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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

———印尼归侨肖枫 □本报记者林希

肖枫(即萧枫，1917-1991)，曾用

名萧师颖、徐明德、许如鹤。福建安

溪人，印尼归侨，1936 年 1 月参加革

命，曾任中共海外工作团团员、上海

市学生救亡协会服务部长、党内党

团委员，暨南大学支部委员及华侨

同学会主席。在新四军苏中军区担

任过副区长、政治部前线剧团政治

教导员、供给部政治协理员、华中野

战军七纵（后为十一纵）三十一旅直

工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

团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四团政治

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厦门大

学军事副代表、党支部书记，中共厦

门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厦门市委

书记处书记，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兼高教局局长，厦门市委副书记、书

记，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集美学校打下人生基石

肖枫乳名萧田湖，1917 年 5

月出生于安溪县龙门镇湖山乡朴

都村。童年时期，家乡民军蜂起，

地方混乱，社会不宁。肖枫的父亲

萧佐透是一位印尼华侨，曾是贫

农并手工业者，在朴都小山村种

几亩地兼做面线副业勉强维持，

后到印尼当学徒，又与人合开面

坊。肖枫 4岁时，母亲带他漂洋过

海到印度尼西亚爪哇柬宜里投奔

父亲。

1929 年，肖枫在荷印爪哇谏

宜里中华学堂(小学)读书时，家人

就听说国内有个集美学校。萧佐

透为使生活在异邦的儿子不忘祖

国，也为了儿子的前途，决定送 12

岁的肖枫到集美学校求学。

当时的集美小学，在陈嘉庚

先生的感召下，教师热心施教，学

生勤奋攻读。肖枫沐浴在阳光里，

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特别是打

下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坚实基础。

班主任老师热忱教导，对学生爱

护关心备至。校总务主任指导肖

枫管好钱财，把国外父兄寄来的

钱寄存学校银行，每周只领五、六

角零用钱。肖枫专心读书，爱好运

动。1931 年小学毕业后又进入高

级水产航海学校学习 3 年。在集

美学村 5 年的学习生活，对肖枫

在生活上养成自立俭朴的习惯直

至各方面健康成长都有很大帮

助。更深远的影响是，在此后漫

长、艰苦的岁月里，陈嘉庚先生忠

贞爱国的高贵品德，一直是肖枫

的精神航标，激励他前行。

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

1934 年 6 月，肖枫前往上海，

先就读于上海泉漳中学，后转至

暨南大学附属中学。在读暨南附

中期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

九运动。出于对日寇侵略的仇恨

以及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的不

满，在暨大中共党员陈伟达、刘烈

人、陈秀化等的教育引导下，肖枫

积极投身抗日工作，并于 1936 年

1月参加了暨大学生救国会，从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革

命工作。1937 年淞沪局势紧张，在

上海的荷印侨生纷纷归去。肖枫

坚持留在国内，并于当年 6 月考

入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系。他参加

了“暨大学生救亡团”，从上海出

发经宁波、金华到江西，沿途宣传

抗日救亡活动。

1937 年底，肖枫在江西南昌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遇到泉漳

中学同学蔡其矫，二人商量奔向

红色延安。两位热血青年即刻行

动，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开了介

绍信，往汉口找到另一位泉漳中

学同学、归侨王孙静。三人结伴出

发前往西安，找到七贤庄八路军

办事处，又坐货车到洛川，从洛川

再走了 3天路才到达延安。

延安展开温暖的怀抱，

拥抱了一心追求光明的归

侨青年。他们先到由红军大

学改称的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后又转到陕北

公学学习。1938 年 10 月，肖

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争取更多南洋华

侨支援祖国抗战，1939 年

1 月，肖枫接受党组织的

安排，参加“海外工作团”

到了香港，后因情况变化

改派上海，从事地下党工

作，同时继续完成暨南大

学的学业。

在上海地下党期间，肖

枫担任过上海市学生救亡

协会服务部长，在党内任党团

委员，负责对内领导学协工作

组，对外代表学生界，同时担任

中共暨南大学支部支委及华侨

同学会主席。

1941 年 10 月，他与几位地

下党党员创办上海暨光中学作

为掩护，他担任教务主任，积极

开展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1942 年 11 月，党指派肖枫

离开上海，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所在地。根据当时的工

作需要，肖枫先后担任过副区

长、苏中军区政治部前线剧团

政治教导员、苏中军区供给部

政治协理员、华中野战军七纵

（后为十一纵）三十一旅直工科

长等职。

在战争期间，他积极发动

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做

好后勤补给工作，好让前线的

同志狠狠痛击敌人。他为民族

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积极

工作，在作战部队参加了包括

淮海战役在内的多次战斗。

1948 年，肖枫被任命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

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四团

政治处主任，参与南下解放福

建的各次战斗。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肖枫出生

入死，一直为新中国的建立而

奋斗。

与嘉庚先生并肩建设厦门

在福建工作期间，肖枫曾

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处书记、

宣传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

市民主人士审查领导小组组

长、华侨博物院行政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后调任福建省教

育厅副厅长并兼省高教局局

长。

1949 年 10 月 17 日，厦门解

放，厦门市军管会于 10 月 20

日委派军代表吴强、肖枫接管

厦门大学，组建新的厦大党支

部。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工

作关系，肖枫与陈嘉庚先生有

较多接触。他会闽南语，可与

陈嘉庚先生直接交谈。从集美

学校开展“三反”运动、厦大修

建建南大礼堂到修筑福建铁

路、建设厦门纺织厂、在厦门

召开全国侨联扩大会等各项

工作，肖枫与陈嘉庚先生都有

密切接触，他也一次又一次地

得到陈嘉庚先生的教诲和关

心。

1959 年 5月 14 日，华侨博

物院举行落成典礼。陈嘉庚先

生主持揭幕仪式，并在市长李

文陵、市委书记肖枫的陪同下

剪彩。同月，陈嘉庚设立华侨博

物院行政委员会，亲任主任，聘

请尤扬祖、肖枫、张楚琨、颜西

岳为副主任。

1952 年，鹭潮美术学校

（现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

院）初创，校舍鼓浪屿八卦楼

需要修缮，教学经费缺乏，面

临办学危机，于是开始在社会

上募集资源。1953 年，鹭潮美

术学校董事会成立，前后聘请

了黄长水、蔡衍吉、罗丹、杨夏

林等 20 余位社会贤达为董事

会成员，肖枫与颜西岳、林采

之、欧阳璜等侨界人士都是其

中成员。大家慷慨解囊，共同

筹资，加上省文化局补助、学

生学费缴纳，学校得以维持正

常运作。直至 1956 年公私合营

后，学校由私立转为公立，校

董事会才完成了历史使命。这

是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校董们

的名字少被提及和铭记，但他

们热衷教育之心令人敬佩感

怀。

肖枫分别于 1956 年 10 月、

1959 年 3 月被选举为厦门市政

协一届、二届副主席。1957 年 2

月，市委成立市民主人士审查

领导小组，时任市委书记处书

记肖枫任组长，对民主人士进

行审查。

文革期间受冲击，曾任华安

水库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等

职。

为厦门统战、教科文卫事业殚精竭虑

“文革”后，肖枫任厦门市政

协副主席、中共厦门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中共厦门市委副书

记等职，兼任福建厦门亚热带

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和厦门

鹭江职业大学（简称“鹭大”，

现为厦门理工学院）党委书

记、首任校长，直至离休。

1981 年春，中共厦门市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决定创办一所

市属大学，以培养厦门经济特

区急需的技术、管理第一线的

应用型人才。5 月 19 日，厦门

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创办鹭

江职业大学，校址设在蜂巢

山，明确“鹭江职业大学是一

所综合性的全日制走读大专

学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

10 月 15 日，第一届招收的英

语、日语、计统、外贸、机械工

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六个专业

共 232 名新生正式开学上课。

首届学生的开学式和入学教

育借用大庆馆简陋的小礼堂

举行，大庆馆又叫“厦门市工

业产品展览馆”，就是现在的

科技宾馆。师生们济济一堂，

激情满怀。肖枫在开学式上发

言，告诉学生们，湖里出口加

工区当日上午动工，还说鹭大

的专业是为特区设立的，特区

需要技术型的人才。当时条件

虽然简陋，但是大家都充满着

办学的激情。12 月 3 日，厦门

市政府正式任命肖枫为鹭江

职业大学校长。自此开始，肖

枫带领鹭大师生们开疆拓土，

使鹭大迅速发展壮大，直至

1986 年 2 月离休。

肖枫一贯重视党的知识分

子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侨务、

教科文卫工作，作风正派、平易

近人。

1982 年 4 月，厦门市委召

开统战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

肖枫在会上传达中发[1982]19

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

政策》。

为了致公党的成立与发

展，肖枫经常指导致公党厦

门市委会的工作人员开展工

作，并亲自参加活动，还为致

公 党 组 织 介 绍 发 展 对 象 。

1982 年 9 月 26 日，致公党厦

门市委会在市政协礼堂举办

“文革”以来首次全市侨界国

庆晚会，时任中共市委副书

记肖枫等领导及海内外来

宾、归侨侨眷 280 多人参加

了联欢会。

肖枫始终信仰坚定，对党忠

心不渝，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

为人光明磊落，积极乐观。1991

年 8月 21 日，肖枫因病在厦门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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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为华侨博物院剪彩，右侧执彩带者为肖枫

当年延安著名的三归侨，右为肖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