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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大诞辰 100 周年

“在集美大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李尚大先生都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李尚大先生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上，集美大学原校长辜建德动情地说。

2021 年 4 月 14 日，是李尚大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

为了缅怀李尚大，更为了激励广大师生弘扬嘉庚精神和

尚大情怀，集美大学召开李尚大先生诞辰 100 周年座谈

会，会议由集美大学副校长曹敏杰主持。座谈会上，辜建

德回忆与李尚大生前接触的许多往事：“他不只一次告诉

我，‘陈嘉庚’三个字就是办好集美大学的无价之宝。嘉庚

先生倾资办学，这给一代又一代集大人以深深的教育。”

李尚大是著名印尼闽籍企业家、侨领、慈善家和社会

活动家。曾任集美大学校董会副主席、厦门大学及泉州华

侨大学校董事会董事、世界安溪联谊大会董事长、泉州黎

明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等职务。2004 年 4 月，福建省人民

政府曾授予李尚大先生“华侨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

奖”。

李尚大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归功于嘉庚精神的影响，

作为嘉庚精神的实践者和继承者，他的一生同样爱国爱

乡，为教育作出许多贡献。

李尚大生于福建安

溪。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

集美中学高中 13 组，学校

内迁安溪时，逢周末，他常

常带着一大班同学回家吃

饭，改善伙食。到村口就开

始喊“妈，来客人啦！”

他敬重师长，喜欢打

抱不平，有侠胆义气。黄

永玉先生曾在采访中讲

了他给老师“出气”的往

事：学校一个老师去看

戏，被警察局的人打得鼻

青脸肿，说他侮辱了坐在

旁边的警察局局长太太。

老师被人家打了，全校都

轰动了，李尚大带着高中

一帮人来警察局，局长见

势头不对，带人躲了。大

伙顺势把警察局砸了个

稀巴烂。

因为李尚大打抱不平

引起的这场风波，很快演

变成一场波及全省的学

潮。最后，安溪县警察局局

长被革职，而学校也不得

不开除李尚大等三名带头

的学生。离开集美学校的

李尚大很顺利地进入了培

元中学。多年之后，他才知

道，培元这所名校之所以

收留他这个被开除的学

生，是因为陈村牧老师的

暗中相助。

上世纪八十年代，离

开祖国三十多年的李尚大

先生回到了家乡，他首先

去看望的就是当年集美中

学的校长陈村牧。2000 年

11 月 12 日，尚大先生在集

美大学村牧楼的剪彩仪式

上动情地说：“我们的母

校，尤其是我建设这座大

楼，是奉献给我的老师陈

村牧先生。我本人对陈村

牧先生非常尊敬。”

1949 年初，李尚大只身去了香

港，之后又漂泊到南洋。事业有成后，

李尚大先生捐资在印尼西加里曼丹首

府坤甸创办西加里曼丹大学。

1985 年，他第一次回到阔别几

十年的故乡。他带着妻子、女儿、媳

妇和 4 个孙子第一次回国。虽然他

不想惊动地方官员，但是获得信息

的胡平省长和厦门市政府的领导，

都提前到机场欢迎他们。他们在厦

门华侨大厦住了 20 天，每天都有百

多人去看他。有坐专车来访的，也有

穿着破衣短裤的，他都一视同仁，热

情接待。集美大学任静波和几位老

校友去拜访他，也得到他热情接见。

他回到安溪，看到家乡还是那样

贫穷，伤心地流下眼泪。一位在政府

做事的老朋友问他回乡观感，他说：

“家乡是有进步，有不少好的变化。

可是太慢了，太少、太可怜了！人家

是坐飞机，我们还是骑自行车，不要

说与先进的国家相比，就是与东南

亚几个还处在开发中的国家相比，

也是差了一大截，最少有 20 年的距

离。”他一向坦诚，有话直截了当。

他看到问题，往往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会主动想着怎么解决，甚至把责

任揽到自己身上。他看到家乡还很落

后，回到印尼，便把生意的事托付给两

个儿子，跟家人说好自己以后每年要

回国一二次。他说：“安溪是生我养我

的地方，我要回去作奉献！”

那时候，许多海外侨亲回来探路

投资，当地政府官员都特别欢迎，许诺

种种优惠条件，因此也盼望着他能驻

足投资，但他都婉言拒绝。他明确表示

自己是回来找些“头疼”的事情做的，

是来回报家乡而不是来做生意的。

他认为家乡“治贫要先治愚”。于是，

他与胞弟一起在安溪县湖头镇创办了慈

山学园。征地建校舍，他不占用农田，

宁可多花钱平整土地，也要用山地。

他学习集美学村的模式，慈山学

园含有小学、初中的九年制学校，农业

职业学校，还有以后由他胞弟负责的

财经中专。安溪县受他资助的中、小学

有20多所。他设立的“慈山建委会”，

人手精干、协调有力、管理到位，就像

一个小教育局。他重视教育。常常提及

是因为母亲坚持要他上学，才有他的

今天，是教育救了他。其实，这也是他

曾经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深

切认识和情怀。

他竭力推动县、镇发展农业、改

善交通状况和环境卫生。他还抢救

了县高甲戏剧团。为了争取安溪县

享有茶业出口权，他夤夜伏案，写了

一份长达 20 多页的《为我安溪人请

命》的信，呈送给中央和省、市有关

部门。10 年间，他给中央和省、市主

要领导人发了 38 封求救信，还多次

上门造访。1997 年，他终于如愿以

偿，为安溪县争取到茶叶出口权。

2007 年，全县茶叶总收入达 57 亿

元，比以前最好年景的年收入 5000

多万元，增加了一百多倍。

自 1985 年他第一次回国到 2008

年离开我们，23年间，他几乎每年都

要回来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他把很多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祖

国特别是家乡、母校的事业发展上，光

书信就写了1200多封。这一封封老人

家亲笔手写的书信，无不凝聚着先生

深厚的爱国爱家的赤子情怀。

“我办教育是跟着陈嘉庚校主的

足迹走的。”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他在北京、福州、厦门、泉州、安

溪等地办学或捐助学校的经费超亿

元。他办学不求名不求利，由他捐建

的校舍及其他建筑大都用他小学、

中学、大学老师的名字命名。他经常

对学校的校长、老师说：“我们学校

培养人的目标，不单是要学生掌握

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

学生的品德比什么都重要”。

李尚大先生深受陈嘉庚先生爱

国爱乡、倾资兴学精神的熏陶和影

响。他一生忠贞爱国、爱乡，热爱集

美母校、热爱集美大学。他为家乡的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为集美大学的

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1993 年，为了推动集美大学的

合并组建而特地拜会省领导，李尚

大在厦门宾馆彻夜守候；为了实现

集美大学实质性合并，提高办学水

平，先生在各种场合为学校大声呼

吁并带头捐资，他为工商管理学院

捐开办费 100 万港币，为国际学术交

流中心建设捐 400 万港币，为学校本

科教学评估又捐出百万巨款以改善

办学条件；当得知集美大学要建设

新校区、迎接 90 周年校庆时，他又牵

头为新校区建设捐出 1600 万元人民

币；他率先出资筹办集美大学诚毅

学院，亲自为学院挂牌，并且担任诚

毅学院监事长。

李尚大先生亲自担任学校校董

会副主席，以他那宽广的胸怀和卓

识远见指导学校建设，为学校发展

凝聚力量，帮助解决学校发展中的

难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李尚

大先生，就没有集美大学的今天！他

自己却曾谦虚地说：“我学习校主的

精神，为集美大学做一些事，为祖国

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是我对校主的回报，也是我应尽的

义务。”

李尚大先生对同胞给予极尽所能

的关切和爱护，做的好事更是不胜枚

举，最为突出的是他竭力使 30多万侨

亲结束了“圈地为牢”的悲惨生活。

在印尼，有一大批已放弃印尼国

籍而没有返归祖国的华侨，被印尼政

府“圈地为牢”，生产经营受到种种限

制，大多数人生活十分困苦。对此，李

尚大深感不安。他挺身而出，不顾重重

困难，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历时

五载，四处求援，多方交涉。

1994 年，江泽民主席在印尼访

问时特地接见了他与家人，对他说：

“你在印尼做了许多好事，我代表国

家感谢你；你在中国做了许多好事，

我个人感谢你。”李尚大坚持不懈的

努力最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

助。1996 年，旅居印尼的 30 多万华

侨终于重新获得了印尼国籍。时任

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获悉后，致

信李尚大赞扬道：“尚大先生能拯救

30 多万华人，难能可贵，功德无量。”

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先生杰出的学生，李尚大一生都在

追随嘉庚先生的足迹，承续了嘉庚

先生教育兴国的伟大实践，为祖国

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最让

我们感动的是，川羽、龙羽等李先生

后人依然秉承了先生遗志，不遗余

力地为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做贡

献，不遗余力地支持集美大学的建

设和发展。2018 年集美大学百年校

庆，他们又慨然捐赠 1000 万元人民

币支持学校一流大学建设。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我们怀念李尚大先生，不仅仅因为

他为集美大学的组建和办学奔走努

力，也不仅仅因为他自己生活俭朴却

为集美大学的发展慷慨捐资，更重要

的，是他把嘉庚精神发扬光大，他的精

神已经在集美大学深入人心，成为我

们克服困难、不断进取的不竭动力。

“嘉庚精神，尚大情怀”成为集美大学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集大的校园里，李尚大捐建

的“村牧楼”“尚大楼”和“灿英楼”等，

连同先生的丰功伟绩，永远矗立在集

美的大地上，永远铭刻在每一位集大

人的心中。这些宏伟的建筑将向后人

述说着集美大学的发展历史，诉说着

集美大学全体师生对尚大先生深深的

怀念。巍然矗立在校园里的李尚大先

生铜像，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集美大

学的每一点进步，一如既往地激励着

集美大学更好更快地发展。

（集美大学、《影居》）

集美学校的孩子

爱国爱乡的赤子

谦恭朴实的集大校董

大爱无疆的同胞

李尚大（右）与陈村牧在一起

李尚大于 1993年 4月 13 日分别写

给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时任福建省

省长贾庆林的信，呼吁组建集美大学

尚大楼

集美学校校友黄克立、李尚大等海

外嘉宾出席集美大学校牌揭幕仪式

□ 陈连利 任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