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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克振

爱国侨领庄炎林，是一位革命资深的老同志，又是一位平

易近人的老领导，他没有官架子，待人很热情。他与我的老家

都是安溪县龙门镇。我们在交谈中，谈到两人的生肖相同，都

属鸡，他比我年长12岁，因此我称他庄老，他也称我老陈，让

我感到很亲切。

庄老与家乡的“不解之缘”

在采访中了解庄老事迹

我的父亲是印尼归侨，我

算是侨眷，家族有不少归侨侨

眷，数百侨胞分布在东南亚各

国。我曾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

社记者，从事对华侨宣传工作，

又在侨务部门为侨服务，撰写

了包括庄老父子的大量文稿，

先后在海内外报刊发，也编著

多部涉侨书籍，因此我经常采

访庄老父子的事迹，经常与他

们保持联系。

1994 年，我编辑《安溪县

志》的侨务工作和华侨人物，并

主编《安溪华侨志》，庄老的事

迹也编入两本志书的《名人

录》，他父亲庄希泉的事迹收

入两书的《人物传》，他母亲余

佩皋的事迹收入《华侨志》的

《人物传》，志书分发出席第二

届联谊大会的乡亲。他看了感

到很满意，赞扬编纂这些华

侨志书很有意义。

2004 年，我又于编著《安

溪华侨华人风采录》一书，向

第六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大

会献礼。庄老父子是祖籍安

溪的著名侨领，我就请庄老

为该书作序。没想到他二话

没说，就愉快答应了。他费时

费力为该书作序，并附上他

写的一首《赤子心声》，让我

深受感动。

庄老在序言中写道：“我

家祖辈的根在闽南安溪，曾

祖父在清代从安溪迁到厦门

打工经商，我和父亲庄希泉、

母亲余佩皋都是新加坡、马

来西亚的归侨，我和父亲又

都是从事侨务工作的，一家

人与侨结下不解之缘，将为

侨服务作为平生志。安溪侨

乡是我为之自豪的故乡，现

《安溪华侨华人风采录》一书

即将付梓，喜慰之余，欣然命

笔，爰作为序。”序言中“安溪

侨乡是我为之自豪的故乡”

的表述，让我对他的爱乡之

情深受感动。

我在县侨办工作期间及退

休以后数十年，采写了大量的

涉侨稿件。在庄老回乡期间，

我都争取时间采访他，了解他

父子侨领的感人事迹。2007

年，《父子侨领庄希泉 庄炎林

世纪传奇》和《父子侨领画传

庄希泉 庄炎林世纪传奇》两

书出版了，庄老送我一套，这

就为我撰写庄老父子创造良

好条件。

庄老父子两代人的爱国情
庄老从上世纪 90 年代

起，写了养生之道《六六赠言》

等，印成名片赠送亲友，很受

欢迎。我收到后也复印赠送亲

友。后来他又不断更新内容。

2009 年 12 月，我在厦门金雁

酒店拜访他，他将新名片送给

我。这张折叠的名片共有 8

页，内容丰富多彩，我即撰写

《庄炎林的特色名片》一文，在

《鹭风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他

收到报纸后，说有很多人索

要，我又请报社赠送报纸。

2011 年，我采访庄老的事

迹，撰写《联侨兴华架金

桥———记爱国侨领庄炎林先

生》的长文，叙述他父子两代

的爱国情，他努力开创旅游业

新局面，与“侨”的不解之缘

等。我将稿子送请他审阅。他

认真进行修改后发回给我，稿

子发给省委的机关报刊《海峡

通讯》和《福建日报》，两家刊

物都登载了。

2011 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我根据《父子侨领传奇》

一书的资料，撰写《庄希泉为

辛亥革命下南洋筹款》长文，

送请庄老审阅，他仍是很认真

修改。这篇稿件发给党中央的

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当年 10

月 8日第 6版头条，刊出近半

个版面，是我撰稿刊登级别最

高的报刊。《福建日报》等报刊

也分别登载。

庄老是一位参与抗日战

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在 2015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他

作为侨界的抗战老兵，荣获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发

并戴上纪念章，这是一项很

崇高的荣誉。我向他表示祝

贺，并请他寄来有关图片资

料，我即撰写文章，先后在多

家报刊发表。

2016 年，我从已发表的大

量涉侨稿件中，选择较有代表

性的文章结集，出版《安侨之

光》一书，再请庄老作序，他又

欣然命笔。序言写道：“长期从

事侨务工作的陈克振先生，20

年前主编《安溪华侨志》，10年

前又编著《安溪华侨华人风采

录》，现正在主编第二轮《安溪

华侨志》，这些著作和《安侨之

光》一样，就是要让华侨的事

迹留传后代，起到启迪、教育

群众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的

工作。”我很感谢庄老给予这

么高度的评价。

我曾听到有人赞扬永春

县达埔镇出了三位中国侨联

副主席。我想起安溪县龙门

镇，更是出了庄老父子和林军

三位中国侨联主席，这在全国

乡镇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就撰

写《安溪龙门镇出了三侨领》

一稿，并送庄老审阅，经他认

真修改后，从 2018 年起，先后

在《泉州乡讯》《鹭风报》等多

家报刊登载。

近几年来，庄老仍多次回

到安溪县探亲。前年他回乡期

间，县侨联主席李宏鸣要带他

游览凤冠山，他即挂电话告诉

我，让我跟他一起上凤冠山游

览。上山后他俯视山下安溪县

城的新面貌，由衷盛赞县城的

新成就。当晚刘县长请他吃晚

饭，他让我同他一起用餐，和

县长及县侨务部门领导一起，

边吃饭边聊侨情。

去年庄老又一次回到家

乡，这次是县委高书记和刘

县长要请他吃午饭，他还是

让我同他一起用餐。当天下

午，庄老回到龙门镇，在寮山

村视察新近迁移落成的庄氏

先祖坟墓。分管侨务工作的

副县长林毅敏陪同，我也跟

他一起，回到龙门镇寮山村

视察。庄老视察之后，即离开

龙门去厦门。

去年 10 月，庄老应安溪

县国心绿谷茶庄园董事长黄

清平的邀请，前往参观访问。

庄老参观后，盛赞茶园满山遍

野，茶叶飘香，企业欣欣向荣，

并亲手栽种一株铁观音茶树

苗。当晚，黄清平董事长在县

城酒店宴请庄老一行，庄老又

特地约我参加。他高兴地向我

介绍参观的感受，我赞赏他关

心家乡茶产业的发展。

去年 11 月 26 日，福建纪

委监委举办的“一镇一孝廉”

栏目，根据安溪纪委监委提交

由我提供的《庄希泉父子侨领

传奇》及《父子侨领画传》两

书，以及我著作的《安侨之光》

一书等资料，编辑《中国侨联

父子两主席:“永爱中华，此志

不渝”》一文，宣扬庄老父子的

事迹。我把文稿发给庄老阅

看，他对此表示赞赏。

泉州市纪委监委和市委

统战部、市侨联等和《泉州晚

报》社等，在《泉州晚报》设立

“追忆泉州华侨孝廉故事”专

版。在 2020年 3 月 25日第 10

版，刊载了由我和《泉州晚报》

记者谢伟端合作的文章：《庄

希泉：永爱中华，此志不渝》，

文章最后一段的小题目是《父

子侨领，佳话流传》，介绍庄炎

林的事迹，我寄报纸给他，他

回复表示赞誉。

2019年 12 月 16 日下午，

庄老挂电话给我，说他有事来

厦门，住在悦华酒店，明天就

要去广西了。真是无巧不成

书，我正好到厦门医院手术白

内障，刚出院在我儿子家休

息，当晚就和我儿子一起去悦

华酒店与庄老见面，我们亲切

攀谈到晚上 10点才告别。没

想到我们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再也无法见面了。

庄老是我国侨务战线的

优秀领导干部，他和父亲庄希

泉都是爱国侨领，他虽然走

了，但他父子“永爱中华，此志

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桑梓情

怀，以及将为侨服务作为平生

志的可贵精神，将永远激励着

我们前进！

我和庄老第一次见面是

1988 年，那时他任国务院侨办

顾问，前来福建出差。父亲庄希

泉想起自己已年登百岁，未曾

回到祖籍地安溪，就让他回安

溪探亲。那时我在县侨办工作，

他来到县侨办后，我就陪他到

龙门镇探亲。他与庄氏乡亲们

亲切交谈，回去向老父亲汇报，

了却老人家的心愿。

从此以后，我与庄老就成

为经常见面的老友了。他和家

乡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989年，

他当选为全国侨联第四届主

席。1992 年 10 月，第一届世界

安溪乡亲联谊大会在新加坡举

行，他以全国侨联主席和安溪

乡亲的身份，应邀赴新加坡出

席世界安溪乡亲联谊大会，首

次在海外和广大的家乡安溪侨

胞亲切见面。

1994 年 10 月，第二届世界

安溪乡亲联谊大会在安溪举

行，庄老应邀回乡参加大会，这

是他首次在本土与广大的海内

外安溪乡亲见面，也是他与我

第二次见面，我们都感到很亲

切。我告知他，这次与会的海外

安溪乡亲有 1400 多人，加上国

内乡亲超过 2000 人，在安溪是

史无前例的，他赞扬家乡能组

织这样规模的活动很不简单。

1997年 10月，第三届世界

安溪乡亲联谊大会仍在安溪

举行，庄老再次回乡与会，我

们再次见面仍感到很亲切。安

溪是全国著名侨乡，也是全省

的重点侨乡。他怀着对家乡的

亲切感情，再次回乡与侨胞及

归侨侨眷见面。他在喜慰之

余，连续为三届大会题词。我

点赞这是他献给家乡的珍贵

礼物。

庄老对家乡的联谊会很有

感情。首届在新加坡举办，他赶

去参加了；接着两届在家乡举

办，他都参会了；第四届又赶去

马来西亚参会。除有三届是在

新加坡和缅甸举办未能参加，

其余第六、七、十届在家乡举

办，他都参加了。联谊会总共举

办十届，他参加七届，能出席这

么多届的安溪人是很少的。我

说他出席联谊会就像赶集似

的。

2017 年 12 月，第十届世界

安溪乡亲联谊大会在家乡举

行，已是 96 岁高龄的庄老，仍

然回乡参加，并作一首诗《贺安

溪》在开幕式上吟诵。诗作以

“安溪名茶”冠头：“安居乐业美

茶乡，溪水长流奔小康；名闻四

海铁观音，茶都腾飞进百强。”

庄老的吟诗，赢得与会海内外

乡亲的阵阵热烈掌声，我也连

声为他点赞。

年，庄炎林与陈克振在安溪华侨酒店合影

年 月，庄炎林与陈克振在安溪永隆国际酒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