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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起鹍

厦门与香港

厦门与香港都是四面环海的

岛屿，同样拥有优良的港口。但就

港口的开发利用而言，厦门比香

港早了三百多年。

据历史记载，1946 年，有 1284

人从厦门乘船到达香港；1950 年

9 月 20 日，第一艘悬挂五星红旗

的“建安”轮从厦门首航香港；

1980 年 1 月 1 日，中断 31 年的厦

门至香港定期客轮“鼓浪屿号”开

航，继又增加“集美号”客轮；1983

年 10 月 25 日，厦门 -香港包机

成功首航；1985 年 1 月 3 日，厦门

航空公司开辟厦港定期航班。海

陆空全面运行，两地不同政见、不

同宗教信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的各界人士，华侨华人、归侨侨

眷，个人或组团进行考察访问、交

流学术、参观旅游、举办展览等多

种项目活动，难以计数。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厦门市

侨联与香港的归侨便有紧密的互

动与联系，通过颜西岳、汪万新、

李启东、陈永福、林承志等一批侨

领的“牵线搭桥”，吸引侨资、港资

在厦创办罐头厂、橡胶厂、感光

厂、机修厂、同安油厂等企业。上

世纪 70 年代，数以千计的集美各

校的印尼、缅甸、泰国、新加坡、

马来亚、越南、柬埔寨、老挝、菲

律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侨

生”从祖国四面八方移居香港生

活与工作，成为香港归侨“群

体”。许多人一句广东话也不懂，

却有不少成了香港侨友社、香港

集美校友会、华侨华人总会、厦

门联谊总会、侨社联会等各侨

社、校友会的骨干。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亲缘、侨缘、乡缘、学缘等

各种关系，香港侨界与厦门市侨

办、侨联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并

在“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

外”与“侨港澳台外联动”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

香港首个归侨组织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是国内

归侨出境的高峰期，他们中绝大

多数进入香港。由于内地学历不

为香港政府认可，许多有专业技

术的归侨无法发挥专业才能。他

们举目无亲，为了生活，不得不做

其它工作：大学生当护卫员、医生

当私家看护、大中学教师当杂工

和企业公司的门卫，只要有工作

就行。一家数口住的是十多平方

米的政府临时安置区，生活都是

最低水平线上。归侨作为香港新

移民，如何在这人地生疏的环境

中生存？如何才能脱离困境，改善

生活，融入香港社会？诸多问题，

那时在郑光煌、许灿、王钦贤、王

忠诗、古宣辉等一些侨友的脑中

反复出现。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有

出洋谋生的苦难经历，大部分人

为文盲，没有任何技术，全靠出卖

劳力求生存。但他们懂得按照宗

亲、乡亲和行业，自发地组织宗亲

会、同乡会、行会等各种社团，借

以互相帮助，介绍职业，济贫解

困。当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即

开始考虑培养下一代和宣扬中华

文化等问题。他们办起学校、报

社，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为华

侨谋取利益。

1980 年，在侨界前辈许东亮、

陈明德、吴立坤支持下，由郑光

煌、王文儒、王健文、王钦贤、王忠

诗、古宣辉、洪泉声、许丕新等 56

位热心人士开始发起组织侨社。

当时，香港处在港英政府管

制下，当局对新移民组织社团很

关注。归侨初到香港定居，人地生

疏，求职谋生并不容易。由于发起

人多数是印尼归侨，中国印尼未

恢复邦交，台湾入境审批严格，如

加入组织担心产生各种不利的影

响。尽管如此，为了谋求广大归侨

的利益，他们毫不顾虑对自己不

利的问题，仍积极参与发起创建

侨社的工作。

成立侨友社，没有雄厚财力

和社会地位的人士来扛大旗，是

很难成事的。而在 56 名同道之

中，大多数是打工的新移民，只有

少数刚起步的商界小老板。他们

忙于打好经济基础，无暇投入领

导工作，因此筹委会领导班子迟

迟未能正式成立。

直到1981年 12月 25日，侨友

们通过爱国侨领、香港华丰国货公

司总经理陈明德的建议，以“侨友

社”命名成立筹委会，制定章程，并

一致推举郑光煌为侨友社筹委会

主任，王钦贤、许灿、龚华根、古宣辉

被选为副主任。会址暂借用许灿在

上环德辅道西 35-39 号之联兴发

大厦9楼B座的写字楼。

1982 年 2月 26 日，以郑光煌、

许灿、王忠诗、赖锦忠、高荣玮和陈

振适等6人名义注册的“侨友社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它成为香港

注册成立的第一个华侨团体。

“香港侨友社”历经 40 年，

共 16 届，历任理事长有：郑光

煌、蔡其俊、王钦贤、林华英，王

钦贤（复任）以及现任黄英来。在

他们以及各届理事们努力领导

下，会务不断地发展，截至现在已

拥有三千余名会员，为祖国、为香

港、为侨胞、为桑梓贡献良多，社

团不断健康发展。

同年，邓纪生、苏培祥、叶联

意、陈长龙、林秉雄等集美侨

校、集美中学、航海学校等一批

师生倡议成立“香港集美校友

会”，校友们弘扬嘉庚精神，秉

承“爱国、爱港、爱校”的宗旨，

把曾经在集美学习、工作的成

千上万的侨生，团结在“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之下。侨友们边

“打工”边参与社团活动，主动

融入香港社会，并在各自社团

历届理监事会和华侨华人、归

侨侨眷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

重困难，走过了 40 年曲折和艰

辛的历程。他们都由成立初期

的不足百人成员，增加到三、四

千人。别看他们人数不多，但他

们确确实实代表着香港的各个

阶层的归侨侨眷，他们的身影

和足迹遍及香港“侨友社”、“华

侨华人总会”、“侨界社团联

会”、“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等各

界社团、各大专院校在香港的

校友会。

1991 年“香港缅华互助会”

成立，1993 年“香港华侨华人总

会”成立，2004 年“香港侨界社

团联会”成立，印尼、缅甸、越柬

老、菲律宾等同侨组织也相继

成立。至今 100 多个香港“侨社”

组织成为不可忽视的、维护香

港稳定与繁荣的强大力量。

1997 年 6 月 14 日，由集美

校友、新加坡归侨苏培祥为团

长的五十多位香港侨友组成

“赴厦参加侨界庆香港回归代

表团”，参加由厦门市人大侨

委、市政协“四胞”委、市侨办、

市侨联、致公党厦门市委和香

港侨友共同举办的“迎香港回

归联欢会”。当晚，1000 多名来

自各界的归侨侨眷欢聚在厦门

市人民会堂，观看由香港、厦门

侨界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的歌

舞晚会。从此，厦门侨友与香港

侨友来往更加密切，双方进行

交流、学习、互动，为香港的繁

荣稳定做贡献。

香港老归侨的赤心

“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

祖国更好”。亲历改革开放和香

港回归历程的广大香港华侨、

归侨侨眷对此深有体会。

2022 年 5月 10 日，香港华

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爱

国侨领许东亮先生之子许丕新

侨友看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后，给

我的微信中写到：《共青团员之

歌》,一代华侨青少年曾经的生命

战歌。当这一代人的生命走向暮

年，即将告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

想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

代”，那是一个改变我们命运的时

代，那是亲历和见证我们伟大祖

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

强”的伟大时代。一首令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广大华侨青少年

归国投奔新中国的战歌，是一

代人生命历程中永远的记忆。

许丕新老归侨奉行“爱国是

一种信仰”的品德，继承父辈的

“爱国、爱港、爱乡、爱侨”的精

神，与万千香港华侨一样，对祖

国的情思根植于骨髓，贯穿在

生命的始终。

2022 年 5 月 31 日，香港侨

爱基金会董事长王钦贤、理事长

黄英来主持“向新冠确诊侨友发

放慰问金”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

侨爱基金董事会主席王洪素玲，

陈志炜、张莲芳等侨友以及来自

40多个社团的侨友代表。

会上，王钦贤、黄英来表达了

“侨爱基金”对侨友们关爱的同

时，动员大家立即行动，与义工们

一起开车送“抗疫包”上门，成立

特别工作小组跟进该项事务，及

时申报确诊侨友的信息，以实际

行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中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侨界

社团联会首席主席余国春表

示：香港侨界社团组织是爱国

爱港的一股重要力量，秉持“爱

国、爱港、爱乡、爱侨”的宗旨，

广泛联系社群，团结侨友，为香

港繁荣稳定而不懈努力。这几

年来，在反暴力、反港独、拥护

港区国安法、拥护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

一系列爱国行动中做了大量的

工作。希望香港广大侨胞、归侨

侨眷在老一代侨领的支持下，

发扬老中青结合的特点，焕发

侨青力量，以侨为本，汇侨智、

聚侨力、护侨益，把握新时代新

机遇，迈向新征程，为香港的和

谐稳定，坚持“一国两制”，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同圆中国梦，谱

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

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今天，许多香港侨友已是“白

发苍苍”“七上八下”的老人了，但

是除了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继续为事业奋斗的部分侨

友之外，绝大部分侨友在空闲之

余，专心为社团和侨友们服务。更

可喜的是，不少侨友们的子女继

承了父辈的“爱国、爱港、爱乡、爱

侨”的精神，在各行各业及大、中、

小学任职任教，有的已经进入香

港公务员行列，共同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同助国家发展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

2022 年 5 月 30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

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习近平主席强调，今年适逢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

世公认的成功。中央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

动摇，更不会改变。在中央政府、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

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

键时期。相信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

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香港

发展一定会谱写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指出，去年以

来，在新选举制度下，香港先后

举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第六任行政长

官选举，都取得成功。实践证

明，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

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

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

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

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

用。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

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

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

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经历 25 年的风雨和大浪，

香港在践行“一国两制”方针和

“基本法”方面走过了一段艰难

曲折的路。我们要坚决清除港

英的殖民管治意识形态，坚定

树立“爱国爱港”、“爱国者治

港”和“依法施政”的共同社会

价值观。

习近平主席对行政长官的

讲话语重心长，蕴含深意，既是

对李家超寄予殷切期望，也是

对香港社会谱写发展新篇章的

鼓励鞭策。希望香港侨界各社

团：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继续防控好疫情，抓

住粵港澳大湾区建设、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和国家“十四五”规划

的机遇，发挥侨的优势，找到明确

定位，为香港注入发展动力，谱

写香港发展的新篇章。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更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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