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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旅日爱国侨领林全南
□陈克振

祖籍福建安

溪县的旅日爱国

侨领林全南，是日

本爱媛县华侨华

人联合总会会长、

日本福建经济文

化促进会副会长。

他爱国爱乡，致力

增进中日民间友

谊，热心慈善事

业，慷慨解囊回馈

社会，支持中日两

国抗疫，受到各方

的赞誉。

中华儿女 相聚爱媛

林全南，1959 年 9 月生于福

建省安溪县虎邱镇湖东村，他在

家乡就读虎邱中心小学和安溪

第十五中学，高中毕业后由母校

选送进入泉州教师进修学校进

修英语专业，进修后回校任教三

年。

1979 年林全南考入北京语

言学院日语专业。大学毕业后，

先后在交通部直属中国外轮代

理公司（汕头）和香港兴厦（厦

门）有限公司供职，后又到澳大

利亚墨尔本学习。

1990 年 6月，林全南受聘前

往日本爱媛县的首府松山市从

商。他在爱媛县创办了日本新标

株式会社和日本林氏国际株式

会社，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经过

近 30 年的艰辛奋斗，他已在日

本落地生根，且事业有成，赢得

当地社会的赞誉。

日本爱媛县的华侨华人较

多，现有 7000 多人。他们勤奋

经营，奉献当地，报效祖（籍）

国，增进中日民间友谊。经林

全南发起，2008 年成立了爱媛

县华侨华人联合会。从此，他

带领侨胞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

会，抱团取暖，让大家感受他

乡家园的温馨。

经营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

公司的林全南，业绩斐然，在日

本同行业中属于佼佼者。他被

誉为地道的“儒商”，生意之

外，勤于写作，酷爱中国文化，

且怀有仁爱之心，乐善好施，

热心奉献。担任该联合会会长

的他倡导设立“会长奖学金”，

每年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资助

和奖励。他也被日本华文媒体

评选为“感动日本十大华人新

闻人物”之一。

爱国爱乡 慷慨奉献

身为海外华侨，不管走到哪

里，总是不忘祖国家乡。林全南

的事业获得成功后，他总是怀着

爱国爱乡之心，热情捐资赠物，

兴办家乡公益事业，在各方面

做贡献。中国先后发生四川汶

川大地震、甘肃玉树震灾、台

湾风灾、云南旱灾、青海地震、

福建水灾等各种灾害时，他都

热心支援灾区人民，并支持安

溪建设美丽乡村和发展教育

事业等。

2009 年夏，林全南得知台

风“莫拉克”重创台湾南部地区

后，以日本爱媛县华侨华人联合

会的名义，向台南灾区捐款。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家乡

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语言相

通、血脉相连。汶川大地震时，台

湾各界热情支援灾区。台湾受灾

也牵动着华侨的心，体现了两岸

同胞的骨肉亲情。”

旅日福建侨胞积极支持家

乡经济发展。2011 年，福建侨胞

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日本福建经

济文化促进会”，林全南被推举

任副会长。会后他在日本大阪协

办大规模的“投资福建”经贸洽

谈会，为福建家乡的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林全南的爱乡行动，也影响

着他的下一代。他的儿子说：“我

们家里规定，回家只能说中国

话，家门之内就是中国。”从小看

着父亲为祖国和同胞忙碌，他

说：“我非常尊敬父亲的爱国爱

乡行动。一个人无论在哪里，不

能忘记自己的本和根”。

2017 年 12 月，林全南回乡

参加第十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

大会，在会前到各地看看，他感

慨地说：“我离开家乡 20 多年

了，从未忘记家乡，每年回来都

发现家乡在变化。看到故乡成就

显著，让我感到很欣慰，更感到

无比自豪”。

热爱祖国 溢于言表

林全南热爱祖国，在各方面

关心祖国，并为之作出不懈的努

力。他的付出得到了国内外各界

的赞扬和肯定。

2019 年 10 月 1日，他应邀来

到北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国庆 70 周

年大典的阅兵仪式，与祖国人民

共同体验这一光荣而神圣、庄严

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此之前，林全南还于 2015

年应邀请回到北京出席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胜利 70 周年阅兵仪式，看到强

大的人民军队和各种新式武器。

他还曾应邀出席 2014 年国

庆 65 周年庆典活动，以及出席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的庆典活动

等，目睹伟大祖国取得的辉煌成

就。

林全南每次回到中国首都北

京，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聚一

堂，或者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

看阅兵仪式或游行队伍，出席人

民大会堂的国宴，心情都无比激

动，总感到无比幸福，同时也觉

得自己是受之有愧的；他认为自

己肩负的是一种崇高的光荣使

命和巨大的鞭策。

林全南在听完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以后，心情非常激

动，特别是听了“今天，社会主义

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

步伐。”他觉得这是一次振奋人

心的讲话，令他心潮澎湃，为祖

国的发展壮大感到无比自豪。

“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完成

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这是非

常伟大的，现在祖国强大了，华

侨的地位也提高了。”林全南感

慨着。

“两会”时光 参政议政

2013 年，中国“两会”在北京

召开，林全南作为海外侨胞代

表，受邀列席了全国政协第十二

届第一次会议，他是当年唯一受

邀列席会议的旅日侨胞。他觉得

这是祖国对他的关心爱护和信

任，应该努力做好工作，来报答

祖国。

为了更好地传递旅日侨胞

的心声，林全南在会前走访了

日本京都华侨总会，并多次与

日本的侨社和侨胞召开座谈

会，听取各方意见，把大家的意

见带到北京向大会反映。会议

期间，他向大会提交了“加强海

外侨团建设、团结凝聚各方力

量”的提案。

提案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

有强大凝聚力的大家庭，海内外

中华儿女是血脉相连的共同体。

侨团要具备较强的凝聚力，帮侨

胞解决困难，才能维护侨胞的利

益；并通过组织侨胞举办各种公

益活动，以引起当地主流社会的

重视，促进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

会。他的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

会议结束后，林全南回到日

本，立即召开“中国‘两会’报告

宣讲会”，他向爱媛县华人华侨

联合会理事会宣讲道：“这次参

加全国‘两会’，感受到许多新

气象，坚定了建设美丽中国、实

现‘中国梦’的信心。我们华侨

华人也应该以实际行动作出努

力。”

2013 年 9 月 22 日，林全南受

邀出席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

五届理事大会，当选理事和海外

常务理事；之后，他又被增补为

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接着又当选

为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

这位 30 年来努力拼搏在异国他

乡的爱国侨领，永不懈怠地向着

新的目标迈进。

情系两国 致力抗疫
2020 年 1 月，各地发现新冠

肺炎疫情，林全南对此十分关

心。在春节前夕，他就召开爱媛

县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理事会，通

报中国国内疫情，号召大家开展

募捐。春节期间又积极鼓励理事

和会员捐款，支援中国抗击疫

情。

经过辛勤努力，联合会筹集

了一批医用物资，分批次发给中

国有关部门，并捐赠厦门医学院

一批医用口罩，还将筹集到的急

用防护物资送往武汉等地。并通

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一

笔资金，专项用于抗击“新冠肺

炎病毒”疫情。

他向福建省捐赠医疗防护物

资，名列福建省公布的八闽爱心

榜。

中新网 2020 年 4 月 24 日电

称，据日本《中文杂志》报道：“新

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爱嫒地区蔓

延，日本爱媛县华人华侨联合总

会的正副会长一起，把一批抗疫

物资捐赠日本爱媛县政府，表达

了携手防疫抗疫的决心。爱媛县

政府部门负责人在交接仪式上，

感谢联合总会雪中送炭的深情

厚谊。”

疫情期间，林全南向中国同

胞和日本爱媛县政府捐赠防疫

物资外，还对此前积极参与他组

织的为汶川大地震募捐的日本

企业、医疗机构、学校、友好团体

及人士等回赠口罩。他的企业也

进口防护物资，分送日本的合作

伙伴。当地政府、学校等单位纷

纷发来慰问信、感谢信和感谢

状。他的慈善情怀感动两国人民

的心，受到赞誉。

林全南已侨居海外 30 年，他

动情地表示：“我从未改变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洋装穿在身，心

是中国心。经常有人说我是红顶

商人，那么我愿意做个名副其实

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新时代的

‘红顶商人’，人生百年，奋斗不

已”。

林全南 前排中 与爱媛县华侨华人联合会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