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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

嘉庚风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70 周年 □ 王起鹍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 70周年，也是厦门市侨联成立 70周年。

1950 年 8月 4日，厦门市归侨联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在厦门市人民剧场召开，市侨联正式成

立。

当天，厦门市侨联以“厦门市归侨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全体

代表除了一直忠心感谢你英明正确的领导与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功绩之外，我们更坚决地保证，今

后我们将在你的号召之下，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一步团结海内外华侨同胞群策群力，粉碎匪特

造谣，揭穿战争贩阴谋，保卫世界和平，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支持解放战争，粉碎敌人封

锁，努力沟通侨汇，克服一切困难，恢复与发展生产，发扬华侨爱国之优良传统，为建设自由民主的

新中国而奋斗，并以这个决心和行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礼。

响应号召团结同胞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

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的

第三天，6 月 28 日，中国总理

兼外长周恩来发表一份措辞

强烈的声明：“美国政府指使

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

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

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

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

在朝鲜人民军的反击下，

侵朝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节

节败退，被压缩到朝鲜东南部

的大丘、釜山地带。9月，朝鲜人

民军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南

部 90%以上的土地和 92％的人

民，并在解放的地区迅速实行

土地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权。

1950 年 9 月 15 日，美军

在仁川登陆，无视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和平建议和警告，竟把

侵略战火烧到中朝国界鸭绿

江和图们江畔。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国

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政府的请求决定出兵朝

鲜，并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

10月 25日，中国人民响应

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

号召，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

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

绿江，投入抗美援朝的正义战

争，同朝鲜人民并肩打击美国

强盗，朝中人民军队从 1950 年

10月 25日至1951年 5月下旬，

连续取得五战五捷的胜利，歼敌

23万余人，把美国侵略军从鸭

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刚成立不久的厦门市侨

联，实现自己提出的“团结海

内外华侨同胞群策群力，粉碎

匪特造谣，揭穿战争贩阴谋”

诺言，以实际的行动积极响应

毛主席的号召。

抗议暴行心系民心
1950 年 9 月 26 日，厦门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在位于中

山路的侨联会所召开第四次

常委会议。会议由侨联主席黄

天锡主持，着重讨论美国军用

飞机再次侵犯我国领空，杀伤

我国人民的重大事件。与会委

员对美帝的挑衅行为表示无

比愤慨，全体委员表示拥护周

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对美帝

国主义的严正声明，坚决抗议

美帝飞机侵略朝鲜、台湾的暴

行，要求联合国迅速制裁美帝

的侵略兽行，从速撤退美国在

朝鲜侵略军队。

当抗美援朝前线传来胜利

消息之后，12月 16日，厦门市

侨联立即写信《致朝鲜人民军

书》和《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书》祝贺朝鲜前线取得胜利。

厦门市侨联在《致中国人

民志愿部队书》祝贺信中写道

（全文）：

敬爱的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全

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中朝两国人民联合打

击下，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

侵略军狼狈地向南溃逃，朝

鲜临时首都平壤以及广大地

区业已获得解放，全中国人

民无不为这捷报欢欣鼓舞，

歌颂这你们英勇正义的行

动，现在我们代表全市 700

名多归侨，向你们致热烈深

致的胜利敬礼。

我们都是侨居菲律宾、印

尼、马来亚、越南、缅甸等地的

华侨，由于美、英、法等帝国主

义的压迫才离开了那些地方，

有的同侨是遭受残酷的迫害后

才离开了那些地方，我们这些

痛苦是亲身经历和深受的，所

以对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认识

的特别清楚，而对于帝国主义

今日在朝鲜所进行的罪恶行

为，表示非常的痛恨。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在日

本，在我国的金门、台湾，在菲

律宾，在越南以及在整个东南

亚伸出的“长矛之尖”，不但是

针对当地人民，而且是针对我

们的国土。帝国主义原以为中

国人民将被他们的进攻所吓

倒，，坐视邻国朝鲜的被侵占，

甚或忍受自己国土遭受威胁、

轰炸或直接侵略，但是英勇的

中国志愿部队与朝鲜人民军肩

并作战后，由于接连获得重大

胜利，已经挫折他们侵略的嚣

张气焰，并教训了他们。中国人

民是不可欺负的，亚洲人民是

不可欺负的。

我们深信着：维持亚洲和

平，为了保家卫国，同时，为了

华侨真正的出路，只有打垮以

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

营。敬爱的同志们，愿你们继续

发挥革命英雄主义与国际主义

精神，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全体会员保证用一切力量

支持你们，全中国人民、全亚洲

人民是你们强有力的后盾。此

致，革命的敬礼!

这封深情厚意的致敬贺

信，不但代表厦门 700 多名归

侨的心愿，也代表着他们所联

系的海外广大侨胞的心愿。

广大归侨发挥贡献

缅甸归侨、原厦门市侨联

副主席肖永吉曾参加抗美援

朝，还有缅甸归侨、志愿军铁道

兵见习参谋陈楚钦，苏联归侨、

志愿军侦察科长周岩峰，印尼归

侨、志愿军空军第 15师政治部

主任叶松盛，菲律宾归侨、志愿

军炮兵第 8师副师长黄登保，泰

国归侨庄江生、马松、丘志坚、陈

统光、詹政权、陈炎创、云昌万、

林一如、张锦，马来亚归侨林有

声、邱应觉，美国归侨冀朝铸，越

南归侨廖逢堂，朝鲜归侨汤奎

等,他们都是归国华侨和海外侨

胞的优秀代表,他们用赤子丹心

和满腔热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

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

的斗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侨胞

发动了不看美国电影的群众性运

动。如：从1950年12月初开始，印

尼华侨报纸《生活报》、《新报》及其

他进步的华侨报刊，都登载了华

侨群众反对看美国电影的文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归

国华侨与海外侨胞发扬高度的爱

国主义精神，以赤子之心，满腔热

忱地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

争，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参

军参战，参加反封锁、反禁运斗争，

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为抗美

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加快新

中国建设步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嘉庚和补丁的那些故事

“五拼三”的旧袜子
陈嘉庚虽自奉甚俭，但却

俭而不吝。作为社会名流、华社

领袖，为保持基本社交礼仪，外

出工作时，他一般身着西装或

中山装，搭配衬衣、领带、皮鞋，

在正式场合，还会戴上一顶巴

拿马帽，看上去很是简洁大方。

但除去这两三套较为体面的

“行头”，陈嘉庚的贴身衫裤，几

乎都是穿着多年的旧物。尤其

是几双棉袜，他反复缝补，始终

舍不得丢弃。为避免出现“纳履

决踵”的状况，陈嘉庚使用了一

种独特的缝补妙法：找来几双

旧袜子，捡出过于残破、无法补

纫的作为布料，用以修补其余

的袜子，再重新拼凑成对。据其

好友黄丹季回忆，一次，集美校

友庄信群、李湘莲夫妇前来拜

访陈嘉庚。老先生得知湘莲也

是集美校友，十分高兴，便拿出

5双破袜子，请她代为修补，并

说只要“五拼三”就可以。夫妇

俩不敢推辞，又不忍心嘉庚先

生腿脚受寒，便把破袜子留在

家里，给他送去了几双新袜子。

哪知陈嘉庚坚辞不受，湘莲只

好遵嘱，将袜子重新修补、拼凑

成对，再送还给陈嘉庚。

旧衣送子侄
在“穿”的问题上，陈嘉庚

一向是克己宽人的。抗战期间，

他不忍前方将士“为国奋斗、天

寒无衣”，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向各埠侨团发起募

捐，为前方将士捐赠了 30 万件

冬季棉衣。寒冬时节，他担心身

边的同事、亲随们衣衫单薄、受

寒着凉，特意买来保暖的羊毛

衣、卫生衣、卫生裤分送给大家。

可就是这样一位慷慨和善的大

企业家，一件缀满补丁的衬衣，

几年来他缝缝补补，总是舍不得

丢掉。有一次，陈嘉庚拿了一件

破旧的衬衫，要侄子陈仁杰带回

家让其母亲为他缝补。缝好后，

陈嘉庚穿过几次，洗了之后又破

了。他将陈仁杰视作亲近的后

辈，便把衬衫拿给他，说：“这件

衬衫送给你，拿回去叫你母亲补

一补你可以穿。”过了几天，陈嘉

庚见他没有穿上那件衬衫，便问

道：“那件衣服是不是不能穿

呢？”他连忙回答：“不！是母亲近

日身体不适，还没及时缝补。”几

日后，陈仁杰穿着补过的衬衫来

再来拜访，陈嘉庚非常高兴，说：

“这样很好嘛，还可以再穿几次，

年轻人要俭朴些。”

“维新、经济、美观、大同、

有恒”
陈嘉庚认为，在衣着方面，

“政府当局应代民众设想，务求

经济便利，朴素雅观，命令倡

行，表示维新气概”。他糅合中

西文化精髓，对我国服装制式

改革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见

解：服装体式既要令人耳目一

新，又要体现阶级平等，其中，

尤以“经济便利”为首要标准。

当时，中国崇洋之风颇盛，全

国女性皆以上海作为时装流

行的风向标，由于潮流款式更

迭迅速，许多服装上市不久，

又被淘汰，“损失之巨难以数

计”。陈嘉庚对此深感痛心，指

出“以我国人之贫寒，质朴勤

俭最为首要”。他认为“如苏俄

革命后，耐苦十余年，穿破衣

服，食黑面包，乃能成其富

强”，因此建议我国妇女服装

样式应当以苏俄为模范，短衣

长裤，或效仿西装，长衣束腰，

裤长过膝。

1940 年，他到访重庆时，

看到男子身着长衣马褂，女子

穿旗袍、涂口红、染指甲，内心

很不认同。在延安时，见“男女

衣着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

别”，若有一两个人“粉装华

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

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

尤其是当地妇女的服装，既便

于工作，又节约朴素，他对此

大加赞赏，认为这正契合了

“维新、经济、美观、大同、有

恒”的标准。

（供稿：集美学校委员会 陈嘉

庚纪念馆 潘荫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