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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厦门大学，这所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学府迎来百岁生日。“弘扬嘉庚精

神，奋进一流征程”，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校庆主题标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

训，“致吾知于无央，充吾爱于无疆”的校歌，无不透露着这所百年学府在任何时候都

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坚定。

恰是百年风华，奋斗正当其时。从百年的时光中走来，爱国、报国，这些蕴藏在厦

大百年中的文化基因，成为厦门大学特有的精神财富，被传颂在一脉相承的校歌校

训里，被镌刻在融汇了嘉庚精神文化符号的校徽中，流淌在厦大的血脉里，在百年芳

华里激励着一代代厦大人坚定前行。

五老峰下，厦门岛南端，矗立

着“中国最美大学”厦门大学。从

思明校区的西校门而入，左手边

是 100 年前落成的群贤楼群，一

主四从，一字排开，面朝大海。楼

群的屋顶是闽南常见的琉璃瓦

“燕尾脊”，楼身有西式廊柱，这样

“头戴斗笠、身穿西装”的建筑样

式，由创校人、华侨领袖陈嘉庚亲

自参与定下，因此也被称为“嘉庚

风格”。

群贤楼的东南方，是建于

1950 年代的建南建筑群，同样面

朝大海，同样是嘉庚风格。当时，

陈嘉庚的雄心，要让外国的轮船

一开进厦门港，就能看到新建的

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

宏伟的主楼建南大会堂，至今仍

是厦大师生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

等重要活动的场所。

100 年间，厦大校园里的大楼

越建越高，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始

终保持了一致的风格，一如厦大

百年历史的缩影。不论历史如何

变迁，厦门大学始终都是中国高

等教育版图上一座无法忽略的重

镇。

“如果去考察中国所有第一

方阵的大学，几乎都位于政治、

文化中心，至少也在省会城市，

但厦门大学是在一个海岛上，这

在当时是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地

方。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每

个历史时期都跟得上步伐，靠的

是什么？是自强。”厦门大学中

文系教授朱水涌说。

卖大厦办厦大
20 世纪初，相较周边的广东、

浙江，福建长期是高等教育的洼

地。出身于福建同安县的陈嘉庚

一直关注闽南地区与华侨子弟的

教育，在此之前，他已经创办了集

美女子小学、集美中学等多所学

校。1919 年 5 月，陈嘉庚再次回

国时，正赶上“五四”运动时期，

“民主与科学”成为最新的社会思

潮，创办厦大的事，“不得不急急

筹谋，刻不容缓”了。

陈嘉庚操持和运营庞大产业

的实业家经历，使得他在创办教

育时有一种全面和长远的眼光。

100 年前，厦大思明校区所在的

地方，还是一片被叫做演武场的

荒地。但陈嘉庚认为，“教育事业

原无止境……将来发展无量”，所

以 跟 政 府 要 了 2000 余 亩 土

地———尽管那时厦大师生只有

100 多人。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

疆。吁嗟乎！南方之强！”1921 年

4 月 6 日，在厦门大学的开学典

礼上，学生演唱了由语言学家、音

乐家赵元任谱曲、化学家郑元贞

作词的校歌。歌词表达出陈嘉庚

对学校的期望：“南方之强”。这一

天后来也被定为厦大的校庆日。

厦大的雄心，更具体地体现

在当时校长林文庆的办学方针

上，“保证学生所接受的教育，

要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希

望各教员及学生均能极深研

究”，使厦门大学将来“成为我国

南部之科学中心点”。为此，厦

大注重延揽国际顶尖人才，在

1924 年 ~1925 年度的 14 名理科

教授中，就有 6 名是外籍或欧美

留学归国学者。在科学方面也

已经有所成果。

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中国

领海面积与海洋资源不输任何国

家，但海洋方面人才非常不足，沿

海省份应该“奋起直追”。因此，厦

大创校不久，就开始进行海洋生

物、海洋化学的研究，并很快初露

峥嵘。

1933 年，厦大化学系唯一毕

业生佘文锵的毕业论文《厦门海

水之分析》为中国最早的海水分

析记录。次年，化学系一篇题为

《文昌鱼之化学研究》的毕业论文

出炉，作者是此后入选中科院院

士、担任过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

1946 年，厦大正式成立中国第一

个海洋学系，设海洋生物、海洋化

学、海洋物理三个方向。

与此同时，1920 年之后，国学

研究开始在学界被重新重视，

1922 年末，北大将国学划分为四

大学科门类之一。林文庆虽出身

医科，在西方求学多年，但对国

文、传统文化很重视，于是，1925

年底，厦大开始筹备成立国学研

究院。

在经历数次募捐失败后，学

校庞大的经费花销压在陈嘉庚一

个人身上。相比南开大学初创时

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

拨款和地产租金等多个资金来

源，厦门大学创办的前十年，经费

91％都来自陈嘉庚。当时，陈嘉庚

几乎是在倾囊办学。厦大成立后，

他每年的生意及产业所得的利

润，除花红与一部分添入资本外，

其余皆尽数寄回祖国，以充教育

费用。

所幸当时陈嘉庚的生意正

隆，厦大的教授月薪可达 400 元，

讲师和助教的月薪分别是 200 元

和 150 元。相比之下，彼时的复旦

大学校长与专任教授的月薪最高

也只有 200 元，而北大正面临着

开不出工资的煎熬。

1926 年，由于北京时局动荡，

加之学校长期拖欠薪资，北大的

一批教授纷纷南下。相较北京，厦

门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厦

大又提供了颇为丰厚的薪资，林

语堂、鲁迅、顾颉刚、陈万里等一

批知名学者相继来到厦大国学研

究院，令世人感到这阵仗“大有北

大南移之势”。

但好景不长，不久，世界爆发

经济危机，陈嘉庚的生意极大受

挫，1929 年，累计亏损 320 万元，

资不抵债。当时，汇丰银行和一个

财团愿意扶持陈，但要求他停办

厦大与集美两校，因办学的资金

包袱过重。但陈嘉庚回绝了，并表

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

停办。”

这个过程中，陈嘉庚想方设

法寻找资金来源，其中一则广为

流传的故事，是他卖掉了原本为

两个儿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

墅，被誉为“出卖大厦，维持厦

大”。但即便如此，到了 1936 年，

厦大从 21 个学系削减为 9 个学

系，陈嘉庚感到已实在无力支撑

厦大，便将学校无偿捐给政府。

面向华侨、面向海洋
厦门四面临海，福建又是华

侨之乡，新中国成立前，厦大就逐

步形成了吸纳侨生，研究海洋的

特点。1950 年代，经国务院批准，

厦大正式确立了“面向东南亚华

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

围绕这一方向，1956 年 10

月，厦大正式成立了南洋研究所，

研究东南亚华侨有关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问题，及华侨所在

国的历史、地理等。同年，厦大

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面向海外

的华侨函授部，主要以函授教育

方式培养华侨师资。1960 年代

初，厦大的海外在学函授生人数

比 1958 年增加三倍多，遍布五

大洲十几个国家。从 1956 年起，

厦大招收侨生数字开始扩大，以

逐步实现侨生占全校师生三分

之一比例的计划。1963 年，厦门

大学被中央确定为全国 13 所重

点高校之一。

开放的厦大
对台研究是厦大紧紧抓住自

己的地理区位优势做文章的范

例。

1979 年 1 月 1 日，大陆《告台

湾同胞书》发表，标志两岸关系发

展进入新历史时期。但截至 1980

年，整个大陆还没有一家专门从

事台湾研究的学术机构。1980 年

7月，经过国家批准，厦门大学台

湾研究所正式成立，到 2004 年，

改制为台湾研究院，这是海内外

最早公开成立的台湾研究学术机

构。

厦门作为经济特区，也使厦

大在吸引国际人才与国际交流领

域有着独特优势。1988 年，美国

人潘维廉第一次从两个陌生电话

中知道厦门———这个台湾对面的

城市。他的妻子在台湾出生、成

长，他也在台湾生活过几年，他觉

得这是巧合，很有缘分。这一年，

他卖掉美国的公司，途经香港来

到厦门。之所以选择厦大，潘维廉

说，正源于厦大的开放、包容，这

也是厦门人、闽南人的特质。当

时，厦大是他了解到的中国唯一

一所可以携家人的学校。那时候，

厦大正要开设 MBA 项目，潘维

廉希望能教中国学生学习管理、

国际贸易等知识。如今，32 年过

去，他已经是厦大管理学院教授、

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荣

誉公民。

百年华诞，重新出发。厦门大

学校长张荣表示，面对竞争，在量

和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厦大要

内涵发展，更加关注质，同时要特

色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每

个学科的领域足够广、创新空间

足够大，最终不同学校将会在不

同领域形成它的特色。只要把这

些做好了，形成我们的特色，就有

属于我们的舞台。”

（中国新闻周刊）

4 月 7 日上午，“侨与厦大百

年”主旨论坛在厦大开幕，多位嘉

宾就“福建华侨与厦门大学”、“相

约厦大”等主题进行了演讲。

论坛上，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庄国土回顾了厦门大学建校百

年以来与福建华侨的历史渊源，

他指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

因素造就了福建华侨强烈的家

国情怀，正是他们的慷慨捐资与

鼎力支持，成就了今日的南方之

强。

庄国土说，福建华侨家乡以

前比较穷，所以他们更有帮助亲

友解决困难的使命感跟职责感，

福建也最需要海外的支持。这些

因素结合起来，就会让福建华侨，

跟家乡联系特别密切，特别愿意

来造福家乡。

吴少云是澳大利亚归侨也

是新侨代表人物，近年来他多次

参与厦大、集大等高校的捐赠活

动。一句“感谢母校喊我回家”

开场，他用细腻的回忆，引起大

家对美丽厦大的共鸣。“飘扬的

五星红旗闪耀在异国是祖国的

强大，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感到

无比的自豪和骄傲，祖国才是我

们的家！”坚定的话语，传达了

以吴少云为代表的新侨的真实

心声。

从厦大创立之初到艰苦抗

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张春旺带大家回顾了各个时

期华侨华人所做的贡献，细致分

析了侨与厦大一路走来的经历。

同时，他分享了在新时代背景

下，华侨华人如何继续发挥作用

以及要努力的方向。

年 月至 月，行驶在南海的“嘉庚”号

百年校庆晚会

□杜玮 彭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