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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灵光(1916-2006)，原名梁涵光，曾用名梁建屏，福建永春

人，马来西亚归侨。少年时因在上海参加抗日活动，被迫流亡马

来亚，在海外继续为抗日救国奔走鼓呼。全面抗战开始后，投笔

从戎，辗转到苏北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因智勇双全被

称为“儒将”。解放战争中，又立下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国

家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广

东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6 年 11 月 3 日，梁灵

光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春蓬

壶镇鳌顶村 (现为吾峰镇吾

顶村)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梁

绳基是清末秀才，又是福建

法政学堂毕业生，极重视子

女教育。梁灵光 4 岁就进入

本村小学，后又到泉州读初

小、高小。

1928 年夏天，梁灵光随大

哥梁披云前往上海，考入上海

立达学园初中部。立达学园拥

有民主、自由、开放的校风，梁

灵光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1931 年，梁灵光初中毕业

后，回到厦门。当时，他准备赴

日本留学，为此入台湾人在厦

门办的旭瀛 书院学习 日语。

九·一八事变发生，梁灵光和

同学们愤然退学。

1932 年，梁灵光重返上

海，到立达学园读高中。1934

年，梁灵光与中共上海江湾区

委领导人建立联系，并在党的

领导下，组织了学生读书会，

在学校内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参加党

领导的革命活动。后因被发现

有“通共”记录，失去跻身高等

学府深造的机会，返回厦门。

在厦门，梁灵光担任了

《平话》杂志编辑，负责时事短

评、专论、杂文、文艺等四五个

专栏。他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宣

传抗日，从 1935 年 5 月至 9

月，撰写了时事短评、专论、杂

文、散文等长短文章几十篇，

以尖锐的笔触、相对隐晦的形

式，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特

别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

力宣传抗日救国。

1935 年 11 月，梁灵光撰写

了一篇《关于华北问题》的短

评，揭露日军侵华野心，批评国

民党政府投降妥协政策，号召

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者。这篇檄文引起日本驻厦门

领事馆的强烈抗议，《平话》杂

志社被查封，梁灵光紧急避往

鼓浪屿英租界，躲过一劫。

1935 年 12 月初，梁灵光

再赴上海，其间“一二·九”运

动爆发，他投身抗日救国学生

运动。梁灵光又作为上海大专

院校学生请愿团团员，历尽艰

辛，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停止

剿共、共同对日。

梁灵光一直在寻找中共

党组织，但当时上海地下党受

到严重破坏，幸存者各自分散

活动。一些共产党人组织了上

海抗日青年团(简称“抗青”)。

梁灵光经人介绍，加入了暨南

大学抗日青年团。在一次秘密

会议上，与同是暨南大学抗日

青年团的朱含章相识，后来成

为终身伴侣。

梁灵光在带领学生进行

抗日救国活动时，身份暴露。

他想去延安，但通往陕北苏区

的秘密交通已被切断，他投奔

革命圣地的愿望落空了。

此时，梁家在上海的企业破

产，梁灵光在哥哥梁披云的帮

助下，谋得马来亚吉隆坡侨办

华文学校教职。临走前，他得到

上海抗日青年团的指示：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安排工作，在特殊

战场为祖国抗击外寇出力。

在异邦学校，梁灵光不曾

忘却自己的使命，他抓住每一

次授课的宝贵时间，向学生们

介绍国际时事和祖国形势，揭

露日军侵华暴行，还引导学生

们阅读进步读物，使学生们了

解祖国，懂得抵御外侮是每一

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他在教师和学生中，团结

和争取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革

命积极分子，先后成立了雪兰

莪邦反帝大同盟、雪兰莪华侨

抗日救国会、雪兰莪左翼作家

联盟，并担任这三个抗日组织

(简称“三会”)的主席。在教书、

参与领导雪兰莪抗日救国活

动的同时，梁灵光还撰写了不

少抗日时评，刊于新加坡《星

洲日报》上，宣传抗日救国。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

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侵

华。得知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远在

南洋的梁灵 光立即 决定回 国参

战，与之同行的是吉隆坡华侨小

学校长郑枢俊。

回到上海后，梁灵光到敌后开

展抗日救国工作。1938 年 5 月，徐

州失守，苏北成为敌后。梁灵光与

郑枢俊等都认为，此时地方上动

荡不安，国民党对下面的控制相

对削弱，若能因势利导，是发展抗

日地方武装的有利时机。

梁灵光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

件，先是成立政工队，后又改编队

伍，组织进步产业工人参战，说服

厂家和开明地主、乡绅捐助钱粮，

最后组建成为一个中队。这支部

队在梁灵光的指挥下，执行机动

游击战略，经常出动袭扰小股的

日伪军，分化瓦解伪军，打击滋扰

地方的土匪，团结友军共同抗日。

1940 年，梁灵光与新四军挺进

纵队政委叶飞见面。叶飞祖籍福建

南安，出生于菲律宾，母亲是菲律宾

人，后来成为了开国上将。有着相似

经历的闽南老乡，因着相同的志向，

相见恨晚。梁灵光决定率部加入新

四军。随即，他参加了著名的郭村保

卫战和苏北整编。之后，随部东进，

打垮了前来拦截的国民党顽固派部

队，进入黄桥地区。1940 年梁灵光

出任如皋县县长。不久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此后，梁灵光又领导了多次抗

日斗争，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在反

“清乡”斗争中，也取得不俗战绩。

1945 年，日本投降，梁灵光率

部立即南下，配合苏中军区主力部

队作战，歼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出

任新组建的中共苏皖边区第一地方

委员会常委，后又兼任苏皖边区第

一行政区专员公署副专员。

解放战争打响后，梁灵光先后

担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

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

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

军参谋长兼军党委常委。

梁灵光身经百战，但机警过人

的他身上无一处负伤，堪称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梁

灵光任厦门市第一任市长、市委

书记，后调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

兼省财委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

工交部部长。

解甲从政，当市长，回到阔别

多年的厦门工作，一切都来得那

么突然。梁灵光感到惊奇，人才济

济，为什么偏偏挑上自己？原来，

是不久前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在

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时候，向中央

领导提议，说厦门海外华侨众多，

又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

岸之一，在海外影响很大，希望派

一个能干的 闽南人 到那里 当市

长。中央很尊重陈嘉庚先生的意

见，并征求福建省委意见。人民解

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兼

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叶飞向省委推

荐了梁灵光。

当年的厦门，面临着一系列难

题：几乎没有农业、工商业基础薄

弱、交通只靠海运，而且盘踞金门

的国民党军用炮火封锁港口、海

上交通中断、进出口贸易急剧减

少。梁灵光到任后，斩钉截铁地

说：“只有一条路，团结一致，艰苦

奋斗，打破封锁，复工复业，尽快

改变这种困难局面。”

厦门市政府想出三个锦囊妙

计：一是疏通侨汇，利用厦门旅外

华侨众多，归侨、侨眷占全市人口

三分之一的优势争取更多侨汇；

二是开辟航运，邀请工商界知名

人士和进出口商代表共商对策，

逐步恢复航运，增辟了通往汕头

等地的航线，一些外籍轮船也加

入了往返厦门、香港的货运行列；

三是扩大物流，通过贸易公司向

上海、广州和福建各地输出土特

产，从海外和内地购进工业原料、

生活必需品，还举行了第一届物

资交流大会。这些措施，大大开拓

了市场，对发展工商业、满足人民

物质生活需要功不可没。

厦门岛孤悬海上，在军事、民

生等方面都是很大的掣肘。梁灵

光结合陈嘉庚先生的想法，经过

专业论证、实地勘探后，在厦门岛

的高崎和大陆的集美之间，“抛石

为堤”，屡经磨难，筑成一条高集

海堤（又称“厦门海堤”）。它的建

成，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厦门孤

岛交通阻隔的状况，适应海防斗

争的需要，而且大大促进了厦门

经济的发展。

1956 年 3 月后，梁灵光任福

建省副省长、省委常委、书记处候

补书记、书记，主持省政府常务工

作，并兼任省计委、物委、编委及

省支前委主任。

“文革”期间，梁灵光受到冲击。

1975 年初恢复工作，任福建省委常

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 年 11 月，

调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0 年 11 月，梁灵光调广东工

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

第一书记、市长。1983 年 3 月任省委

书记、省长，并兼任暨南大学校长。

1985 年 7 月，任广东省顾委主任，兼

任香港中旅集团第一任董事长。

梁灵光到广东工作后，大力推

进改革开放的步伐。 他始终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大力调整国民经

济，减少流通环节，放开市场，改革

外贸体制，狠抓市政建设，改善投资

环境，在广州市的改革开放和四个

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梁灵光是全国人大第二、五、

六届代表，第七届常委、华侨委员

会副主任，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

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党代表。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

关心华侨工作，多次出访美、日、

东南亚、欧洲及南美各国，与当地

华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力地

推动了侨务工作的开展。

离休之后，梁灵光继续任福建

泉州黎明职业大学董事长、中国

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广州新

四军研究会会长，还经常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决

策提供参考，做到了为党的事业

奋斗终生，鞠躬尽瘁。

梁 灵 光 的 大 哥 梁 披 云

（1907-2010）年长他 9 岁，父亲早

逝，梁披云长兄如父。尽管他们人生

路不尽相同，但都选择了一生以国

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为己任。

梁披云，著名诗人、书法家、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侨领。全

国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

员，全国侨联顾问，澳门特区筹委

会委员、推委会委员，澳门归侨总

会创会会长，厦门大学名誉教授，

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华侨大学副

董事长，黎明职业大学首任董事

长兼校长。梁披云将一生都奉献

给国家和家乡的教育、慈善公益

事业，他 70 多年坚持在海内外办

学，担任过六任中学和大学校长，

为了抗日救国被通缉、遭暗杀、坐

过牢，被驱逐出境；梁灵光是革命

战争时期沙场上的儒将，屡建奇

功，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闯将，政绩斐然。兄弟俩被誉

为“梁氏双豪杰”。

梁披云博学多才，学贯中西，

在诗词、书法等方面造诣高，享誉

海内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2007

年元旦，已是百岁老人的梁披云

再度提笔，欣然为《鹭风报》题写

报头。

梁氏家族不仅出了“双豪杰”，

后人也颇为出色。其中，梁仲虬承

继了父亲梁 披云的 事业。他 于

1931 年出生于厦门，1977 年移居

澳门开始经商。上世纪 80 年代就

跟随父亲参加侨联工作，十分关

注澳门、福建的教育事业。曾任第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至九

届中国侨联顾问、澳门特别行政

区推委会委员、第十届至十一届

澳门福建同乡会会长。耄耋之年

仍担任集美大学常务校董、泉州

黎明大学副董事长。

（黄佳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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