级部门上上下下奔走了 4 个多月，

终于为他办回了房产证。至今，这位侨亲及其后人，一提到那间祖屋，就念道起欧阳洲的好。

大岭村不少华侨都已离乡别井几十年，乡村间已无后人，但他们思乡念祖之情永在，当

他们行动不便或无暇回乡扫墓之时，欧阳洲就代他们扫墓祭祖，修葺冢坟，代行儿孙之孝。

对一些新移民家庭，欧阳洲常为他们探望留居村中生活的老人家，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

生活问题，老人家病了，还代请医送药。一位侨亲的祖母百岁老归侨与她的媳妇回乡定居，

欧阳洲经常以侨联会的名义对其关怀备至，老人生日时，还带上慰问金和生日蛋糕上门慰问，

老人见到亲热的乡亲喜笑颜开，很快适应了回乡的生活。

这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做到了想侨胞所想、急侨胞所急，深受侨胞、侨眷和旅居港澳台

乡亲的赞誉。

欧阳洲有细致的工作习惯，他在村侨联工作时，每天的工作都有详细记录，包括哪天接

待了哪位回乡侨亲，哪天联络了寄居哪国的同乡。从那一大叠已发黄褪色的稿纸上，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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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样一段记录：“2007 年 8 月 16 日，旅澳乡亲欧阳惠芳（即沛轩祖父）妾侍所出的次

孙 FETERGREE 携妻带子连续 3 年回乡寻根问祖，今年是第 3 次返乡寻根，前两次无功而返，

经大岭侨联会多方努力查询，今终获回报，经核对该户在澳子孙共 16 人。寻对根后的

FETERGREE 对族人感激至深，众人俱欢颜”，类似的记录还有不少。

由欧阳洲整理、编写，大岭侨联每年终出版的《家乡简讯》，寄发到每位侨亲的手中，

让他们及时得知家乡的消息，使他们对家乡有归属感，加强了与侨胞的联络。

渐渐地，那些久别故乡的华侨们，开始乐于回乡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每年回乡的华

侨仅三几人，1999 年有 40 位华侨回乡，2002 年有 124 人回乡。2003 年 12 月 31 日，旅美

原旧金山总领事欧阳锦堂的玄孙欧阳精明（英语译音）携未婚妻第一次踏足故乡，并参加了

学生联谊会、老人福利会的聚会，第一次目睹了祖国的新面貌。

最为难得的是，经过多方联络，反复做工作，2006 年 11 月 3—5 日，旅美侨亲、原驻

旧金山总领事欧阳辉庭的后辈等 24 人一行自美回乡观光、寻根敬祖，在大岭侨联会址受到

大岭侨联会的热切接待。当晚，在大岭大球场，乡亲欧阳欣华、欧阳结良父子专设的庆祝老

人节的宴会上，那一班已经既不懂读写、也不会讲中文的年轻人，热情参与共进晚餐，还主

动上台载歌载舞，情谊洋溢，气氛十分浓烈。

乡情永续 关爱老人

乡村的迅速都市化，对人精神层面的最大影响，是人情的日渐淡漠。如何维系亲情，凝

聚乡亲的向心力，欧阳洲想到了宗族的集体祭祖。1999 年 4 月 5 日，欧阳洲成功复办了中

断 50 年的大岭欧阳氏始祖欧阳机大祭，海内外孝子贤孙踊跃参与，200 多人纷纷聚集起来

在大岭白水井金鱼下池举行大祭。继而又在麻子与欧阳氏麻子宗亲举行和壁太祖祭祀，还联

合了中山、新会、顺德、三水宗亲拜祭坐落在鹤山番船抱缆及黄龙吐珠的欧阳氏族墓，甚至

还联合广东、江西宗亲拜祭坐落在江西的远祖欧阳荣可真身墓。拜祭各世祖墓让当今的族人

认识了宗族源流，培养了氏族亲情。

透过省亲省墓活动，一些华侨新一代亦回到家乡，那些从小生长在异国他乡的青年人，

当亲临到故乡宽敞宏大的祖居时，见到的每一事一物都觉得颇为新奇，尽管不少青年人已不

懂中文，但通过翻译，切身地体会到中华文化和乡土风情，目睹家乡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他们非常激动，连连拍照留念。这从血缘上、情感上拉近了故乡与华侨新一代的距离。其中

一位美国侨亲青年，受父辈临终之托，回乡寻得祖辈之墓，激动得与未婚妻一再共同亲吻墓

碑，亲手拔草扫墓，情景异常动人。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参与村侨联工作后，欧阳洲提议并组织成立了火炬开发区

第一个乡级老人福利会，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大岭村老年人中心设立了，220 余名老人有了

另一个温暖而热闹的“家”。为丰富老人家们的日常生活，欧阳洲策划和组织了“健康麻雀

（麻将）公开赛”，又牵头一连举办了多年“侨乡大岭春节游园会”，大受老人和村民欢迎。

同时，欧阳洲还出面发动热心的成功人士捐助，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发放慰问金。

此举得到不少乡亲支持，老人们的慰问金从 100 元增加到 200 元。

继祖扬宗 激励后人

大岭村人以欧阳姓为主。欧阳氏族源远流长，精英辈出，饮水思源，祖德宜报。按族谱

规定，每隔 60 年需重修一次族谱。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族谱已达 70 多年

未编修，即将面临断层。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日趋稳定，经济日趋繁荣，侨胞、港澳同胞和村民重修《大岭村

欧阳氏族谱》的愿望日趋强烈。1993 年，欧阳洲把此事向村委会反映，在得到村委会的支

持后，便立即组织人力着手重修族谱的工作。在欧阳洲的主持下，经过 5 年多艰苦努力，一

本近 300 页正 16 开精装的《中山大岭欧阳氏族谱》于 1998 年冬面世。此族谱翔实记录了

欧阳氏族 4700 年来的家族史料，重新修编后，当村民和侨胞看到了家史和族史的源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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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自己在氏族中的辈份、地位，氏族关系得到了接驳。更具现代社会科学和教育意义的是，

族谱还详细罗列了中国历史上欧阳族的名人，从唐代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宋代史学家欧阳修、

元代理学家欧阳玄、清代护国名将欧阳利见、当代戏剧家欧阳予倩、烈士欧阳海等，到大岭

村欧阳族名人、革命先烈等，一一列述，堪称一本氏族楷模教育全书。大岭村旅外侨胞、归

侨侨眷、旅居港澳台乡亲和村中父老对此族谱的出版都十分满意，对欧阳洲及编委所付出的

心血和精力表示感谢。

1999 年，国家、省、市等侨务部门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应编写村侨史”，欧阳洲又依据

有关的指示精神，在征得区侨办和村委会同意后，便立即组织成立《大岭村侨史》编写组，

并担任主编。欧阳洲深知编写村侨史的宗旨是“以史为鉴，世代辉映，激励后人，为建设更

美好的家乡而作出贡献。”为编写好侨史，他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召开归侨侨眷和知情人座

谈会，走家串户、访贤问老，严寒酷暑在所不辞。他先后发出 300 多封信函到海外，并经常

用自己的手机同华侨、港澳同胞联系，求索资料、核实史实，并多次到港澳地区拜访乡亲，

掌握第一手资料和珍贵照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02 年孟夏，中山市第一本村级侨史《火

炬开发区大岭村侨史》出版了。它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真实地重现了大岭华侨艰辛的发展

历程、爱国爱家的事迹和对革命事业与祖国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的面世，得到了

各级侨务部门的好评，更深受海内外乡亲的喜爱，再一次印证了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的

侨务政策，影响意义深远。

国家侨务办公室亦从《中山大岭欧阳氏族谱》《火炬开发区大岭村侨史》中，看到了欧

阳氏族人 4 位外交官的资料，重新找回清代、民国时期的一些外交史料。

全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称赞欧阳洲为华侨做了—件大好事。

传承文化 悉心育人

为了激励村中青少年勤奋学习，欧阳洲同几位退休教师一起，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充分利用侨力资源，筹集基金，于 1996 年 11 月创建了火炬开发区第一个村级奖学基金会，

欧阳洲被推选为该基金会会长。从此，每年两次的优秀学子表彰奖励制度开启了。

2007 年，大岭奖学基金会举行第 22 期颁奖大会。这一年，大岭村有 8 位同学考上大学，

其中有两位考上中山大学，一人考上星海音乐学院，还有 3 位同学考上中山纪念中学、市一

中等省市重点高中。这是自大岭奖学基金会成立以来成绩最好的一年；本届受奖学生达 65
人次，发出奖金近 4 万元，颁奖大会场面非常热闹。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组织者，

为了更加有效地鼓励青少年勤学奋进，发挥优秀引领作用，从这一年开始，欧阳洲还别出心

裁地要求每一位考上大学或重点中学的同学写一份《给学弟学妹的一封信》，以此介绍学习

心得体会，激励学弟、学妹们发奋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这成为了大岭奖学基金的一大特

色。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悉心关怀，大岭奖学基金会、关工委小组看到青少年的茁壮成长

深受鼓舞，更欣喜地看到村里的大学生逐年增多。为使奖学基金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让年轻一代产生共鸣，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更有效地维系乡情，2007 年 7 月欧阳洲牵头

召开了一个大学生座谈会，并提议成立大岭村大学生联谊会。座谈会上，20 位大学生踊跃

发言，积极交流学习心得，并一致赞成成立大岭村大学生联谊会，大伙即场推选产生了组织

架构。

欧阳洲的主动引导，为年轻的大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展示他们聪明才智、互通情谊的平台，

此举得到了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从此之后，每年假期就有了大岭村大学生的茶叙和大学生与

村民的联欢晚会。欧阳洲用他极富创意的工作方法，维系、延续了青年一代的乡情民意。

开办大岭村文化室是 2000 年春欧阳洲的又一良策建议。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大岭文化

室成为了火炬开发区第一个村级文化室，它深得市、区领导的重视和肯定。欧阳洲更是亲力

亲为，协助村文化室先后筹办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展览和村民书法展览，编写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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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村庆余坊“领事街”专栏和大岭村侨胞精英人物生平事迹专栏。

文化室在每年重大节日都举办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和比赛，大大地丰富了归侨、侨眷和港

澳台属（占全村户数 80%以上）和村民的文化生活。省、市宣传媒体多次到大岭村文化室采

访，撰写和制作了《侨乡大岭》《乡情永固》等电视专题报道。

五级主席的合照

欧阳洲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后，名义上是协助村侨联开展工作，但实际上是以他的热心

和能力，通过村侨联会，带动本村的老年人协会、大岭村欧阳氏宗亲会、奖学基金会、大学

生联谊会、退教会、文化室等一批群众团体的工作，将各方面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维系着乡

情，团结向上，使乡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伦常得以传承发展，令大岭这一历史

悠久的著名侨乡不至于在都市化之后失去太多的人情世故，依然是本地人及游子心目中温暖

而永不忘怀的故乡。

每当提起多年来的工作成绩，欧阳洲口头总有一句十分朴实的话：“村里的干部都好支

持我！”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各个村、社区中，大岭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村庄，但他们确实

比别的村更有眼光和魄力，更注重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1980 年欧阳洲退休，村委会邀请他帮侨联会工作时，主动提出每月给予 600 元补助，

欧阳洲答应了帮忙却谢绝了补助。他说：“我的几个孩子都工作了，我和老伴都有国家发给

的退休金，已足够生活了，比起农村农民的分配收入，我好多了，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意，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就这样，欧阳洲应邀接任大岭侨联会主席 28 年，从未收过村委会一

分钱补助。

编修《中山大岭欧阳氏族谱》历时 5 年，村委会知道欧阳洲的脾气，只是象征性地给他

支付 1.8 万元的稿费，而欧阳洲只同意收 2400 元作为电话费补贴，而村委们都知道，5 年来，

他为核实族谱资料，打了数量繁多的海外长途电话，累计费用远不止这个数。老人的品格，

实在令人尊敬。

在欧阳洲的带动下，大岭村侨联、老人会、奖学基金等多项工作多年来多次受到区、市、

省、国家多级表彰，而他个人亦无数次成为先进工作者。欧阳洲本人对此并没有居功自傲，

只是将一幅自己身在其中，国家、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岭村 5 位侨联主席在大

岭村侨联会的合照，悬挂在家中大厅，欧阳洲乐于向外人调侃：“瞧，这是五级主席的合照！”

2003 年 6 月 7 日，全国侨联主席林兆枢一行，由广东省侨联主席陈毓铮、中山市侨联

主席徐瓦、火炬开发区侨办主任郑丽瑜陪同下到大岭侨联考察。在为大岭侨联颁授国家级“侨

胞之家”牌匾时，林兆枢主席提议国家、省、市、区、村五级侨联主席在大岭侨联会内合照。

这是一幅极其难得的合照，亦是对欧阳洲退休后义务工作的最好肯定。

中
山

党
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