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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7 月 2 日，香港回归

祖国的第二天，87 岁的庄世平被

特区政府授予了最高级别的荣誉

奖励———“大紫荆”勋章。

2007 年 6 月 2 日 2 时 29 分，

庄世平在香港逝世，享年 97岁。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在致悼

辞时赞扬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

人生历程中，每一个脚步都与国

家民族的利益紧密相连，一生的

业绩、奉献和品格，将永远载入中

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据说，每年春节都要亲自登

门给庄世平拜年的李嘉诚，则亲

自扶灵送别了这位让他跳进教育

这个投资“无底洞”，并捐出上百

亿资金的“最尊敬的老朋友”。

对普通市民而言，庄世平的

伟大，更来自他的奉献和品格。

新中国成立前，庄世平为革

命成功献出了他的一切；新中国

成立之初，他几乎白手起家，呕心

沥血才办起银行，却不要任何回

报。

这或许都可以理解，因为当

时就是那样的一个年代。

真正难能可贵的是，当他一

手把 1万美元变成了几百亿的资

产，当整个社会越来越向钱看的

时候，他依然两袖清风，坚持不要

任何回报，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虽然他劳苦功高，获得回报

完全合理合法，甚至很多人主动

要求他合理合法地考虑一下自

己，不考虑自己也替子女们考虑

考虑，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这样

做，他的家人也没有。

南商银行和南通银行之外，

拥有巨大资源的庄世平一辈子走

完，也没用任何权力和资源去给

子女或亲属谋取任何好处，甚至

反而因为自己的身份，限制子女

们去做很多事，去获得很多唾手

可得也绝对正当的利益。

到去世时，当无数的无产者

已经变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豪、

超级富豪，庄世平也依然还是一

个无产者，没有自己的车子，没有

自己的房子，家人也都只是普通

群众。

几十年里，庄世平拿着与银

行普通干部一样的工资，住着与

他们一样的宿舍，出差是经济舱，

吃饭是大排档，上下班常常是地

铁和公交。

直到去世，他衣柜里都没有

一件名牌衣服，手表还是老掉牙

的“精工”。

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都没有一个是有钱或者有权人，

更没有什么产业、企业或者登记

在别人名下的股份。

庄世平逝世后，与夫人林影平

女士合葬在深圳大鹏湾的华侨墓

园。

他上大学之前就与林影平结

婚，两人携手走过一生的恩爱感

情也被传为佳话。

林影平晚年得了老年痴呆

症，只有庄世平喂饭才肯吃，90

岁高龄的庄世平，细致入微地照

顾了她的每一顿饭。

庄世平生前曾说，他 10 多岁

就追随共产党，既不为官也不为

利，只是受了洋人太多气，希望争

口气，让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强

盛，有地位、有尊严。

他说：“这个目的达到了，我

都不舍得死了；这个目的达到了，

我也死而无憾了”。（华商周刊）

周恩来总理曾评价：“潮汕

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

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

是实践的庄世平。”

而许涤新，是庄世平读小

学时的老师。

庄世平的大学是在孙中山

先生创办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度

过的。在那里，他师从第一个把

《资本论》翻译到中国的陈豹隐

等学界名家，并从那里走上了

抗日救国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庄世平利用

自己来自侨乡广东普宁，与华

侨同胞联系沟通的便利和优

势，辗转国内和东南亚各地，团

结推动爱国华侨支援国内革命

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前，他的足

迹已遍及中国国内及东南亚几

十个城市，在日军通缉和战争

的炮火硝烟中，当过教师、教务

长、记者、校长、商人，主持创办

过多家学校和公司。

通过这些身份和工作，庄世

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陈嘉庚等

抗日爱国侨领之间的沟通桥梁。

他汇聚华侨抗日力量，引

导华侨青年回国参加革命，支援

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修

建与物资运输，为国内革命和抗

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庄世平坚定

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支持人民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

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

方方的领导下，他办公司、开钱

庄，壮大党的经费，参与南方银

行的筹备和“南方券”的发行，

为解放军南下提供资金和物资

支持，服务广东及华南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庄世平又

作为“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

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金

融工作团的核心成员，参与或

主持了香港中国银行、香港中

国航空公司等国民党政权在港

金融及商业机构的起义，组织

物资支持解放军解放海南岛，

掩护华侨进步人士北上参加首

届全国政协会议。

公开消息还曾披露，那期

间，庄世平进北京，都是直接住

在周恩来总理的家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

家对内地搞经济封锁，香港地

区成为冲破封锁的前沿阵地，

庄世平又第一时间投身到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

1949 年，为便利内外资金

流通，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

胞，沟通国内外经济活动，中央

希望在香港创办一家自己的银

行，但却没有资金。

重重困难之下，庄世平用

政府拨付的 1 万美元起步，在

香港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下

称南商银行），自己出任董事长

兼总裁，里里外外一肩挑。

1万美元办银行，这简直像

是开玩笑。

但庄世平硬是千方百计地把

银行办起来了，而且讲明自己是替

国家办银行，不谈任何条件，也不

要银行一分股票或其他权益。

南商银行也因此被认为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家海外商业

银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商银行成立后，庄世平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在竞争激

烈的香港金融市场锐意创新，

脱颖而出，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国际金融拓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到南商银行成立 20 周年

之际，这家港澳地区第一家同

内地建立金融业务往来的银

行，也是第一家在香港地区高

挂五星红旗的银行，在庄世平

的带领下，已发展成为总资产

近 5 亿港元，可提供包括存贷

款、汇款和进出口押汇等服务

的综合性银行。

内地改革开放后，庄世平

又第一时间调整南商银行的经

营策略，以沟通海外和内地推

动银行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期间，南商银行发行了被外

国通讯社称为中国共产党国家

机构发行的第一张信用卡———

“发达卡”，并加入MasterCard 国

际组织，同时还在深圳设立分

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内地

市场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上海希尔顿饭店、北京假

日酒店、杭州黄龙饭店、广东浮

法玻璃厂、大连富丽华酒店等

一批改革开放之初的标杆项

目，都有庄世平和南商银行的

推动支持。

1986 年，76 岁高龄的庄世

平光荣退休。此时，南商银行的

总资产已超过 220 亿港元。

在香港创办南商银行并站

稳脚跟后，庄世平还到澳门地区

参与创办并领导发展了澳门南

通银行。到他退休之时，这家银

行也已发展到总资产约 100 亿

港元的规模。

1986 年，内地实际利用外

除创办、领导两家银行，庄世

平还历任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

政协常委，同时担任全国侨联副

主席等职务，服务国家发展。

1978 年 9 月，庄世平担任港

澳同胞国庆旅行团团长，率领团

员李嘉诚、胡应湘、利铭泽等香港

60 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参

加了国庆观礼，并动员他们投身

改革开放事业。

此后，他一直操劳在动员广

大侨胞支持祖国发展的一线，在

新的时期再一次成为沟通内外的

桥梁———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海

外华侨之间的桥梁。

庄世平也是深圳特区设立和

发展的幕后功臣。

特区伊始，中央和广东省只

给政策，没给建设资金。时任深圳

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吴南生深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对庄世平说：你办银行

有大把钱，深圳要向南商银行借

钱搞建设。

庄世平听了，对吴南生说：向

银行借钱是要付利息的，而且到

期就要偿还，其实你自己就有大

把钱，比银行还要富，只是有钱不

能用、无法用而已。

吴南生好奇地问：“钱在哪

里？”

庄世平说：“钱在你的脚下，

特区 327 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何

等珍贵的金子资源啊！”

后来，在庄世平的帮助下，深

圳谋划了通过转让和开发土地筹

集建设资金的方略，并得到中央批

准，一下子就把整盘棋都下活了。

庄世平冲破当时的思想束

缚，大胆提出特区要搞市场经济、

要与国际市场联系、要实行低税

制等一系列意见和措施，也都被

中央肯定并在深圳得到实施。

因为这个背景，吴南生说：“办特

区，他（庄世平）是我的老师。”

这期间，庄世平还帮潮汕地

区做了一件大事。

在潮汕地区兴建一所高水准

的大学，是海内外潮汕人由来已久

的夙愿，但一直未能成行。1978年，

邓小平、廖承志对此表示了支持。

有了“尚方宝剑”的广东即刻

行动起来，于 1980 年成立了汕头

大学筹委会，吴南生任筹委会主

任，庄世平任筹委会副主任。

但他们面临一个大问题：没钱。

庄世平想起了他的好朋友，当

时还不是首富但已多次慷慨支持

内地公益事业的李嘉诚。他带着吴

南生，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李嘉诚。

听完情况的李嘉诚激动不

已，当即答应捐建这所大学。

之后，庄世平陪同李嘉诚就

汕头大学的创办进行了一系列的

工作，并请来自己的恩师许涤新

出任了汕头大学首任校长。

到今天，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

金会———李嘉诚基金会持续资助

的公立大学———汕头大学，已是全

国知名学府，累计培养超过 16 万

大学生，其中包括 5万名医科生。

被动员捐建汕大之初，李嘉

诚曾问庄世平，“究竟要多少钱

呢？”庄世平回答：“3000 万。”

李嘉诚当时心里就想，“3000

万？3亿都可能不够啊！”但还是

在 10 秒内就作出决定：马上筹备

并捐建汕头大学。

而今，李嘉诚支持汕头大学

发展的所有款项也已高达 120 亿

港元。

资才不到 70 亿美元，庄世平创办

的两家银行加起来已是超过 300

亿港元的规模，其在改革开放初

期的作用和价值可见一斑。

直到退休，庄世平依然没在南商

银行以及南通银行谋取任何私利。

退休之后，他不带任何附加

条件地将两家当时已合计价值几

百亿（后来更价值超千亿）的银行

完整地献给了国家。

即使退休后，自己在银行没

有任何个人利益，庄世平依然关

心和参与银行的发展。只要在香

港，他每天都会到自己在南商银

行的办公室工作。

汇聚华侨力量

没有硝烟的战场

服务国家发展

“大紫荆”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