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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起鹍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

归侨市长主政厦门
梁灵光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

的儒商家庭。他年轻时追求真理，

向往革命，曾参加上海的爱国学

生运动，随后辗转到南洋，继续从

事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他放弃

优裕的生活，从南洋回国，投笔从

戎，共赴国难。

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游击部队

的复杂环境中从事抗战活动，经受

了锤炼，成长为骨干。1949 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菲律宾归侨

叶飞同志任第 10 兵团司令员时，

意外地发现梁灵光也是归侨，就派

他率领先遣部队先行入闽。

厦门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

口，鸦片战争后就是“五口通商”

口岸之一，又是侨乡。由于梁灵光

文化水平较高，有侨居国外的经

历，又有军事、政权、经济、统战等

方面的工作经验，福建解放后，经

中共省委决定，由叶飞司令员推

荐，把梁灵光从军队中抽调出来

担任厦门市市长工作。

1949 年 10 月 17 日，人民解

放军解放了厦门岛，标志着 100

多年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恣意蹂

躏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厦门，这个

中外驰名的“海上花园”城市，重

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0 月 20 日，梁灵光市长按照

原定的施政方案，分政务、军事、

公安、财经、文教五个部开始对厦

门进行全面接管，并实施：接管厦

门、民主建政；打破封锁、复工复

业；反特防奸、巩固海防；筹备修

建厦门海堤；推进统一战线，进行

民主建政工作。

1950 年 1 月 12 日至 17 日，

厦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正式召开，与会的 225 名代表大

部分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这是厦

门以前没有过的，充分显示出代

表的广泛性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精

神，其中各界归侨代表有三十多

人。

在代表会议开幕式上，梁灵

光市长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

大家都能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的精神，尽量大胆地发表意

见，我们也一定本着“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精神，虚心听取各位代表的意

见，以便改进今后的工作。政府将

根据大家提出的提案，参照目前

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对迫切

需要解决而可能解决的问题，通

过详细的讨论，作出决议，以便在

今后贯彻施行。”

梁灵光强调：我相信，在中国

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

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同样地

我们也会赢得建设战线上的伟大

成就。新厦门将一步步地走上繁

荣昌盛的道路！

梁灵光在其 3 年市长任上，

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在他的统战

对象中，除了工商界的知名人士

蔡衍吉、林采之、林珠光、丁乃扬

等人外，还有医学界、教育界、文

化界、华侨界的许多朋友，如颜西

岳、盛国荣、林惠祥、林鹤龄、黄维

世、柯泳仙、许祖义、陈应龙等等，

而同党外民主人士交往比较多的

是陈嘉庚、王亚南和卢嘉锡。他们

都在各自的岗位同中国共产党真

诚合作，尽职尽责地为建设新厦

门做出自己的贡献。

梁灵光在一次会上指出：厦

门的民主统一战线，首先是对象

问题。有哪些对象呢？一是华侨资

本家，二是工商界资本家，三是教

师、医生、工程师等，四是一般民

主人士。我们要通过各部门广泛

建立起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批

进步的或中间的分子。适当吸收

一批党外人士参加人民政府工

作，给予一定的经济待遇和政治

地位。我们应从长远看问题，应该

尽可能与那些有建设经验的人合

作。

他还强调：厦门小资本家多，

没有什么大资本家。资产稍微雄

厚一点的，解放前夕都迁往海外

或香港去了。能够留下来的，我们

尽可能地团结争取他们，让他们

靠拢我们，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1951 年 8月，在厦门市侨联

成立一周年之际，梁灵光为侨联

题写：团结全市归侨、侨眷及海外

侨胞，为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为

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1952 年 1 月 4 日，市侨联召

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梁灵光莅会

讲话，他说：两年来，全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方面取

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希望归侨侨

眷们，能把这些新生事实告知海

外亲友，使华侨对祖国建设有充

分的信心。希望侨联今后能在原

有的基础上，开展抗美援朝、增产

节约运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我

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对人民负责

的，华侨的正当权益，尤其会得到

政府的保障。希望侨胞们共同努

力，为建设我们伟大强盛的祖国

而奋斗！

梁灵光以党心、民心、侨心主

政厦门 3 年，也为党、为民、为侨

作出了巨大贡献。

爱国爱乡无私奉献
在颜西岳主席身上，我们也

可以看到厦门侨联发展的历史。

颜西岳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和小

学，1926年肄业于集美学校商科，即

回家乡金门创办金门公学。1931年

出国谋生，先后在印尼的苏门答

腊、棉兰、巨港以及新加坡经商。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

立，他立即表示拥护，1950 年就送

子女回国读书；并汇款参加创办广

州华侨投资公司，支援祖国建设；

1952年举家回国在厦门定居。

自 1956 年起，他连任第四至

十一届厦门市侨联主席。回国 40

年，在厦门市侨联主席的岗位上

履职 35 年。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爱国侨领，更是一位爱国完人。

1959 年 10 月，颜西岳在《厦

门侨联十年工作概况》文章中指

出：本会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

组织，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

团体。我们的工作是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

心侨务而积极工作的，力求发挥

作为党和政府的助手作用。本会

十年来的全部活动，皆遵循这一

方针而进行，会务取得成绩，对协

助国家做好侨务工作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

颜西岳实践了他一生崇高的

意愿———爱国，爱党，听党的话。

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尽

力做好。颜西岳回国 40 年，先后

在党的统战部门、市政府、市政协

任职工作，是各界尊敬的爱国民

主人士之一。他一心扑在侨务工

侨生侨缘为民为侨
陈联合出生在印尼，父亲

是当地侨领；回国后就读集美

侨校、华侨大学；毕业后，工作

在华侨农场、华侨亚热带植物

引种园、侨务部门……他这一

生没离开“侨”字，心中更是永

远记挂着“侨”。

1977 年 1 月，因工作需要，

陈联合被调回 1959 年 3 月由时

任厦门市侨联主席颜西岳、副

主席汪万新创办的华侨引种试

验场任技术员，并积极投入华

侨植物引种园的复办工作，负

责引进海外优良植物品种。他

亲眼见证了许多海外侨胞的拳

拳爱国之心，也与侨胞们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1984 年 6月，陈联合升任厦

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主任，

并带领全园同志把引种园建成

一个全新的植物引种中心，多次

接待中央、省市领导陈慕华、林一

心、胡平、李瑞山、邹尔均、习近平

等到引种园参观考察。

由于成绩突出，1983 年 11

月，陈联合在市第九次侨代会

上当选侨联副主席；1987 年 12

月作为侨界代表出席厦门市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常

委会副主任至 2007 年。2007 年

7 月转任市政协十一届副主席

至 2012 年。

陈联合任职人大、政协领导

班子 25 年期间，先后当选全国

侨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

1992 年 3 月 30 日，陈联合

当选市侨联主席。陈联合继承

前辈颜西岳的爱党、爱民、爱侨

精神，在三十年侨务工作岗位

上，拓展了侨联与海外侨团的

联系、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谊，

尽力尽责为侨服务，妥善处理

过国内归侨侨眷的侨房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等。

每年参加全国“两会”，他在

会前认真收集侨界各方建议和

意见，带上涉侨的提案、建议案；

围绕“侨中有台，台中有侨”的特

点和优势，积极构筑发展厦台两

地合作交流桥梁，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与港

澳侨友的联系，大力弘扬和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

陈联合始终认为，我们做

“侨”的工作，既要重视新侨工作，

也不能忽视老侨的工作，既要拓

展海外联谊工作，更要做好国内

的侨务工作。他与致公党厦门市

委一起积极推进“五侨”制度，帮

助归侨侨眷解决实际问题；组织

“五侨”与港澳侨界举办 1997年

“迎香港回归”，1999 年“迎澳门

回归”等等系列活动。

几十年来，陈联合在自己的

岗位上，把“凝聚侨心，发挥侨

力”8个字落实到了实处。

作上，通过组织发动、引导广大

华侨、归侨侨眷，港澳台和金门

同胞，为厦门的经济建设、文教

建设，老、少、残等社会福利事

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他吸引侨资兴办厦门罐头

厂、厦门橡胶厂等企业；关心和帮

助扩建同安竹坝华侨农场、天马

种猪场以安置归国难侨；倡办华

侨中学、华侨幼儿园、华侨托儿

所，创办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儿

童乐园，还为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劝募和赞助。凡此种种为民办

好事，他都全力以赴。

颜西岳每办一事，都认真对

待。如倡办华侨大厦、华侨新村，

他都亲自实地选点；企业投产后，

他就深入检查，帮助解决问题。

颜西岳为了党的事业，敢于

批评又善于批评。他对侨界中

的优秀代表人物，都恳切地向

党组织推荐，或紧紧地团结、依

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他敢

于用人，善于用人，因而在各地

区、各阶层的侨界中的老、中、

青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对华侨

的团结面越来越宽。

颜西岳善恶分明，是非分

清，他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做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事对

人评估详尽，有时也很严厉。发

现有的归侨干部轻视或忽视党

的统战工作时，他就反复宣传

党的统战工作精神，认为统战

工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

宝之一，是团结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的大事，没有人民的团结，

没有归侨侨眷的万众一心，事

情是办不好的。

颜西岳也是很注意讲信誉

的党外人士，有哪位领导、哪个

部门失信于民，他都提出批评，

提请注意改正。他说：“失信于

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颜

西岳对自己更是律己甚严。他

一贯平易近人，广泛接触群众；

他注意反映民众的呼声，从不

松懈。他几十年忘我工作，从不

要公家一分一厘补贴，他当副

市长时，市政府将他应得的工

资发给他，他不要；当市政府将

工资存放入银行，他还是不拿，

最后交付市侨联整笔提取用于

华侨福利事业。

他平日衣、食、住、行也是很

俭朴的，从没有设置过“专车”，从

没有用公款请客送礼，这些都为

我们树立了好榜样。颜西岳始终

把党有所呼、民有所盼、侨有所为

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宗旨。

厦门市各属华侨参加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合影，第一排左三为梁灵光

年代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柯朝阳（右二）、厦门市侨联主席颜西岳

（右三）深入农村了解侨务政策贯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