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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故事：

集美地处东溪至石浔入海处，其海湾称浔江，昔日的海防前线，已蜕变成高颜值的现代化城市。

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集美这片热土，孕育了无数英雄志士，发生过浩气磅礴的红色故事。

浔江深，浔江长，浔江流水透厦门。厦门乎日本鬼子来损断，所在有人变饥荒。迄地有咱吔乡村，迄地有

咱吔田园，紧来讨倒返！

浔江深，浔江长，浔江流水透厦门。厦门乎日本鬼子来损断，所在有人变饥荒。举起大刀刣日本，收复失

地保厦门，厦门要天光！

这首集美革命童谣传唱于抗战时期，如今重读，依然能从字里行间看见那些动人心弦的红色往事。

集美歌谣中的抗战历史

1937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厦门也遭到入侵，1938

年 5 月 10 日，日军海陆空并进，

军民顽强抵抗不成，一时战火纷

飞，厦门沦陷。

山河破碎，已经容不下一张

安静的课桌，集美与厦门岛一水

之隔，敌机不时轰炸，集美学村师

生危在旦夕，被迫向内地迁移。

校董陈村牧经陈嘉庚先生同

意后，紧急召开临时校务会议确

认内迁，一场浩浩荡荡的学村救

亡之途开始了。

全体师生吟唱着《流亡三部曲》，

肩挑背扛着教具、图书和行李一路跋

涉，躲避从天而降的投弹，翻山越

岭，走了几天几夜才到闽中腹地。

尔后二次内迁，他们抵达了

大田，校长叶维奏在大田文庙、朱

子祠清点时，惊喜地发现，尽管许

多师生脚上满是血泡，腿走“瘸”

了，可十万册图书、千余件仪器却

丝毫无损。

校董陈村牧连夸“这简直是

奇迹”，战火并未阻挡住同学们学

习的热情，很快，高山顶上密林深

处便传出书声琅琅。

动荡岁月兴学
在拯救学校的过程中，抗日

救亡运动也日益高涨，早在内

迁之前，学村便成立了集美抗

敌后援会支会，各校相继成立

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组织起

了儿童演讲队、歌咏队和戏剧

团。

集美学村各校内迁后，战时

服务团积极下乡宣传抗战，足迹

遍及安溪、大田、永安、德化、永

春、南安六个县境。

战时服务团开展“一日一

分”、义卖、“献金购机”等捐募活

动，共募集各种支援抗日资金

62.24 万元，认购救国公债 5850

元，捐购的三架战机，被命名为

“集美号”。

除了进行宣传活动，还成立

了军事训练队，高中生加入“军训

队”，初中生加入“童军队”，一边

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参加操练，锻

炼体魄。

位于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

嘉庚路 57 号的三立楼，原为集美

学校师范部，建成于 1918 年，闽

西南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所在地。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闽

西南与闽中地区的地方党组织，

自 1937 年秋起先后选派中共党

员，到集美学校发展党员，建设党

组织。

归侨学生投笔从戎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

年十万军”的从军热潮中，集美学

村学生响应校主陈嘉庚“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号召，踊跃投笔

从戎。

1938 年，归侨学生林有声、

李金发、陈耕国、林步梯，在广州

与王寄生会合后，奔赴延安抗日

前线，被誉为“北上抗日五侨生”。

林有声，福建同安人，马来西

亚侨生。1920 年 9 月出生，1938

年 9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参谋

长，军委作战部作战处第二副处

长，师长，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江

苏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司令员等职。

1927 年，在马来西亚谋生的

林有声父亲林现民，把全家接到

海外避匪患求温饱。7 岁的林有

声到同乡会办的马六甲培风学校

上学，亲身经历了华侨饱受歧视

屈辱，他和同学向往有一个强大

的祖国。

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

事变。林有声永远不会忘记培风

中学历史老师上的一堂历史课。

老师把一张中国地图挂在黑板

上。中国像是一片桑叶，一条戴着

红徽军帽的毛虫正爬在桑叶上贪

婪凶残地啃吃，东北边的好大一

块已被它吃掉了。老师满含期望

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

们，你们要好好读书，长大了要用

你们的知识去唤醒民众，拯救祖

国的危亡！”这段话，烙印在了林

有声的心上。

1936 年夏，他回国进入集美

中学求学。然而，1937 年，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9

月 3日，日机日舰掩袭厦门，集美

危急。9月 10 日，日军占领厦门。

10 月 13 日，集美中学内迁安溪。

林有声参加集美学校“抗敌后援

会”“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及下

属的“军事训练队”，参加演讲、歌

咏、演剧、晨呼等抗日救国宣传。

一天，林有声去一家小书店

寻找抗日宣传材料，突然发现一

本小册子，上面介绍了八路军东

渡黄河开赴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

的情况，还登载了延安抗日军政

大学在全国招生的消息和八路军

办事处、通讯处地址。他如获至

宝，立即买回来，如饥似渴地读了

一遍又一遍。他下定决心：“延安

是抗战的圣地，要上前线，就要去

延安！”

1937 年寒假，同学们纷纷离

校回家，留校的只剩下五六十人，

大都是海外侨生。林有声、陈耕

国、李金发、林步梯 4个马来西亚

侨生，1 个印尼侨生、1 个菲律宾

侨生加内地学生刘两全共 7 人，

经多次商议，决定由厦门乘船赴

香港，再转广州，去找八路军通讯

处，请求帮助他们北上抗战。同

集美青年抗日救国

1940 年 8 月 2 日,《新华日

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巾帼英

雄李林壮烈殉国，女战士十余

人亦光荣牺牲”的消息。内容写

到：“本年四月廿六日，敌兵千

余，对我营绥边境实行第九次

围攻，我军某某游击支队，政治

主任李林，当率队冲出重围，在

郭家沟窑子与敌展开激战，李

氏率队奋勇与敌肉搏，不幸遇

敌伏击……”是怎样的一位女

性，竟率领部队与日寇肉搏？

1915 年，李林出生后不久

被生父母弃于福建漳州塔口

庵，40 天后被养母陈茶领养，3

岁随养母侨居荷属殖民地爪哇

10 年，身受殖民统治压迫，深知

无强大祖国做靠山的痛苦。

9 岁那年，李林以学名李秀

若，入读养父创办的华侨小学。

1929 年春，李林随养母回到故

乡，进入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并

加入集美抗日救国会义勇队。

初中读完以后，1933 年到上海

去读爱国女中，1936 年再到北

京去读大学。刚刚入完大学以

后，抗战就爆发了，当时她就参

加了革命。

1936 年，绥东抗战爆发，山

西太原变成了国防前线，李林

投笔从戎，跑到太原去参加军

事训练，准备抗日。1937 年 9

月，大同失守，李林选择留在雁

北，组织民众，发动游击战争。

她仅凭一支“六五”步枪组建了

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自

己担任队长，开始了武装抗日

的征程。

1938 年 5 月，李林带队奉

命北上，挺进到绥远东南部凉

城、丰镇一带。战斗中，第八支

队打败日伪军的骑兵，缴获了

不少战马，改编成骑兵营。在这

期间，她率队阻击日寇 20 多

次，沉重打击了日军，贺龙称赞

她是“我们的女英雄”。

1938 年 9 月，骑兵营从绥

南返回晋绥边境不久，根据中

共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在平

鲁成立了“晋绥边牺盟工作委

员会”，统一领导雁北、绥南新

区的工作。李林被调为该会的

委员之一，但她仍不脱离战斗

生活。

1940 年 4 月 26 日，晋绥边

区第九次反“围剿”斗争中，晋

绥边区特委、第 11 行政专员公

署机关和群众等 500 多人被包

围。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

李林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

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于小

郭家村荫凉山顶。在腿部和胸

部多处负伤的情况下，李林仍

英勇抗敌，毙伤日伪军 6人。身

陷日伪军包围后，她宁死不屈，

用最后一发子弹射进喉部，壮

烈殉国。

不幸牺牲时，李林才 25 岁。

这样的有志青年还有许多，

仅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5 月，

集美商业、农林、水产航海 3 所

职校就有 170 名学生报名参加

中国远征军，走上抗日前线。

广大师生在抗日烽火中，秉

承“许国心丹，复仇血热”的爱国

信念，因地制宜组织了各种抗日

团体，为抗战的神圣事业做出自

己的贡献，同时也为落后的内地

山区撒播了文化的种子。

随着改革开放，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也立下赫赫战功的归侨

将军林有声，终于和阔别数十年

而远在马来西亚的家人相见了。

他弟妹们的孩子———几个风华

正茂、有着高等学历的华侨后代，

也回祖籍国来探望他，总要问：你

有自己的洋房吗？有汽车吗？拿高

薪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你在

国内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

么多苦，不后悔吗？”

林有声想，这也难怪，他们

没有经历过旧中国灾难的岁

月，也未品尝过华侨流落国外

当三等公民的屈辱，他们并不

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享

受与金钱。于是严肃地回答他

们：“我参加了粉碎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华民族侵略的战争，打

败了蒋家王朝，解放了全中国，

扑灭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

的侵略战火，保卫了祖国的安

全和东方的和平，我的生活很

有意义，终生无悔！”

1988 年，集美中学 80 年校

庆，集美中学香港校友会会长

施学慨夫妇捐资修建李林塑

像。1990 年，李林园和李林塑像

在集美落成。2009 年，李林被选

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不忘来时路，走好今后路，

回眸那些历史瞬间，向英烈人

物致敬，铭记曲折历程和光辉

历程吧！（综合福建省侨联、《影

居》、集美旅游）

时，大家立即写家信，以需要下

学期学费为由，让家里寄钱来

作北上路费。钱到后，他们提出

回家的申请，不顾学校的劝阻，

开了转学证书，于 1938 年初，踏

上新的征程。

林有声进入抗大一分校不

久，分校东渡黄河，越过同蒲铁

路，搬到敌后根据地。1939 年 9

月，他正式调到由刘伯承、邓小

平率领的 129 师，分配到师部

队训科当防化干事；第二年调

到 385 旅当参谋，实现了上前

线抗日寇的真正愿望。在太行

山，林有声一直在 129 师 385

旅，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北

晋、刑沙战役。

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有

些部队曾化整为零，林有声也曾

经当过武工队员，端上刀枪在日

伪心脏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搏

斗，曾负伤 2次。1943年鬼子进

行“大扫荡”时，他在襄桓村带领

一组民兵打游击，牵制敌人。

在刘邓指挥下，林有声参加

了浴血太行驱日寇、挺进大别

山逐鹿中原、渡过长江直捣蒋

家王朝、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

国的战斗，从小干事成长为团

首长、师副参谋长。

集美“北上抗日五侨生”

李林在集美女中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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