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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振

祖籍福建省的庄希泉和陈嘉庚，都是爱国侨领。建国

以后，两人均担任过全国侨联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携

手开创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共同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而奋斗，在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为辛亥革命筹款

庄希泉 1888 年生于厦门，

祖籍安溪县。他 9 岁进私塾，后

就读书院及学馆。18 岁到上海任

“庄春成”商行经理。在上海的

“泉漳会馆”结识了前清举人沈

缦云等，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

开始投身革命。

1911 年 11 月初上海光复。

上海军政府成立伊始，面临财政

资金紧缺的难题。为了解决没有

粮饷的问题，上海军政府派财政

总长沈缦云到南洋向华侨募饷，

沈缦云请庄希泉同行，后沈因事

务缠身不能出行，军政府即改派

由庄希泉任代理队长赴南洋募

饷。

23 岁的庄希泉，为了革命事

业的需要，于 1911 年 11 月下南

洋，为新生的民国政府募饷。他

到达新加坡后，随即开始向华侨

筹款，但因人生地不熟，募饷进

展缓慢，他就请爱国侨领陈嘉庚

帮忙。

陈嘉庚 1874 年出生于厦门

集美，1891 年到新加坡谋生。他

经营橡胶业，成为新马最大的

橡胶园主，是新加坡华侨中很

有影响的人物。他听了庄希泉

的介绍以后，对年轻的庄希泉

为辛亥革命下南洋筹款深受感

动，表示要尽力给予支持，并把

新加坡华侨界的一些头面人物

请到怡和轩来，让他们当面听

庄希泉介绍。

在介绍会上，陈嘉庚亲自

坐镇，庄希泉向大家介绍国内

的革命形势。庄希泉慷慨激昂

的演讲，打动了在座华侨商人

的心。陈嘉庚对庄希泉的言行

十分赞赏，号召侨商头面人物

谋划援助。侨商们纷纷表示认

捐。不几天，陈嘉庚任会长的福

建保安会捐款 12 万元新加坡

银。广东救济会也捐款 10 万元

沙银。

在陈嘉庚的大力支持下，

募饷工作顺利开展，庄希泉很

快就完成了原定下南洋募捐的

计划，并及时把几百万元寄回

上海军政府，以应燃眉之急，帮

助上海军政府解决没有粮饷的

难题。

1915 年，庄希泉与陈楚楠

等合股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

公司，庄希泉任股东总经理，专

营国货。他在经商当中，与陈嘉

庚来往密切，他虚心向陈嘉庚

请教创业经验，陈嘉庚极力表

示支持，两人默契配合，经常促

膝谈心。陈嘉庚的创业精神对

庄希泉有着很大的影响。经过

实践，他的创业果然进展顺利，

发展迅速，成为后来居上的华

侨富商。

邀挚友回国参政

庄希泉经营的中华国货公

司获得成功，不少华侨子弟纷纷

慕名前来投奔。后来成为东南亚

橡胶大王、世界十大华人富商的

李光前，就是其中的一个。李光

前曾任职庄希泉的公司，后来陈

嘉庚看中李光前的才华，邀他成

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庄希泉也舍

得让出，这又使陈庄二人的友谊

更进了一步。

抗日战争期间，庄希泉奔

走于菲律宾、香港、桂林等地，

开展抗日活动。直至香港沦陷，

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

广西桂林，支持地下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

重返新加坡创办捷通行经营汇

兑，并经营进步电影及进出口

贸易。他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

同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香港

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代表中央

南方局找到庄希泉，谈及解放

战争已接近全国胜利，党中央

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华侨界

需要推举一位侨领参加政协会

议，党中央认为这位侨领唯陈

嘉庚最为适宜，香港分局工委

已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请庄

希泉去新加坡，向陈嘉庚转达

中共中央的邀请，请陈嘉庚回

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庄希泉

感谢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向

饶彰风书记表示，一定要尽最

大努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于是他作为中共中央的特使，

直接飞往新加坡，面邀陈嘉庚

回国参政。

庄希泉飞抵新加坡后，两位

侨领乡情加友谊，谈得非常契

合。庄希泉向陈嘉庚转达了中共

中央的真诚邀请，请他一定要回

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表

示接受邀请，但又顾忌殖民地当

局会因此加害他的亲属和在南

洋的产业。庄希泉对他说：“不要

紧的，你尽管回去，你可以声明，

不是你要回去，而是国内发表了

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

地政府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

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

不明智的态度。”

陈嘉庚听后高兴地表示同

意，并邀庄希泉与他一同回国。

庄希泉对他说：“你先回去，我

暂时留在新加坡，为你处理一

些遗留问题，”陈嘉庚听后解除

顾虑，决定回国参加政治协商

会议。不久，陈嘉庚收到中共中

央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请电，

在 1949 年 9 月前往北京，出席

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

议。

携手共为侨服务

1950 年 1 月，年逾花甲的庄

希泉回到北京，就任中侨委副主

任。5月底，陈嘉庚从南洋来到北

京，庄希泉马上前来问候，亲切

地询问他回新加坡的情况。

陈嘉庚在参加政协会议回

到新加坡后，他的爱国言行遭到

殖民当局不满，他考虑如继续在

新加坡，行动将受到进一步限

制，也难以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发

挥作用。于是他迅速处理了在新

加坡的一切事务后回到北京。庄

希泉热情萦怀地对他说：“你回

来就好，我们这些老华侨今后工

作就更有主心骨了！”陈嘉庚听

后深受安慰。

建国以后，回国的归侨不断

增多，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侨

联组织已成为各地侨联组织和

广大归国华侨的迫切要求。中侨

委是国家的行政机构，与国外华

侨的非政府性质的社团往来，不

利于统战工作，于是庄希泉和陈

嘉庚、何香凝等侨界人士商量，

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民间性质

的全国归国华侨社团。当时也有

人不赞成建立全国归国华侨社

团。庄希泉和陈嘉庚力排众议，

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侨

的大好事，坚决主张成立。

1956 年，全国各地已建立 70

多个侨联组织。同年 6 月，经中

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侨委作

出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筹委会，推举陈嘉庚为筹

委会主任，庄希泉为副主任。经过

3个多月的筹备，全国侨联于 10

月 12日正式成立，陈嘉庚当选为

主席，庄希泉等当选为副主席。

全国侨联成立后，庄希泉和

陈嘉庚共同为新中国的侨联工

作做出努力。庄希泉积极协助陈

嘉庚开展侨联工作。因陈嘉庚经

常住厦门集美，全国侨联的工作

多由庄希泉主持。陈嘉庚不管是

来京公干还是外出开会，身边经

常有庄希泉等人陪同或当翻译。

陈嘉庚不会讲普通话，平常出席

公务活动离不开翻译。和这几位

能讲闽南话的福建老乡在一起，

他感觉很轻松。

陈嘉庚回国后，有一件事一

直挂在心头，他也经常向庄希泉

讲起这件事。原来，在 1942 年新

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避难印

尼，毕业于厦门大学的黄丹季，

把他带到玛琅家中匿藏，提供衣

食住宿 3 年多时间，千余个日夜

守护在他的身旁。黄丹季不顾个

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周

旋和斗争，直至抗战胜利后送他

安全返回新加坡。

黄丹季冒死相救，陈嘉庚一

直念念不忘。陈嘉庚返回新加坡

后，要划出大片橡胶园给黄丹季

作为答谢，黄丹季婉言谢绝。陈

嘉庚回国后，黄丹季在印尼处境

又很艰难。陈嘉庚多次写信或捎

口信劝他回国，黄丹季却说，保

护校主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

什么报答，如果回国投靠校主，

会给校主增添麻烦，且让人以为

过去保护校主是有所求的。因此

不想回国。

庄希泉了解以后深受感动，

他想努力了却陈嘉庚挂在心上

的愿望。1956 年春，他把这件事

向何香凝主任汇报，建议以中侨

委名义邀请黄丹季回国观光，何

香凝表示同意。同年 7 月，黄丹

季回到祖国，陈嘉庚等 10 多人

到北京机场迎接，并亲自带他游

览北京名胜古迹。

在中侨委举行的茶话会上，

庄希泉代表中侨委对黄丹季回

国观光表示热烈欢迎，对他冒死

保护陈嘉庚表示由衷敬意。何香

凝对黄丹季的仗义之举和爱国

之情十分赞赏，专门设宴招待，

并特地画了一幅立轴牡丹相赠，

上题“丹季先生爱国纪念”。

护送好友回故里

陈嘉庚致力厦门家乡的建

设。他想在厦门筹建华侨博物

院，庄希泉表示赞同，还陪同陈

嘉庚找到对博物馆有专门研究

的颜乃卿教授一起研讨。为筹建

华侨博物院一事，庄希泉专赴厦

门和陈嘉庚探讨有关事宜。经过

多方考虑，最后选址于厦门五老

峰支脉蜂巢山南麓，陈嘉庚带头

捐资，并亲自抓博物院的建设。

而最让庄希泉称道的则是

建设厦门海堤。陈嘉庚回国后，

就想建设一条连接厦门与集美

的海堤，他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主

席的支持，并亲自下拨专款。在

厦门海堤即将竣工之际，陈嘉

庚等人提议建设鹰厦铁路，又

被中央批准上马。1957 年 12

月，陈嘉庚邀请庄希泉等视察

厦门海堤，在 1958 年元旦陪同

庄希泉等视察厦门海堤，还陪

同庄希泉等视察华侨博物院建

设工地。1959 年，陈嘉庚去广西

考察侨情，庄希泉专门陪同并

做翻译。

1961 年春，陈嘉庚因患癌症

在北京治疗，庄希泉经常前往探

望。当年 8 月 12 日零时 15 分，

陈嘉庚在北京医院逝世，庄希泉

感到万分悲痛。他参加了以周恩

来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并和中

侨委及全国侨联领导轮流为陈

嘉庚守灵。

8月 15 日，首都各界举行隆

重的公祭陈嘉庚仪式。国葬完毕

起灵。专列于当天下午由北京站

开往厦门。庄希泉和有关领导随

车护送。20 日下午 3 时，专列抵

达集美车站。福建省和厦门市一

万多人在车站接灵。庄希泉参加

执绋。下午 6 时，庄希泉亲眼看

着一代爱国侨领安息在故土上。

陈嘉庚热爱祖国，兼济苍生

的懿行美德和高洁灵魂深为庄

希泉所敬重，他在张罗陈嘉庚后

事之后，还满怀深情地撰文悼念

说：“我和陈老相识 50 年，从在

海外支持辛亥革命，到回国共同

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长

期相处，几度共事，公谊私情，使

我对陈老的逝世，更感悲痛。

……陈老平素热心社会公

益，尤其是兴办文教事业，更是

有口皆碑。他曾经将自己的全部

不动产，拨作办学基金，这一义

举成为中外美谈，受人钦敬！

……陈老数十年来的爱国

愿望已经实现了！他老人家唯一

的遗愿，就是还没有亲眼看到台

湾的解放。在弥留之际，他念念

不忘解放台湾，这未竞遗志，我

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

在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印的

《文史资料选辑》第 78 期，刊载

庄希泉撰写的《怀念陈嘉庚先

生》一文写道：“陈嘉庚先生的

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在南洋

胼手胝足几十年，那里有他艰

苦创业留下的巨额资产，有他

一百多个嫡亲子孙。全国解放

后，他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

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国定

居，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

力量。他不愧是中华民族杰出

的儿子，爱国华侨的楷模。党和

人民对他一生的功绩，给予极

高的评价，他的名字将与那些

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不朽贡献

的先驱者们永垂青史！”

庄希泉（左）与陈嘉庚（中）及庄明理（右）在中南海漫步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