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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爱国侨领罗豪才
□陈克振

今年 2月 12日，是著名

侨领、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

活动家、中国致公党杰出领导

人，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副主

席罗豪才逝世三周年的日子。

他爱国爱乡，情系福建安溪的

建设事业，关心福建安溪经济

社会的发展，桑梓情深，至今

仍然让福建安溪的乡亲们铭

记在心。他的无私奉献和亲

切关怀，深受乡亲们的尊敬和

赞誉。

归侨领袖 服务于侨

罗豪才 1934 年出生于新加

坡，祖籍安溪县金谷镇美洋村。

在新加坡就读中学时，因参加反

殖民主义统治的活动，1951 年 4

月遭殖民当局拘禁。1952 年 7 月

被驱逐回国。他先后在广州、无

锡就读中学，1956 年考入北京大

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

后任北大副校长、北京市侨联主

席等职。1992 年以后任中国致公

党副主席、中国侨联副主席、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等职。1997 年当选为中国

致公党中央主席，1998 年和 2003

年当选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副主

席。曾兼任中国和平促进会会

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等职

务。

作为归侨的罗豪才，在中学

和大学期间，就被推为华侨学生

的“头领”。进入北大以后，他就成

为学生会和团委会的华侨工作部

负责人。在大学三年级，他当选北

京市侨联委员，更是热情为侨服

务。他担任校领导后，又在处理入

学、工作分配、出国探亲、派遣留

学人员等方面，为维护归侨侨眷

的权益做大量工作。

1986 年，罗豪才当选北京市

侨联主席。他在维护侨益方面做

出不懈努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制定中，他

提出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

议。后来他任全国政协常委和中

国致公党领导人，又就贯彻落实

《保护法》、解决华侨农林场存在

的困难问题、侨乡精神文明建设

以及改善侨商投资环境等方面，

提出提案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后，罗豪才因工

作关系，到过 40 多个国家考察访

问和讲学。他的夫人是印尼归侨，

他在海外有许多血亲、宗亲和族

亲。他懂得英语，又会讲普通话、

闽南话和广东话，加之待人真诚

随和，同海内外朋友容易沟通，使

他与海外侨团和侨界人士建立了

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并热情提

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深受侨胞的

信任和爱载。

为侨服务 成绩显著

罗豪才为侨服务数十年，做

出了显著成绩。1997 年 11 月，他

当选为以侨为特色的中国致公党

主席。他带领致公党同事积极维

护归侨侨眷和侨胞的正当权益，

反映他们的合理要求，落实国家

相关政策，团结引导归侨侨眷投

身祖国现代化建设，积极开展联

谊活动，做好各个领域的交往和

引进工作。1998 年 3 月，他当选为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1 年，是爱国侨领陈嘉庚

逝世 40 周年，中国侨联和福建省

政府、厦门市政府召开“缅怀嘉庚

先生业绩，弘扬爱国爱乡精神”纪

念大会，罗豪才出席纪念大会并

讲话，赞扬嘉庚先生始终秉承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出“我们弘

扬嘉庚精神，就是要努力增强服

务意识，满腔热情地为侨服务，充

分发挥侨的优势，为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

量。”

福建泉州是著名侨乡，罗豪

才常到泉州考察。2002 年 10 月

底，他率全国政协委员赴闽视察

团到泉州视察《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

视察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海

交馆和华侨大学，并与华大法律

系教师进行座谈。

2003 年 2 月，罗豪才到泉州

出席中国闽南文化节暨第二届

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节和“闽南文化论坛”。当年，他

出席华侨大学建校 45 周年庆

典，并在华大董事会五届二次会

议上讲话，赞扬华侨大学为海内

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希望华

大办成一所具有现代教育思想、

合理规模结构、富有侨校特色和

优势、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华侨高

等学府。

2007 年 1 月出版的《父子侨

领：庄希泉、庄炎林世纪传奇》一

书，罗豪才作序写道:“庄老祖籍

福建安溪，我有幸与他同乡。作为

侨乡大省，福建的‘侨’有着光辉

的历史，除了‘华侨旗帜’陈嘉庚

外，庄老是不可忽略的一位。解放

后福建省历任领导对侨务工作都

很重视，注意发挥‘侨’的优势。项

南同志曾把侨务工作列为福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现

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

主任卢展工同志将侨务工作筒

练地概括为‘侨是历史’、‘侨是

优势’、‘侨是力量’、‘侨是形

象’，这是十分有远见的。由是

这般，福建各方宣传侨贤、侨

情，借此打好‘侨’牌，搞得有声

有色。宣传侨界先贤人物、英模

事迹自是应有之义。福建省委

党史研究室的同志送来一部反

映庄老风云一生的书稿，希望

由我作序，我欣表同意。我想，

这大概是纪念庄老的最好方式

了。”

2008 年 2 月 8 日，正是农

历正月初二，罗豪才副主席和

中国侨联主席林军一行，带着

中央五个侨务单位的关心和祝

福，前往厦门市同安区竹坝华

侨农场，看望慰问农场的困难

归侨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并

代表中央五个侨务单位向农场

赠送了慰问金，要求农场关心

照顾好困难归侨职工。

八闽之子 情系海西

作为八闽之子的罗豪才，非

常关心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心海内外福建乡亲的联谊和

团结。2004 年，第四届世界福建

同乡恳亲大会在福州举行，担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来到

福州出席大会开幕式，宣布恳

亲大会开幕，并在会前亲切会

见闽商代表。2006 年，第五届世

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澳大利

亚悉尼举行，他又赴悉尼出席

会议，宣布恳亲大会开幕和致

词祝贺。

罗豪才非常关心福建经济

的发展，特别是关注加快海峡

西岸经济区的建设。2003 年 3

月，福建省出席全国“两会”的

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

出了《把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列入国家区域发展目标》的建

议和提案。罗豪才则以致公党

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设海峡

西岸经济区，构建我国东南沿

海经济繁荣圈》的建议，将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提

上更高层，引起各级领导的密

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也得到各

方的大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促进海峡西岸

经济区建设，在罗豪才的倡议

下，由全国政协常委组成视察

团，由他任团长，于 2004 年 5 月

底至 6 月初，就“加快海峡西岸

经济发展，扩大两岸经济合作

与交流”为课题，到广东省汕

头、潮州，福建省厦门、漳州、泉

州、莆田和福州等地进行了深

入的视察调研。在厦门听取了

省、市领导的汇报后，罗豪才指

出，福建全省干部情绪振奋、要

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大干一场、

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意识很强。

他深信福建有条件、有能力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融

合，并为祖国和平统一发挥独

特的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作了

9天的专题调研回北京后，罗豪

才副主席向党中央写信，就福

建的“构想”进行汇报。他认为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不仅有

经济意义，更有特殊的政治意

义。2004 年 7 月，胡锦涛总书记

在罗豪才《关于建设海峡西岸

经济区的考察报告》作出重要

批示，要求有关同志对建议“予

以认真的阅处”，并在 2006 年 1

月到福建视察时，充分肯定了

建设“海西”的战略构想。2006

年，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写

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此后福

建掀起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的热潮，“海西经济”成为促进

海峡西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

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

重要平台。

不忘祖地 盛情关怀

罗豪才生在异国，长在他

乡，青少年时期随父母在海外

读书，无暇回老家探亲。但他对

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上世

纪 90 年代初，他就自己一人在

一位泉州朋友的帮助下，回到

安溪寻找祖籍地，经过细心的

查询之后，确认他的祖籍地就

是安溪县金谷镇美洋村官岭角

落，这让他十分高兴。

此后，罗豪才就经常回安溪

老家了。1997 年 11 月，他应邀

回乡参加联谊会后，回到金谷

镇和美洋村看望亲人。他与乡

亲们亲切交谈，了解家乡的情

况，祝愿家乡的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他到东溪中学参观看望

师生，并捐赠学校 5000 元，作为

添置设备之用。后来他多次利

用春节等节日放假的时间，回

到家乡探亲。

2000 年 4 月，时任全国政

协第九届副主席的罗豪才，又

一次应邀回到家乡，视察了中

国茶都（安溪）全国茶叶批发市

场和多家工厂企业，对家乡的

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

许。当年底，家乡举办“中国茶

都（安溪）茶文化旅游节暨首届

中国安溪铁观音乌龙茶节”，他

发来题词祝贺。后来举办第一、

二届中华茶产业国际合作高峰

会，他也发来祝贺。

2003 年 2 月，罗豪才回到

安溪，他察看了中国茶都电子

商务网站、茶文化博物馆，了解

茶都建设、经营和管理情况。

2004 年 1 月，罗豪才回乡视察

了安溪城区建设、中国茶都、三

安钢铁厂等。他肯定安溪几年

来在发展优势产业所取得的成

效，希望安溪进一步挖掘茶文

化的丰富内涵，提高茶都的知

名度，把安溪建设成为国内外

独具特色、优势和吸引力的茶

叶新都市，推动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

罗豪才为 2007 年 11 月在

泉州举行的首届海峡两岸茶博

会剪彩，出席 2012 年 10 月三届

中国茶都安溪国际茶业博览会

开幕式，希望家乡茶产业能加

速发展，再创辉煌。

罗豪才关心海内外安溪乡

亲的联谊和团结。1997 年，第三

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会在安溪

举行，他应邀专程回乡出席盛

会，并为世界安溪乡亲联谊大

厦落成剪彩。第四届和第五届

联谊会分别在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举行，他分别向大会发去贺

电和献词祝贺。第六届、七届联

谊会在安溪举行，他专程回乡

与会，宣布两届联谊会开幕。

2007 年 8 月，家乡美洋村

突降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一

时洪水泛滥，溪堤、大坝、桥梁

和农田被冲毁，房屋倒塌，损失

严重。罗豪才获悉后，对家乡的

灾害损失深感同情，特地从北

京寄来 1万元，慰问受灾乡亲。

17 户重灾乡亲领到了他的慰问

金。70 岁的罗坤耀乡亲拿到慰

问金时，无比激动地说：“非常

感谢恩人的帮助，给我们雪中

送炭。”

2009 年 5 月 3 日，罗豪才

和夫人刘端端以及女儿、女婿、

孙儿等，在各级领导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的陪同下，回到家乡

金谷镇美洋村探亲谒祖。罗豪

才和夫人带领着家人，首先前

往美洋村祖地官岭角落，在罗

氏祖祠林前堂拜谒祖先，表达

了他们家族的怀乡敬祖之情。

2015 年 12 月 25 日，罗豪才

为苏宇霖的《影像安溪》画册作

序写道:“苏宇霖同志是原安溪

县政协主席，他整理并遴选了

在工作中所拍摄的照片，编辑

了《影像安溪》画册，请我作序。

我是安溪人，盛情难却，又曾几

次走访，对安溪感受颇深，今翻

开影集，深感变化巨大，历历在

目，令人振奋。1986 年，安溪曾

经是全国最大的贫困县。经过

三十年的奋斗，现已多次跻身

全国百强县的行列，这是何等

的不简单！”

罗豪才对家乡有着浓厚的

感情，他不忘祖籍地，盛情关怀

桑梓，深受家乡人民的崇敬和

赞誉; 他的热爱祖国和热爱家

乡的精神，将激励着家乡广大

干部群众永远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