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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海

内外全体中华同胞共同缅怀孙中

山先生等革命先驱致力振兴中华

的光辉业绩，发扬光大辛亥革命

精神，对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

团结，广泛凝聚一切智慧和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

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

民主共和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

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开

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中

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

传承和接续辛亥革命事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国

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都离不开海外

侨胞的努力和奉献，离不开华侨

华人的坚定支持。华侨对辛亥革

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

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

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

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

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

复踵相接。”孙中山还说过许多类

似的话，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

“华侨是革命之母。”

希望祖国强盛支持革命组织

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早已

经遍布于世界五大洲。据中外一

些学者估计，1902 年至 1908 年的

华侨人数达到 700 万至 900 万。

他们有的因为在国内谋生非常困

难，不得不到国外去找生路；有的

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拐骗

和强迫到国外去充当契约劳工；

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国内政治灾

祸，不得不到海外。

清政府长期把华侨看作背

弃祖宗的“天朝莠民”。经过千辛

万苦才有点积蓄的华侨回到国

内，又常常免不了遭受敲诈勒

索，这使他们不免感到悲愤。华

侨对侨居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却遭受种

种歧视和虐待，他们甚至遭受殖

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分子残酷的迫害、屠杀，许多地

区排华暴行层出不穷。可是清

朝统治者长期认为华侨“自弃

王化”、“咎由自取”，听任他们

由人凌虐宰割。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在列强侵略之下，已经

岌岌不能自保，根本没有保护华

侨的力量。

由于这些原因，华侨迫切希

望祖国强盛，并且有个良好的政

府关心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的

正当权益。同时，他们在国外接触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比较

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华侨里面出

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足以

说明这个问题。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首

先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创立

的民主革命组织。

孙中山于 1894 年 11 月在檀

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

个民主革命团体。首先参加兴中

会的 20 多人都是华侨，包括工人

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和资本家孙

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兴

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

宗旨，这同华侨的爱国愿望完全

符合，因此，得到许多爱国华侨的

同情。1895 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

立总部，得到了许多港澳同胞、华

侨以及与华侨有联系的志士的热

烈支持。不久日本和越南等地的

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兴中

会机构。

当时美洲的洪门组织在华侨

中有很大的影响，估计当地华侨

百分之七八十加入了这个团体。

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

效力，亲自参加这个组织，于 1904

年为它重订章程，规定一律称为

致公堂，并且把兴中会的誓词当

作致公堂的宗旨，鼓励致公堂也

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5 年 8 月，兴中会同章太

炎、蔡元培、陶成章等所组织的光

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

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

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推举

孙中山为总理。

同盟会在南洋、欧洲、美洲等

地都设有支部。它在国内因为环

境的关系，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在

国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

作，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

进展更为迅速。它的南洋支部，最

初设在新加坡晚晴园，后来迁移

到马来西亚槟榔屿。

“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

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著名的爱

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

同盟会的。有些华侨带着家人一

同入会，还有些华侨特地回国来

发展同盟会组织，同盟会在厦门

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的，这些

事实可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

力的支柱。

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参加战斗

华侨对辛亥革命另一个巨

大贡献是英勇参加多次革命起

义。

从 兴 中 会 成 立 的 第 二 年

1895 年到 1911 年武昌起义这 16

年中，孙中山直接间接发动了十

多次武装起义。他对起义的策

划，除了把会党和新军当作主要

的联络对象，也把华侨当作骨干

力量。

1895 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

策划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这

次起义的有跟随他由檀香山回国

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

子等华侨。1900 年 10 月的惠州起

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二次武装斗

创办革命报刊抨击保皇谬论

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

舆论，革命的诞生总要伴随一

场大喊大叫，宣传革命的道理。

在这方面，华侨对辛亥革命也

有重大的贡献。

华侨虽然早就渴望祖国富

强，但是他们同过去国内许多

爱国志士一样，在摸索救国道

路的初期，只有朦胧的认识，并

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民主革命

这条道路的。而且最初华侨和

国内老百姓一样，大都受着封

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总希望有

个“好皇帝”，所以听到孙中山

要推翻帝制，很多人“掩耳惊

走”，认为“大逆不道”，甚至把

他看作“洪水猛兽”。在这样的

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更非重

视宣传工作不可，而出资创办

报刊来宣传革命道理的绝大部

分就是华侨。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

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也在华侨

中进行活动，于 1899 年在加拿

大首创保皇会，主张拥戴光绪

皇帝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的“改

良主义”对当时华侨中一部分

上层人士很有吸引力，向华侨

募捐到了不少钱，成为孙中山

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障碍。孙

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在各地

华侨的赞助之下，也纷纷创办

报刊，一时海外的革命报刊真

像是“雨后春笋”。

参加同盟会的华侨还纷纷

办起“阅书报社”，如新加坡的

同德书报社、槟榔屿的槟城阅

书报社、马来西亚霹雳的益智

书报社、缅甸的觉民阅书报社、

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等。仅荷

属东印度的阅书报社就有 40 多

个，缅甸也有 10 多个。这些阅书

报社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也起

了很大的作用。

民主革命派经过同保皇党

在报刊上激烈交锋，终于占了

压倒性的优势。本来支持保皇

党的人很多转而同情同盟会，

连梁启超后来也称“以今日之

我非昨日之我”。这一场理论上

的激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它

的主要战场虽然不在国内，而在

华侨众多的海外，但对国内民主

革命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911 年 8月 5 日，清朝最大

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当

地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乘机向

舰上官兵宣传，鼓动他们参加

革命，感动了不少人。“海圻”号

返航抵达上海，舰上官兵响应

武昌起义，也参加到革命的行

列中来。

踊跃捐助经费开展革命活动
华侨在经济上支持祖国革

命的功绩更加突出。历次起义

的枪支、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

的伙食费，平时革命组织的活

动费，创办报刊等宣传费，孙中

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

的旅费和生活费等等，绝大部

分是华侨供应的。孙中山回忆

他领导起义的历史也说：“其慷

慨助饷，多为华侨。”

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时候，

在经济上就是完全靠华侨支持

的。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

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

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军

费。

孙中山从 1895 年起在广

东、广西、云南发动的一系列起

义，每次军费都得到华侨的支

持。

武昌起义一开始，华侨为革

命捐款更加踊跃。广东、福建、

云南、上海等地在光复中都得

到华侨捐款支援。据当时广东

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

1911 年 11 月 9 日到 1912 年 5

月底这半年中，华侨支持广东

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和借款

就共达 175.8 万多元。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

总统的时候，财政非常困难，也

得到华侨捐款援助。据陈宗山

在《南洋华侨革命史略》中说：

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

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

（选载自《齐鲁春秋》）

争，邓荫南、宋居仁、卢文泉等

华侨也参加了。

1907 年孙中山到河内设立

革命机构，在广东、广西、云南

一连发动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

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

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 1911

年 4月 27 日的广州起义，也就

是黄花岗之役，这是孙中山、黄

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得

到华侨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

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

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榔屿

等地回来的估计就不下 500 人。

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

首，组织了敢死队回国；缅甸和

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有回

来参加的。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

明确是华侨的有 29 人。工人

占 10 多名，其余有职员、教

师、记者、商人、传教士等。华

侨各阶层几乎都有参加这次

起义。

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

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有绝

命书。例如新加坡印刷工人李

炳辉在回国的时候写信给他的

母亲，附有一首诗：“回头二十

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

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

私。”

他们作战都奋不顾身。例如

吉隆坡华侨李晚扛举起义大

旗，在队伍前头勇猛冲锋，终于

牺牲。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在巷

战中打死了很多敌人，自己身

中数枪，坚持奋勇杀敌，一直到

战死。

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审讯

中和临刑的时候都表现出视

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例如河

内华侨罗联在作战的时候被

捕，对探监的族弟说：“我决心

舍生取义，希望弟弟们继承我

的遗志。”水师提督李准亲自

审讯他，他始终不屈服，在刑

场还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

亡! ”

这些烈士的事迹可歌可泣。

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

义的枪声一响，华侨也纷纷回

国参加各地的武装起义，组成

北伐队、炸弹队、总统宪兵队

等。

年 月 日，孙中山途经新加坡，与陈嘉庚会晤

孙中山题词：华侨为革命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