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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振

著名爱国侨领庄希泉，为

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一生，曾四次申请加入中国

共产党，最终实现了他几十年

的夙愿，表现出他追求光明进

步的执著精神，成为党史上最

高龄的新党员。

庄希泉祖籍安溪县。他出

生于厦门，18 岁随父到上海经

商，在当时的反清志士聚会的

“泉漳会馆”，结识了许多进步

人士。他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萌

生了推翻清政府的思想，便决

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实业

救国革命活动。

1911 年，辛亥革命获得成

功，但上海军政府面临军无粮

饷的困境，23 岁的庄希泉，接受

上海军政府委派，领队赴南洋

募饷。他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很

快就完成募饷数百万元。翌年

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想创

办中国实业银行，以实业救国，

他又受命赴南洋完成筹募 500

万股，但却因革命遭受挫折而

告终。

接着，庄希泉下南洋创办

实业、办学校。因英殖民当局于

1920 年推出《海峡教育条例草

案》，企图泯灭中华文化教育。

他领导华侨掀起震动马来半岛

的“争人权、反苛例”斗争，为此

他被关禁 3 个多月，最后竟被

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他和夫人

余佩皋回到厦门，在老家虎头

山创办厦南女中。

庄希泉回国后，他在 1924

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任福

建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厦

门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

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日

本驻厦门领事馆以其父曾在台

湾经商，以他是日本属民，将他

押送台北监禁，至翌年 4 月才

获释。

1927 年 4 月，国民党右派

在福州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

共产党员。由于周恩来和邓颖

超托人送信告知信息，庄希泉

夫妇即逃往上海。大革命失败

后，夫妇二人流亡菲律宾，创办

《前驱日报》，宣传反蒋抗日。

1934 年夏，庄希泉回厦门遭国

民党宪兵逮捕，又让日本领事

馆关一个多月才获释。

庄希泉从 1911 年开始，几

十年来多次在海内外参加革

命斗争，在南洋兴实业、办教

育，探索救国之路。他历经艰

难，作出不懈努力，却以失利

告终，找不到一条能使中国摆

脱灾难的道路。直至抗日战争

期间，他到香港才找到人民的

救星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庄希泉

移居香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洪流，为巩固发展党的抗日救

国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从 1938 年至 1941 年，他在

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

济难民，创办“建光学校”和“立

华女校”，并协助台湾革命同盟

出版《战时日本》杂志。

香港沦陷前夕，庄希泉才

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下转移

到广西桂林。他从亲身的实践

经历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

导者应是共产党。为此，他积极

支持中共政治主张，并以华侨

身份与中共人士合作，共同抗

日。他在桂林、重庆组织闽台协

会、闽台建设协进会，开展抗日

活动，支持党的地下工作。

1942 年，中共广西省工委

遭破坏，庄希泉以华侨身份掩

护地下党员开展斗争。当时他

的儿子庄炎林是广西大学地下

党支部书记和广西省工委交通

员，他的家成了掩护地下党活

动的场所。当时广西党组织急

需一笔经费，作为转移和安排

一批地下党员及开展各种斗争

之费用。年过半百的庄希泉得

知后，毫不犹豫地同儿子庄炎

林到澳门，由庄炎林带人进入

日占区香港，将自家的全部财

产运出变卖，捐给党组织，为党

分忧解难。

为了能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更好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在

这一年，庄希泉第一次正式向

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

请。党组织也派人与他谈话联

系，后因当时斗争紧张，组织人

事变动，这件事就被搁下来了。

1945 年，在全国人民欢庆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蒋介石发

动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

就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庄希泉

第二次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

求。他说：“党在困难时期，需要

我们支持，这个时候要求入党

才更有意义。”可是由于内战爆

发，负责与他联系的地下党负

责人撤回延安，他的愿望又未

能实现。

在抗战胜利后，庄希泉为

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返回

香港及新加坡，并经常奔忙于

香港、新加坡和大陆之间。1947

年，他在香港加入民主同盟，并

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

协助党做了大量的海外统战工

作。全国解放前夕，他受中共中

央南方局的委托，专程飞往新

加坡，面邀陈嘉庚先生回国参

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年

逾花甲的庄希泉告别了海外侨

胞，前往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

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为

开创新中国的任务工作而竭尽

全力。

在建国以后，庄希泉第三

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这

时，党组织考虑，他担任中央侨

委的领导，他留在党外更有利

于团结海外侨胞的各界人士。

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庄希泉

愉快地服从党的安排。

庄希泉第四次提出申请加

入共产党，是在 1982 年 12 月

18 日。这位德高望重的爱国侨

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

国侨联主席，这时他已经是 94

年高龄了。1982 年 9 月他在列

席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

接着又出席了全国人大五届六

次会议，他看到一生梦寐以求

的“振兴中华”的夙愿将要成为

现实，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久久

不能入眠，于是他写了入党申

请书表示：“我年逾九十有四，

愿以垂暮之年，继续做好党所

要求我做的一切。”

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党

组织接到庄希泉的申请书后，

立即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林一心、连贯两位老同志欣然

作为庄希泉的入党介绍人。中

共中央书记处很快批准庄希泉

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不需要

经过预备期。他是一位 94 岁的

新党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高

龄的新党员。这在党的历史上

是尚无前例的。

当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

侨办副主任彭光涵、全国侨联

副秘书长肖岗，亲自把这一喜

讯传达给庄泉同志，这位经历

尽沧桑的老人喜不自禁，连声

说；“感谢党中央！感谢同志

们！”同志们请庄老谈谈入党的

感想，他摘下眼镜，深有感触地

说：“我终于实现了几十年的夙

愿。政治上有个归宿。我曾立下

‘永爱中华心向党，九死未悔志

不移’明志。我将在有生之年，

继续身体力行，为党工作，奋斗

到最后一息！”

在庄希泉的入党宣誓会

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

志说：“我们党一直把庄希泉当

作自己的同志看待。”庄希泉得

到批准入党后，中共中央总书

记胡耀邦特地前来祝贺他入

党。

1987年 9月，庄希泉步入百

岁之年，9月 26日，时任中共中

央代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握着他的手说：“今天是您百岁

大寿，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祝

您长寿、长寿、再长寿！”福建省

委副书记贾庆林，代表福建父老

乡亲，专程赴京向他祝贺。

1988 年 5 月 14 日，庄希泉

在北京安祥辞世，享年 100 岁。

成为党史上少有的百岁党员老

寿星。

（接 3 版）厦门是侨台之乡，宗

教尤其佛教工作是凝聚台港

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亲缘、乡

缘、法缘的重要途径之一。同

安梵天寺是福建最古老的千

年名刹，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并

改为监狱。文革后海内外善信

和本地民众要求重修古刹的

呼声很高。1990 年，在市人大

常委会的支持下，陈慧瑛组织

了 36 名人民代表提出《搬迁

看守所，归还并重修梵天寺，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保护历史

文化古迹》的议案，后来，市人

大常委会把议案交由市人大

侨委办理。

陈慧瑛带领同事历时 8

年，先后开展视察 40 余次，找

各相关部门近 200 次，抓住

“搬迁看守所”这一关键难题，

深入细致地宣传党的宗教政

策，身体力行地协调方方面

面。她往返厦门、同安数百

趟，从看守所搬迁选址、立

项、建设到归还古庙旧址、协

助成立“修复梵天寺筹委

会”、引进大量捐赠重修梵天

寺等。1996 年，梵天寺作为第

二届世界同安联谊会的献礼

工程，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海外乡亲的热情赞扬，也有力

地推动了厦门宗教工作的开

展。

敢为人先积极推动侨台工作立法
1994 年 3 月，全国人大授

予了厦门市立法权，这既是全

国人大赋予厦门市的特殊使

命，又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

展的新机遇。厦门市获得立法

权之后，相继制定了《厦门市台

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厦门市

归侨侨眷权益保障条例》《厦门

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厦

门市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

理条例》《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

管理规定》《厦门经济特区鼓励

留学人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

等多部涉侨、涉台法规。这每一

部法规的制定，都饱蘸着涉侨

部门特别是市人大侨委的心

血，大家力图做到具备可行性、

前瞻性和突出地方特色。

1994 年，台企、台商来厦投

资创业如火如荼，陈慧瑛抓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

资保护法》出台之机，领导市人

大侨委制定了厦门市第一部涉

台法规《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

保障条例》，当时，它在全国地

方涉台立法中是名列前茅。这

部法规既有可行性又有前瞻

性，既富于地方特色又与国际

接轨，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台

湾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在厦

台商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2001 年，随着我国实施科

教兴国人才战略，鼓励海外留

学生回国创业成为全国的热

点。在国家尚无大法的前提下，

陈慧瑛大胆带领市人大侨委适

时制定《厦门经济特区鼓励留

学人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这

是我国第一部吸引留学人员回

国创业工作的法规，它不仅为

厦门市营造人才高地、改善投

资环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真诚待人全情投入工作
陈慧瑛和彭丽媛是 30 多年的

挚友，在过往的岁月里，她们彼此

以“小彭”和“大姐”相称。1989 年，

陈慧瑛应邀为《家庭》杂志撰写了

习近平和彭丽媛的爱情故事，首

次翔实披露这对名人夫妇的婚姻

家庭生活和彭丽媛美丽如诗的感

人情怀。故事温馨动人，文章字字

珠玑，一经刊出，即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和强烈反响，许多报刊纷纷

转载。彭丽媛远在广东的婆婆看

到《家庭》杂志后很高兴，第一时

间把这期杂志寄到儿媳妇手中。

2019 年，《习近平在厦门》采

访组来到厦门，采访了陈慧瑛，形

成了《近平同志与我是布衣之交》

的采访实录，令读者看到了国家

领导人朴实可亲、平易近人的丰

满形象。

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头

百姓，陈慧瑛都不卑不亢，真诚待

人，所以她的朋友三教九流，遍及

四海。陈慧瑛待人以诚，对待工作

则源自“爱”———对故土之爱，对

祖国之爱。

在报社 10 年，她出入田间地

头、工厂车间，常萤窗笔耕，闻鸡

而起。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市人大

的 20 年，文山会海、迎来送往、杂

事羁身，她仍坚持写作。市场大潮

加互联网大潮冲击之下，人心浮

躁，有几人能坚守清寂的文学园

地？若没有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

怎能有汨汨文思从笔下流出？从

政之后她又发表了千余篇作品，

以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都要自叹

弗如。近年来，她不顾身体状况欠

佳，仍笔耕不辍。

陈慧瑛写过一篇《茶之死》，她

写茶有着“盈绿的青春，妩媚的笑

靥”，但却“甘心把万般柔肠，一身

春色，全献于人间。任掐、压、烘、

揉，默默地忍受，从无怨尤；在火

烹水煎里，舒展娥眉，含笑死去

……”这也正是归侨陈慧瑛对祖

国对事业的执着写照。

更为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被评为

国家级优秀留学生创业园发挥了

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也树起了

模范表率的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