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任厦门市人大副主任、侨联主席陈联合带领“五侨”慰问困难归侨侨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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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五侨”首次联动 20 周年

建国 71 年，侨务工作始终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以国内侨务工作

为基础制定侨务政策方针；邓小平的新时期“独特机遇”

论，以国内侨务工作为基础，国外侨务工作为主导，吸引侨

资、侨智参与中国建设；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实现中国

梦”的“大侨务”政策，打破了侨务工作地域的界限，跳出侨

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

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最终归口侨务工作在统一战线

的领导之下……

全国二十年来形成的“五侨”联动机制，今天在统一战

线的“大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新的作用。

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地方组

织的筹建、发展与市人大侨委、

政协三胞委、侨办、侨联（简称

“四侨”），以及广大归侨、侨眷

的支持和关心是分不开的。因

此，厦门的“五侨”联动工作可

追述到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地

方成立初期。1981 年，为了在

厦门侨界扩大致公党的影响，

时任市侨办副主任柯栋梁委

托致公党组织一支归侨文艺

宣传队，分赴同安竹坝华侨农

场、天马华侨农场和侨星化工

厂等企事业单位巡回演出，这

不但调动侨胞们为“四化”服务

的积极性，受到归侨干部职工

的热情欢迎，也提高了致公党

在侨界中的知名度。

1983 年 ３ 月，张述任工

委会主委，兼任市侨联副主席，

进一步加强了致公党与侨联的

联系，1984 年，致公党、侨办、

侨联（三侨）首次携手，组织致

公党内的医务人员到各侨办

企事业单位开展医疗咨询服

务，活动持续了 18 年。“三侨”

还共同发起成立“归侨知识分

子联谊会”；召开归侨、侨眷医

务工作者座谈会和归侨、侨眷

教师座谈会；举办归侨眷子女

夏令营活动等，致公党厦门市

各基层组织，如与开元区、思明

区、同安区、集美区等总支、支

部也主动与本区侨办、侨联联

系，建立“三侨”联系制度，致公

党鼓浪屿支部还与区侨联合办

了“儿童英语班”，深受社区的

欢迎。

1989 年元月，在致公党的

再次提议下，市人大侨委首次

参与了由“三侨”组织的“厦门

市侨界春节慰问团”赴侨办企

事业单位开展科技、法律、医疗

咨询活动，同年的 9月 29 日市

人大侨委、侨办、致公党、侨联

“四侨”再次联合在厦门文化宫

举行文艺联欢晚会，庆祝祖国

诞辰四十周年，“四侨”的领导

和干部登台演唱了《侨务工作

者之歌》，唱出了“团结侨胞、维

护侨益，我们任重道远，无尚光

荣”的心声。“四侨”在学习、宣

传、贯彻全国《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和调研、制订《厦门市归

侨侨眷保障条例》工作中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1992年 1月 28日，市人大

侨委、侨办、侨联、市政协三胞

委、致公党厦门市委会(五侨)联

合举办侨界知名人士春节茶话

会。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市政府

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等领导应邀

参加会议。此次“五侨”首次亮

相，共同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不

但在厦门侨界产生影响，也在福

建省统战系统及侨界产生共鸣。

1997 年初，香港回归热潮

涌神州，为了表达厦门侨界庆

回归的心情，经和政协“四胞

委”联系，并在致公党厦门市委

会与市侨联主席陈联合的协调

下，“五侨”单位携手并与香港

侨界一起在厦门举办了厦门 -

香港两地侨界“迎香港回归”的

系列活动。并在这基础上，厦门

“五侨”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

议，健全和完善“五侨”联系制

度，使“五侨”联动活动更加活

跃、更有实效。仅仅十几年来，

“五侨”挖掘自身的优势，为引

资、引智、捐资办学，为侨务工

作、留学人员工作，为谋求信息

共享、资源共用、工作互动，形

成了侨界的团结协作的新局

面。

1996 年 11 月 12 日，时任

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中国

侨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

此后，厦门“五侨”开始寻求

为侨界做些实际工作：2000 年 10

月 10 日，厦门“五侨”在市政协七

楼联合召开表彰会，对在捐建西

部“厦门侨心小学”表现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省政协副主

席、致公党省委主委周畅出席了

表彰大会。

2003 年 5 月 9 日、13 日，厦门

市侨办副主任胡家榕、市侨联副

主席黄家正、致公党副主委王起

鹍等一行在开元区、思明区、海沧

管委会的领导及各区侨办、侨联

领导陪同下，为厦门侨界开展的

“侨帮侨”活动分别走访了厦门明

发集团、厦门太川工业有限公司、

翔鹭涤纶纺纤有限公司、喜盈门

家具有限公司、青上化工有限公

司等侨资企业。自当年 5月中旬，

厦门市侨界联合开展“侨帮侨”活

动以来，市、区侨办、侨联、致公党

通过媒体宣传、发放倡议书和重

点走访方式，发动侨资企业、侨界

人士、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积极参

与“侨帮侨”活动。他们对贫困归

侨侨眷子女和归侨下岗失业人员

进行摸底调查，让社会各界特别

是侨资企业和侨界人士进一步重

视归侨侨眷这一特殊群体，通过

活动，体现“侨帮侨”的精神。

明发集团、太川工业有限公

司、翔鹭涤纶纺纤有限公司、喜盈

门家具有限公司都是厦门市知名

的侨资企业，一向热衷于公益事

业。他们对厦门侨界发起的“侨帮

侨”活动极为赞赏和支持，表示待

侨界确定助学对象名单和再就业

人员安置计划后，将积极参与活

动，对针对贫困归侨侨眷子女和

归侨下岗失业人员的具体情况分

别予以帮扶。厦门侨界捐款总额

达 30 多万元。

在厦门，每年组织“五侨”慰

问开展活动已延续了三十余年，

在广大归侨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

象。作为著名的侨乡，厦门市生活

着不少早期从越南、印尼、菲律宾

等东南亚国家归来并由政府安置

在各个农场或企业的难侨，这些

年虽然厦门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巨

大的发展，但因为家庭成员疾病

或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他们当

中还有部分人的生活相当困苦，

而这样的慰问活动表达了侨界组

织对他们以及广大归侨的关心，

体现了“侨帮侨”的精神，使他们

感受到了“侨”这个大家庭的温

暖，为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引导

广大归侨、侨眷投身祖国建设打

好了坚实的基础。受慰问的归侨

们都激动不已，他们表达了感谢

之情，并表示要竭尽所能，在广大

华人、华侨中积极宣传党和国家

的涉侨方针政策，为吸引更多的

海外华侨华人服务祖国建设及促

进祖国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8 年 2 月 8 日，全国政协

副主席罗豪才带着全国人大华

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政

协港澳台侨委、致公党中央、中

国侨联（中央“五侨”）的关心和

祝福，来到厦门竹坝华侨农场，

看望慰问贫困归侨，并向广大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和侨务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此次慰问活

动，是在 2005 年就由致公党厦

门市委会副主委王起鹍建议，并

不断促成下成为现实，也是致公

党中央领导对我们厦门“五侨”

工作的充分肯定。

今天，厦门“五侨”在承担各

自的职责和任务的同时，遵照习

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持为侨服

务、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侨心

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当

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

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最

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

挥出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院长罗豪才来厦门参加行业工作

会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侨联主席陈联合和致公党厦门

市委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王起鹍陪同罗主席到侨联和致公

党机关指导工作。王起鹍向罗主

席详细汇报了厦门“五侨”联动工

作经验，并与侨联主席陈联合一

起谈及准备联合“五侨”与香港侨

界一起组织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的

系列活动。罗豪才主席肯定了厦

门“五侨”的做法和经验，并希望

能在全国推广。同时王起鹍副主

委在参加致公党全国联络工作会

议时，也把“五侨”联动工作经验

做专题发言，同各地组织同仁做

了交流，受到致公党中央罗豪才

主席和吴明熹副主席的首肯。

1997 年 11 月 1 日，在致公党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罗豪才当选

中央主席，在日后的工作中，罗主

席主动联系国侨办主任郭东坡、

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及全国人大

华侨委员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领导，形成合力共同做好

涉侨工作。罗主席经常对我们说

“虽然（五侨）联动工作是我们建

议做的，但我们不当头，大家一起

研究协商，共同做好侨的工作。”

2000 年 9 月 11 日，200 多名

侨界人士欢聚在国务院侨办，共

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国

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全国政协副

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等

出席茶话会。全国人大华侨委员

会副主任李道豫、全国政协港澳

台侨委员会主任朱训、副主任张

伟超、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等出

席了茶话会，首都文艺工作者和

部分归侨侨眷表演了精彩的文艺

节目。这也是全国“五侨”正式对

外亮相。

“五侨”首次亮相 侨界影响深远

完善联系制度 推广经验做法

“五侨”服务侨界 发动“以侨帮侨”

1996年 11 月 12日罗豪才在厦门看望机关干部。

2016年 11 月 22日，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承办的第 34 次中

央“五侨”领导联席会议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