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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六十载栉风沐雨走

过春秋冬夏，六十载筚路蓝缕只

为薪火相传。2020 年 11 月 1 日，

华侨大学迎来建校六十周年。

1960 年，在中国的东海之滨，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

华侨大学应运而生。六十年，传中

华文化；六十年，蒙侨乡润泽。

回望一甲子峥嵘岁月，扎根

华夏汇聚侨情侨谊，岁月历史镌

刻你的辉煌荣光，深耕教育培育

时代菁英。

让我们用最深情的声音向你

说一声：华侨大学，60岁生日快乐！

11 月 1日上午，华侨大学建

校 60 周年纪念大会在陈嘉庚纪

念堂观众厅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进中央主席、华侨大学董事会

董事长蔡达峰，全国政协常委、港

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裘援平，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澳门中

联办副主任罗永纲，福建省委常

委周联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洪芹、省政协副主席薛卫民，国

务院侨办原副主任赵阳，外交部

领事司司长崔爱民，教育部高教

司一级巡视员宋毅，中国侨联秘

书长、办公厅主任陈迈，全国台联

副会长纪斌，泉州市委书记康涛，

民进福建省委会主委严可仕，厦

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辉跃，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陈鲸，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硕贤、林惠民、黄

维等出席。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

西鹏主持纪念大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大学

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何厚铧，为学

校题词祝贺。泰王国公主诗琳通、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专门发来

祝福视频。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贺一诚、澳门特别行政区前任

行政长官崔世安、澳门中联办主

任傅自应等领导，全国政协港澳

台侨委员会、中国侨联等单位，泰

国上议院议长、马来西亚交通部

部长、斯里兰卡贸易部部长等外

国政要和友好人士，清华大学等

61 所国内高校，香港科技大学等

86 个境外友好院校和机构，也发

来题词贺信或祝福视频等。

蔡达峰、谭天星、周联清在纪

念大会上分别致辞。

蔡达峰希望学校坚持社会主

义、爱国主义办学方向，紧扣经济

社会发展和统战工作需要，加快

推进国内一流大学建设，为保持

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壮大对华友好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谭天星肯定了华侨大学办学

成就，希望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侨校特色，将中华文化传

播到五湖四海，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周联清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

祝贺华侨大学建校 60 周年，表示

省委省政府将大力支持华侨大学

的改革发展，努力把华侨大学建设

得更好。他希望华侨大学要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以侨立校，力争为侨服务；要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要

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地方发展。

华侨大学校长吴剑平在题为

“不辱使命 争创一流”的致辞中，

感谢 60 年来为华侨大学建设发

展作出贡献的有关各方。他表

示，面向未来，华侨大学要聚焦

“国内一流、国际上声誉良好的

大学”奋斗目标，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

华侨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全国模范教师曾志兴，经济与金融

学院 2017 级本科生陈子涵，1985

级建筑系校友、力高集团总裁、华

侨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黄若青，暨

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分别代表

教师、学生、校友和兄弟院校发言。

华侨大学于 1960 年经周恩

来总理批准创办于福建泉州，是

中央统战部直属，由中央统战部、

教育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建

设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坚持立

德树人，大力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与社会

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建校 60

年来累计培养各类人才 20 余万

名，其中 5 万多人定居港澳台及

海外，为推动改革开放、保持港

澳繁荣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发挥

了独特作用。学校现有 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6100 多名境外生

在校就读，是国家华文教育基

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示范高校和全国高校教师考核

评价改革示范校。

（华侨大学）

□王延喜 张罗应

40 年来，像蔡达峰、何

厚铧一样关心华大、奉献

华大的董事，先后有 300

余人次。

1978 年，华侨大学迎

来复办的春天，但也百废

待兴。为凝聚侨心汇聚侨

力办好侨校，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支持下，1980 年 1

月 8 日，华侨大学董事会

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最

早成立董事会的高校之

一。

华侨大学董事会工

作得到党中央和中共福

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视。董事会犹如一道

曙光，为复办后的华侨

大学带来勃勃生机，更

成为此后 40 年服务华侨

大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坚

强后盾。

秉承“协助国务院侨

办办好华侨大学”的宗旨，

四十年来，从第一届到第

八届，先后有 300 余位董

事奉献华大，涵盖海内外

商界、政界、学术界、教育

界等多个界别。

著名爱国侨领、华侨

大学董事会创会副董事长

许东亮先生，1959 年赴泉

州为华大选址看地，从此

与华侨大学结下半生情

缘。他不仅利用其在港的

条件与侨领的身份为华大

引资引智，其个人及他所

领导的社团、公司更是不

断捐资支持华大。据不完

全统计，自 1978 年至上世

纪末，许东亮先生带头并

在海外募集款项达 1900

万元之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海内外众多校董积极

向华侨大学捐赠防疫善款

和各类防疫物资，或通过

各种形式为华大抗疫工作

加油打气。

40 年来，华侨大学董

事会向海内外校董校友和

热心人士募集善款总金额

折合人民币近 6亿元，累计

兴建各类侨捐工程 93 项，

捐资设立奖教、奖助学金等

各类专项基金 80 余项，图

书资料8万余册，字画文物

1000余件。

华侨大学的建设与发

展饱含了历届校董们的热

心和大力支持。据统计，历

年来，个人及家族捐资金

额累计超过 1000 万元人

民币的，就有陈永栽、林昌

华、郑年锦、胡瑞连、魏腾

雄、陈进强、林广场、姚志

胜、李碧葱、庄善春、陈捷

中、陈成秀、骆钢等 14 位

之多，合计捐赠金额超过

2.3 亿元。

11 月 1 日，《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20）》发布会暨涉侨研究主题学术

研讨会在华侨大学举行。

会上，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

人研究报告 2020》正式发布。这是华

侨大学连续第十年推出华侨华人蓝

皮书。

今年的蓝皮书共有“教育文化

篇”、“经贸法律篇”、“企业经营篇”、

“新移民篇”四个专题。教育文化篇

主要调查了华侨华人语言使用对中

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经贸法

律篇则从涉侨权益保护、“一带一

路”倡议对文化沟通和贸易畅通的

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企业

经营篇以扎实的个案研究入手，调

查分析了近代东亚、东南亚华商网

络，以及当代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

的经营状况和特点；新移民篇调查

了柬埔寨和新加坡两国的华人移民

情况。

华侨大学自 2010 年正式启动华

侨华人蓝皮书重大工程。2011 年 8

月，我国首部华侨华人蓝皮书———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在北京

发布。2020 年，是《华侨华人蓝皮书》

出版发行十周年。

十年来，《华侨华人蓝皮书》的出

版工作每年持续进行，已出版了十部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并在 2018 年

特别推出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1-2018 年》典藏版，得到海内外政

府、学界、社会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

肯定。

每一年的《华侨华人蓝皮书》议

题都紧扣当时的热点，如 2011 年聚

焦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现状与

未来发展；2012 年关注华侨华人在

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2013 年以涉侨生存安全环境和华文

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2014 年则探

讨了海外华商的财富积累情况与回

国投资问题；2015 年以“华侨华人与

海上丝绸之路”“华侨华人与周边国

家关系”为主要议题；2016 年至

2018 年，则相继聚焦“‘一带一路’沿

线侨情”“华侨华人与民心相通、贸

易畅通和政策沟通”“华侨华人与文

明交流”；2019 年，“华侨华人的跨文

化适应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成

为《华侨华人蓝皮书》的主要关注

点。此外，它的研究也呈现出三个鲜

明的特点：强调海外实地调查；强调

新数据与定量研究；强调跨学科视

野，综合不同领域学者的成果。

未来，《华侨华人蓝皮书》将继续

开拓创新，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建立侨情数据库，打造华侨华

人研究学术共同体，不断提升决策影

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

际影响力。

□侯斌

年 月，华侨大学基金会成立，许东亮在会上发言

蔡达峰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