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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希

李清泉（1888-1940）是二十

世纪初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夕活跃在菲律宾政治、经济舞台

的杰出人物，被称为“菲律宾经

济发展史上占有永久地位的

人”；是菲律宾华侨史上最有建

树、声誉卓著的爱国华侨领袖。

在菲律宾，他发展事业，为华侨

争取权益；面对国难，他同仇敌

忾，成为陈嘉庚的左膀右臂；他

反哺家国，为厦门乃至福建的发

展殚精竭虑、出资出力。

享有“菲律宾木材大王”的美誉

在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李清

泉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12

岁那年，家人把他送到美国领事与

中国人合办的厦门同文书院。在那

里，他培养了对英语的浓厚兴趣，

后来他随父亲赴马尼拉工作，仍边

工边读。父亲见他如此勤奋，便送

他到香港圣约瑟西文书院。

展现在李清泉眼前的香港，

已是一个有模有样的现代化都

市。他将香港的繁华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要是马尼拉，要是厦门也

有电灯、电话、电报那该有多好。

30 年后，他使厦门的海滩改变了

轮廓，漳龙铁路在福建南部的山

区里穿行。

在香港 4 年，李清泉所学到

的不只是英文，还有香港怎样进

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其中影响

最深的是，金融在经济建设中如

何起作用。

1906 年，完成学业的李清泉

回到菲律宾。他没想到，离开时冷

冷清清的街道，现在已人来人往，

像香港一样，大家都在建设道路

上奋进。原来，菲律宾自 1901 年

停止抗美活动，成立了文治政府，

施行土地改革，和美国进行自由

贸易。

时代的弄潮儿正迎来一波大

浪。李清泉希望成美木业能为菲

律宾经济做出贡献。他的木材事业

快速发展，其原因，一是他 1919 年

被选举为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后

又连任数届，在扩展业务方面很有

人脉关系；二是 1920 年斥巨资收

购当时生产能力居菲律宾第二位

的美资内格罗菲律宾木材公司，由

此得以大力拓展海内外市场。

到了 20 年代晚期，李清泉的

木材生意达到全盛期。他拥有两

个持有伐木和锯木长期特许权的

大林场；一家以马尼拉为基地的

母公司，每年制作、配送和销售的

木材、木制品达数百万板英尺；还

有一家船运公司，主要为他自己

公司的岛间运输和出口服务；拥

有一支运输船队、接驳船艇，以及

码头设施，因此他的木材可以运

到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欧

洲和南非。植林、采伐、贮木、锯

木、制材、加工、销售、运输和出口

等一系列经营环节，他都掌控在

自己手里，使“木材成为菲律宾的

主要出口产品部门……约控制了

菲律宾木材交易额的 80%”。因

此，在菲律宾，李清泉有“木材大

王”的美誉。

李清泉不光英语说得好，还

懂得与欧美人士相处，在美国人

统治菲律宾的时代，这是他事业

成功的主观原因。

奉献华侨社会深谋远虑

华侨社会是工商业社会。李

清泉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使他成

为侨社推重的人物。加上他个人

的见识、热心服务的精神，使他在

1917 年被选为马尼拉中华商会董

事，并于 1919 年当选为会长。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东南亚

各埠相继成立分会，李清泉则在

菲律宾组织“旅菲华侨自治急进

会”，支持革命活动。“五四运动掀

起了中国反帝、反日的巨浪。在菲

律宾，中国人在李清泉的领导下，

默默地负起他们作为国民的责

任”，《马尼拉时报》这样报道。这时，

李清泉只有31岁。一直到 1940年

去世，长达 20余年的时间里，他一

直是菲华社会的实际领导人。

菲华社会在李清泉的领导

下，虎虎生气。加上美国对菲律宾

的大力开发，作风开明，其时菲华

社会充满朝气。

在实际工作中，李清泉还是

深感侨社组织松懈，没有强有力

的核心领导。特别是华侨资金大

有增加，但金融掌握在外国银行

手中。正在运筹帷幄之时，一位

“贵人”出现了。

黄奕住，印尼首富及糖王，著

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

家。1919年冬天，他到菲律宾观光，

与李清泉等朋友乡贤谈起“金融机

关悉操外人，亟自为谋，以厚基础”。

英雄所见略同，黄奕住当即认股菲

币100万。经过 7个月的筹备，中兴

银行于1920年开业。

黄奕住比李清泉年长 20 岁，

从此二人亦师亦友，成就一段君

子之交的佳话。

华人银行并不仅仅是为菲华

社会提供资金支持，它还有着很

多看不见的影响。华侨社会是工

商社会，华商们在商言商，且一般

只管自家生意，相互间接触不多。

只有银行为了营业本身的需要，

和多种不同行业交关，加上利益

相通，对时局、社会的看法就较为

全面。李清泉通过银行建立领导

核心的作法，后来也为马科斯总

统所效仿。

银行帮助资金调济运用，促

进了华人资本的积累。由此，菲

华社会结构也逐步改变。女性

数量成倍增长，使菲华社会由

侨寓社会蜕变至定居社会。随

之，新生的学童越来越多，华侨

学校相应增加。

西文薄记法案力争到底

1921 年 2 月，一向四季如

夏的菲律宾居然有些寒意。歧

视华侨、限制华侨工商业发展

的法案———西文簿记法案竟被

菲律宾国会通过了。

该法案规定，华侨工商业户

记账不准用中文，必须用英文、

西班牙文或菲律宾文，违者处 1

万比索以下罚款或 2 年以下监

禁。

法案颁布后，在菲华社会引

起轩然大波。簿记法无疑对华

侨商人，尤其是中小店主将带

来巨大的冲击。数以万计的华

侨中小店主不谙英文、西班牙

文或菲律宾文，且因本身规模

小、盈利有限，无力外请专职记

账员，势必面临高额罚款或牢

狱之灾而被迫关门歇业，数万

华侨家庭将因此失去生计。

得悉消息，李清泉马上向美

驻菲总督哈里森提出异议，又

派员到美国向美国总统和美国

国会请求干预此案。美国新总

统哈定因此派出代表团到菲律

宾考察此事。

李清泉又发动华侨再掀抗

议浪潮，还动员南洋各地华侨

社团予以声援，得到各国华侨

社团的热烈响应。迫于压力，菲

政府不得不宣布“法案”推迟一

年实施。

“西文簿记法案”不仅仅是

阻碍了华侨的生计，更是一项

辱华法案，是对中华民族的公

然蔑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

家，对外侨在记账使用文字上

施加侮辱性法律限制，国际上

从没有过这种先例。菲华社会

决心团结一致，抗争到底。时任

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的李清泉

担起重任，全力以赴保护全菲

华侨的利益，历时 5 年，终于迫

使菲政府取消这个法案。

抗争西文簿记法案的收获

是巨大的。酝酿之初，马尼拉的

商团只有中华商会、木商会、福

联和布商会，胜诉之时，已有铁

商会、米商会、烟商会等。各地

也成立了商会……华侨商人在

抗争中自己组织起来了。中华

商会也因簿记案而扩大组织，

成为了侨社的领导中心。

在这一抗争过程中，为了扩

大宣传，李清泉把原来由中华

商会出版的《华侨商报》月刊改

为日报。

爱国之事放胆去做
李清泉把祖国的安危看得

比什么都重要，拳拳赤子之心

令人敬佩。

1932 年，日本侵略军发动

“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李清

泉与国内同胞一样义愤填膺，

立即同杨启泰、王泉笙、曾廷泉

等发起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

联合会”。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华

侨投入抗战，中华商会和马尼

拉国民党支部联合召集各华侨

团体联席会议，“共策一切救国

方略”。会上决定成立“国难后

援会”，推举李清泉为主席。并

随即筹集巨款资助淞沪抗战和

东北义勇军。

在抗日斗争中，李清泉另一

突出贡献是发起“航空救国运

动”。他召集各界侨领共商航空

救国事宜，并“慨然独捐战斗侦

察机一架以为侨界倡”。捐机活

动立即得到菲律宾侨胞的响

应，共募资 300 万元，购机 15 架

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

这是华侨最早的捐机活动，从

此，蓝天中翱翔着华侨战机，祖

国抗战如虎添翼。

当看到海外华侨抗日救国

情绪日益高昂，而南洋各地华

侨均各自行动缺乏统一领导

时，李清泉认为应成立全东南

亚华侨抗日组织，以更有效地

领导和组织华侨开展抗日救国

活动。他于 1937 年秋致函陈嘉

庚建议“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

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

募款”，这就是之后声名远播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陈嘉庚为总会主席，李清

泉、庄西言为副主席。自 1938 年

至 1941 年三年之中，共筹款 2.

64 亿国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

的抗日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李清泉的夫

人颜敕，与先生并肩作战，成为

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妇女领

袖。颜敕是福建晋江金井人，随

夫出国。抗战爆发后她即把华

侨妇女组织起来，成立“菲律宾

华侨妇女抗日后援会”。后改名

为“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

从事抗战宣传、募捐和监督抵制

日货等活动，成绩斐然。1938年 3

月，以颜敕为主席的菲律宾“妇慰

会”得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

战果辉煌，深受鼓舞，特别致函朱

德总司令，同时汇去国币给八路

军将士购置雨具。朱总司令与彭

德怀将军联名复函，赞扬海外华

侨的爱国精神。

国难当头，李清泉也惦记着

家乡人民的安危。1938 年 5 月

13 日厦门沦陷，乡亲们四处逃

难。时任菲律宾中华商会会长

的李清泉立即派遣鼓浪屿华侨

桂华山赴香港接济厦门难民，

同时筹款向泰国、越南采买大

米，通过香港分批运至鼓浪屿

接济难民。

建设新福建殚精竭虑

1925 年前后，李清泉携资

回厦门发展。他所拥有的容谷

别墅居高临下，美轮美奂，是鼓

浪屿最为经典的别墅建筑之

一。1927 年，李清泉开始组建李

民兴公司和成记公司、美记公

司，先后投资 200 万银元，参与

厦门的市政建设———今第一码

头至鹭江道 750 米的填海筑堤

工程，后又追加 12 万银元修缮

工程。同时分别投资 12 万银元、

30 多万元建造商用住房及民房

等，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厦门近

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步伐。

1923 年，李清泉与旅菲华

侨吴达三、李文炳等发起成立

泉围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

司，修筑从晋江东南海岸的金

井、围头通达泉州市的公路，全

长 26 公里，解决了泉南沿海地

区交通闭塞、商旅不便的问题。

李清泉创办的中兴银行总

部在马尼拉，1927 年在厦门设

立分行，在鼓浪屿设有办事处。

为厦门市政建设起了很大的融

资作用。他还筹资 100 万元在福

州兴办造船厂，为母校同文书

院捐款 20 万菲币等。

李清泉提倡实业救乡，成立

闽侨救乡大会，致力于福建的

开发和建设。《新闽日报》应运

而生。在维持地方秩序、武装侨

乡前提下，闽侨救乡大会还讨

论兴办实业与教育，建筑全省

铁路，兴办漳龙路矿。在救乡会

的领导下，在李清泉的带动下，

南洋华侨对福建的投资开始发

生兴趣，并把投资建设家乡的

热情，集中在了厦门。

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他以

抱病之躯为国奔走，致病情恶

化，1940 年 10 月 15 日临终之

时，留下遗言：“将 10 万美元遗

产给祖国抚养难童”。人们盛赞

他是“至死不忘救国的人”。

菲律宾政府按照给予一个

功绩卓绝的伟人的礼仪，为李

清泉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一

天，菲律宾政府下半旗志哀。送

殡沿途人海如潮，人们争相向

这位杰出人物做最后的告别，

悲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马尼拉

城。

颜敕继承了李清泉的遗愿，

赈济家乡和祖国各地的灾民。

1946 年夏，闽南大旱，米价狂

涨。华侨闻讯，纷纷捐款开展赈

灾救援活动。1947 年 1 月，颜敕

携赈灾款 6.75 万元菲币抵厦，

对泉州、南安、惠安、厦门等 7县

市进行了施赈。

李清泉的长子李世杰，曾任

中兴银行总经理。次子李世伟，毕

业于美国史丹福大学，曾任中兴

银行董事长，其妻是菲华知名的

杨知母铁业家族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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