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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大参加地下党在海外任教 4年

郑克成出生于漳州一个殷

实家庭，就读崇诚小学、崇正中

学。抗战时家道中落，读完初中，

进入大田集美高级商业学校就

读。当时集美商校实行军事训练，

这令他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

有规律的生活秩序，终生受用。

集美商校毕业后，被保送到

厦门大学商学院读书。在厦大，

郑克成读的是商学院会计系，但

他选择经济系为副系，同时也经

常去听教育系的课。他觉得教育

工作很有意义，救国家于危难，

必须有栋梁之才。当时，在他内

心已植入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念。

靠着叔父的资助，郑克成度

过了在长汀的 2年大学生活。抗

战胜利学校迁回厦门后，利用夜

晚到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

校兼课，同时还做些帮厨零工赚

些生活补贴。

正是内战烽火到处燃烧的

时候，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厦大

也不例外。在同寝室同学张卓云

（后改名张民汉）、纪华盛等的影

响和介绍下，郑克成加入了闽西

南地下党。

1948 年 6 月，厦门国民党特

务毛森大举搜捕、迫害地下共

产党员，党组织安排一些党员

疏散。郑克成毕业在即，于是征

得党组织同意后，决定到姐姐所

在的马来亚山打根去教书。

郑克成曾学过教育学，对陶

行知先生主张的知行合一，以及

在做中学学中做、教学相长、劳

动教育、平民教育等教育理念身

体力行。他对待学生较为民主、

平等，如兄如友，且带来许多新

知识，经常开展课外活动，还带

领学生们自己动手建校舍和篮

球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时隔 40年，1992年郑克成夫

妇重回山打根。一出机场，出乎意

料受到 20 多位当年的学生夹道

欢迎。“热烈欢迎郑克成老师莅临

山打根访问”的横幅及场景，引得

他热泪盈眶。离开山打根前夕，当

年的同事、学生 60多人又为其夫

妇举行欢送晚会。这番热情，引得

当地的报纸前来报道：“郑老师是

当年青年的偶像，风靡一时……

经过 40 年的时间，师生始得共

聚，欢喜哀伤，无限唏嘘”。

1950 年之后，因为在香港的

张卓云去了广东，党组织关系被

迫中断，郑克成想早日回国。当

时，姐姐、姐夫以及一些家长和

校董都极力劝说他不要回国，要

帮助其转移到菲律宾或印尼，但

他还是坚持要回到新中国。

回到厦门终身为教育事业奉献

郑克成回到厦门后，进入厦

门一中任教。他向厦门一中党支

部申请恢复党的关系，并将在山

打根四年的情况无论巨细都作

了书面汇报。但没有想到组织上

对他这段海外政治历史始终存

疑，没有作出结论，要求办理重

新入党手续。由于海外工作经历

没有结论和海外关系较多的缘

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难

免要接受审查，文化大革命中还

被作为特嫌，正式立案审查。这

段政治历史悬案，到了 1979 年

才得到平反，1948-1954 年这一

段时间的党龄也得到追认。

在厦门一中任教期间，郑克

成系统地学习了教育理论，加深

了对教育工作的认识。1956 年调

到厦门市教育局任中教股股长，

协助局长主管全市中等教育业

务，这段时期有机会经常到各

校、各地了解情况，熟悉教学教

育业务，教育行政管理能力和思

想观念、政治理论得到很大提

高。1971 年，教育局被斗、批、散，

郑克成也被下放到厦门海关作

为工宣队副队长，后又担任“清

理阶级队伍运动”工作，在郊区

驻扎了 2年，1974 年才归队回到

教育系统并被派到第七中学工

作，后任革委会副主任；1975 年

7 月，调到厦门二中任行政首长，

时逢“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干部

一律不能正式任命职务。1979 年

3月，调任厦门一中校长兼副书

记。1982 年 3月又调任厦门鹭江

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主持学校工作。

30 多年的教学生涯，郑克成

描述得风轻云淡。其实作为一名

归侨，他历经磨难，但他没有“你

爱祖国，可祖国爱你吗”这样的

疑问，真正做到了信念坚定。

他说自己“一生平凡，只求

做一个奉公守法、爱国利民的老

百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位

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是当之无

愧的教育家、真共产党员。

参与创办鹭江大学勇当开荒牛

1981 年，厦门经济特区建立

了，鹭江职业大学（简称“鹭大”）

也在这一年诞生。一张白纸绘蓝

图，对于郑克成这些开荒牛来

说，也就意味着白手起家办大

学。当时的校长由市领导兼任，

郑克成作为副校长主持工作，是

辛苦操持的大家长。

鹭大刚刚创办的时候，学校

没有教室，借用市财贸干校的简

易教室，课桌是从当时的“大庆

展览馆”搬来的；没有充足的师

资，聘请厦大等其它学校和企业

的教师；没有运动场，借用九中

的操场；没有礼堂，开大会或文

艺会演借用外单位的会场，条件

很是艰苦。师生们撸起袖子，上

下同心共建校园。年近六旬的郑

克成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走。

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年轻

人都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条

件虽然艰苦，老师却教得用心，

学生学得上心。“那时，大家共同

克服困难的精神让我很感动很

难忘”。

到 1986 年郑克成校长退休

时，学校已经开设了 8 个专业，

在校生 2000 多人，老师也绝大

多数是专职的。

时代的车流滚滚向前，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鹭江职业大学

更名为厦门理工学院。2021 年，

厦门理工学院极有可能更名为

厦门理工大学，这也意味着，从

鹭江职业大学起步的这所高校

的办学条件和内涵指标都达到

了一定标准。郑克成校长在九泉

之下定然欣慰开怀。

郑克成以满腔的热忱投入

教育事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曾获得“早期归国华侨教

育专家”称号。1986 年离休后，他

继续在鹭大教学，并连续担任学

校退教协会会长 8 年，还担任厦

门老年大学副校长 3年，直至 70

岁才正式卸下各项社会工作。而

这 10 年，他都是义务工作，没有

领一分钱报酬。

相恋相伴 62 载 希望来世做夫妻

郑克成写过一篇文章，说来

世还愿意与张淑英结为夫妻，但

要角色对调，他来做妻子，因为

他感念张淑英为这个家庭默默

付出太多了。

郑克成自己也没想到终身

大事竟是在山打根“奠基”的。张

淑英 1932 年出生于山打根的一

个工人家庭，初中在培志学校就

读。郑克成教过她两年书，印象

中，这是个勤奋守纪、生活俭朴

又懂事的好学生。毕业后，张淑

英一边读中学一边到培志学校

兼职，师生变成了同事，两人有

了更多机会接触，萌生了异样的

感情，日久弥坚。

1952 年将离开山打根时，郑

克成没敢向张淑英和她父母提

出结婚的请求。因为张淑英是独

女，而自己前途莫测，实在难以

启口。没想到，张淑英的一场大

病令父母以为她害的是相思病，

竟然同意他们一起回国。回国

后，张淑英继续念书，一直到

1954 年才成婚。

1954-2010 年，跨越半个多

世纪的婚姻生活里，他们始终相

濡以沫。2004 年，郑克成夫妇携

子女重回马来西亚槟城———蓝

卡威，孩子们在希尔顿酒店为父

母举行了金婚烛光晚会，庆祝他

们携手走过五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淑

英接到组织的安排，开始一手

组建当时的思明区侨联。1983

年起担任思明区侨联第一届委

员会副主席，直到 1991 年退任

思明区侨联顾问。为了做好侨

联工作，她学讲闽南话，拉近和

侨友的距离。侨联开展活动缺

乏经费，她从侨利面包厂批发

面包出来卖，获取的利润全都

用作侨联活动经费，这在今天

看来不可思议，但她就是这样

完完全全地投入工作中。她对

教师这份职业有着执着的爱

恋，直到 1987 年退休仍然保持

着教师身份。

不求子女成龙凤但求正直有用

“我对子女不强求其成龙成

凤，注意培养她（他）们学会做

人，做好人，做正直有用的人，做

对得起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人。”

父母的言传身教、良好宽松的家

庭氛围，使三个孩子都实现了父

亲的愿望。

大女儿郑昭红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曾任原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宣外办主任、科研管理

部主任。她永远记得中学时，父

亲每晚在卧室伏案工作的背影。

她最感慨父亲超脱的生死观，父

亲很早就写信给医院表示愿意

捐献遗体。生前立过两次遗嘱，

跨度 19 年，早已考虑好身后事。

而且一再强调不发讣告，不举行

仪式，骨灰海葬。

二女儿郑昭琳受父母的影

响，高考填志愿时，从第一个到

最后一个填的都是师范学校。她

在双十中学工作多年，曾被评为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任湖里区农

工党基层委副主委。郑昭琳一家

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她数不

清多少次父亲悄悄地为灾区捐

款，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提供

帮助，甚至依据报纸报道的信

息，寄钱给生活贫困的陌生人。

而父亲自己生活十分简朴，曾经

一个月只花了 7 元，还是因为理

发才花的钱。

儿子郑昭东 1987 年赴美求

学，曾在雅虎、诺基亚、宝马等大

型跨国公司任要职，是位科技精

英。他最感念的是在美国时，父

亲雷打不动的每周一信，既循循

善诱又平等交流，那是在国外孤

身奋战的精神支柱啊。

在儿女们心中，父亲低调、

正直、善良，有正义感，有社会责

任感。正因为这样，这个家庭曾

被社区评为“书香之家”，并在

2012 年被评为第八届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

郑克成（1925-2010），出生于漳州，1947 年加入厦门大学中共

地下党组织。1948 年到马来西亚山打根培志学校任教。1952 年回

国。曾任厦门市教育局中教股股长、厦门第七中学党委书记、厦门

第二中学行政首长、厦门第一中学校长兼副书记。1982 年筹建厦

门鹭江职业大学并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工作。1986 年离

休。获得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颁发的“纪念福建解放六十周

年”勋章、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章。

离休后发挥余热，在厦门市老年大学任副校长等，义务工作了

10 年。关心国家、关注社会，经常给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报刊写信，

建言献策。常年出资助学、助困、助老、救灾。集策划、组稿、撰稿、

主编、发刊为一身，15 年里编辑发刊 150 期《友谊之窗》，用笔墨叙

述爱情、亲情、友情、同学情。

张淑英，马来西亚归侨，原思明区侨联副主席、顾问。

思明区侨联思明区侨史学会厦门鹭风报社

□本报记者 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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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扭秧歌，张淑英、郑克成（前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