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金额之

冠。

黄奕住认为“上海为五口通

商之一，外商齐聚，皆行使其国

币”，为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于

1921 年与商界名流组织中南银

行，资本 750 万银元，其中黄奕

住出资占 75%。中南银行被特准

和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一样，可以发行钞票。为保障发

行信用，该行邀集当时的盐业、

金城、大陆三银行，建立“四行

准备库”，厚聚四行的资金进行

发行和储蓄业务的联营。该行

还陆续在厦门、天津、香港、南

京、杭州、苏州、汉口、北京等地

设立分支行，可以说是国内华

侨金融业之首。

中南银行建立后，黄奕住又

运用其雄厚的资本，先后向国

内一些民用企业投资，其中较

重要的企业有：上海新裕纺织

公司、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上

海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

司、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

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

司等。

黄奕住还于 1925 年在上海

创办日兴行，经营进出口业务，

贸易额很大，比如进口的糖占

当时全国进口量的 70%。又在汉

口设日兴行，经营大豆出口业

务，每年销售量达数干吨。

黄奕住在厦门独资创办的

黄日兴钱庄，聘戴燕新为经理。

至 1934 年 12 月 1 日起，突然宣

布结束营业，引起厦门各界的

惊奇。据《江声报》报道：从 1919

年到 1934 年的 16 年中，黄日兴

钱庄获利 100 万元。

《江声报》1934 年 12 月 2 日

报道中并谓：“黄奕住早岁经商

南洋。在沪、厦各处投于股份有

限公司，有中南银行、厦门自来

水公司、厦门电话公司，以及手

置业产，全部总共几达两千万

元。”

黄奕住“每以少时失学为

憾”，因此，在他富有之后，就十

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热心给予资助。1920 年，他

在家乡楼霞乡设立斗南小学，

不收学费，还发给学生学习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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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畅 整理

黄奕住（1868-1945），印尼前

首富及糖王，著名的爱国华侨企

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创办银行，

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

实业；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

设家乡；兴资办学，为祖国教育事

业做出很大贡献。直到临终之际，

他仍谆谆教诲其子孙，要继承其

遗志，忠于祖国。

从货郎担到糖王
黄奕住于 1868 年出生于福建

省南安县金淘乡，祖先世代务农。

少时家贫辍学，除帮助父亲种田

之外，还学习了剃头手艺，曾到邻

近的安溪县当学徒，挣钱辅助家

用。

1888 年，黄奕住随乡人到南

洋谋生，初到新加坡，继而去印尼

棉兰，后在爪哇三宝垄定居。白

天，他在路边为人剃头，夜间则寄

宿在海边妈祖庙里，人们称他“剃

头住”。他为谋生而学习土著语

言，了解当地民情风俗。

稍有点积蓄，黄奕住便放弃

剃头业，在华侨魏嘉寿帮助下，改

做肩挑小贩，贩卖杂货，收购土

产。因他讲究商业信用，服务态度

又好，当地居民很爱和他做生意。

不久，他用积蓄的本钱，摆摊设点

作小商。黄奕住很勤劳，起早摸

黑，经营也有方。为了及时收购各

地的蔗糖等土产，他驾着马车走

村串社，与当地居民作交易，生意

一天天发达起来，从小贩到开设

商店。与当地华裔女子蔡缰结婚

后，他经商更为发奋，夫妻俩经常

劳作到午夜才就寝。夫妻同心，其

利断金，黄奕住这就算在三宝垄

扎稳了脚跟。他在三宝垄设立“日

兴行”，经营土产品，由零售商转

为批发商，雇佣大批人手。1914

年，又将生意扩大到印尼的泗水、

雅加达、巨港、棉兰和新加坡等重

要口岸，设立“日兴行”分行，资本

已达 300 万至 500 万荷兰盾，颇

有名气。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三宝垄

是蔗糖业的一个重要区域集散

地。黄奕住瞅准时机，进入糖业，

精心经营，到了 1913 年，已经跻

身三宝垄的四大糖商之一，第二

年便入选了欧洲人编的《世界商

业名人录》，轰动华人社会。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黄奕住经商

的鼎盛时期。他运用雄厚的资本，

收购大批量的蔗糖等货物。到了

大战结束后，糖价暴涨，大获其

利，利润达千万以上。黄奕住专营

糖业历 30 年，终于从剃头匠发迹

成为赫赫有名的华侨富商。

三宝垄的华侨领袖
黄奕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随

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进入 20 世

纪，在三宝垄，他不仅是一位著名

华侨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积极

参加当地华侨社团活动、祖国及

福建家乡建设事业、祖国改革与

革命活动的社会活动家。他成了

当地的华侨领袖。他参加居留地

的多种华侨社团活动，出力多的

是组织三宝垄中华会馆、中华商

会、华侨子弟的教育事业和华商

糖局。黄奕住曾任财务董事，分管

三宝垄中华会馆及所办中华学校

的经费，并带头向当地侨商募捐。

1906 年，三宝垄华侨商人又

成立中华商会。它是荷印地区华

侨组织的最早的行业和职业团

体，促进了三宝垄地区侨商的团

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利益。黄奕

住是组织者之一。1907 年至 1917

年，该会向会员发动过 10 次募捐

救济中国的受灾群众，6次募款资

助中国的国库，15 次帮助推销中

国政府的公债和私营企业的股

票。这些事都由黄奕住负责。

黄奕住热心华侨教育事业，

不仅仅是在印尼。1918 年 6月，陈

嘉庚向同乡会馆及侨领募捐 25

万元，创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第

一所新式华文中学———新加坡南

洋华侨中学。黄奕住解囊捐款 5

万元，占募捐总额五分之一。同

时，黄奕住又捐助新加坡爱同学

校 1.5 万元。

回国兴业筹办中南银行
三宝垄所在地，是荷印政府

殖民地。1919 年，黄奕住决定从印

尼回国定居，选址厦门鼓浪屿。他

很快把自己在国外的大部分资产

转移到国内，据说至少有 6000 万

元（当时中国的银币）之巨，是近

厦门城市现代化的推动者
20 世纪 20 年代的厦门，市

政建设陈旧、落后，环境污浊。

当时适逢厦门进行市政改革，

拆城墙、筑马路，华侨大量投

资，黄奕住也颇有建树，他除了

创办或组织股份公司外，还开

办厦门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

司。兴建市内外公路、修筑海

堤、办理水陆联运、兴建新式房

屋……厦门城市的现代化建

设，某种意义上便源于黄奕住。

此外，他还大力推动福建的铁

路建设和闽西矿产资源的开

发。

黄奕住的厦门电话股份有

限公司，以“服务桑梓为宗旨，

不以牟利为目的”为经营方针，

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1929 年，

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式颁发营业

执照，并称赞以此宗旨经营的

私人电话公司，当时国内仅此

一家。至 1934 年，公司业务达到

顶峰，各地用户数多达 2400 号，

电话机拥有量有 300 余架。当时

厦门的人均拥有电话机数量位

居国内有线通信业的前茅。

1938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

占领厦门，厦门电话股份有限

公司蒙受惨重损失。日本人强

占了公司设备，然后假惺惺地

派人到上海，要求黄奕住与他

们合作，美其名曰“投资入股”。

黄奕住义正词严地拒绝与日本

人合作:“你们或者把电话公司

还给我，或者把电话公司拿去!”

黄奕住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是值得后人称颂的。

黄奕住还十分重视厦门

的市政建设。他开设的黄聚

德堂房地产公司，是当时厦

门较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在

鼓浪屿和厦门投资 200 多万

元，建筑和购买 160 多幢房

屋，并投资建设海滨堤岸。鼓

浪屿有一条日兴街，就是黄奕

住建的。

此外，黄奕住还在厦门，尤

其在鼓浪屿建造了一批公共设

施的建筑，如厦门自来水公司

办公楼、中南银行鼓浪屿办事

处大楼、厦门酒店和厦门自来

水公司鼓浪屿管理站等。1930

年,他创办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

司以管理所有的这些产业。据

统计,黄奕住分散在厦、鼓各地

的房地产共有 160 座,建筑面积

达 41457 平方米。由于爱国精神

的激励，建筑理念的超前，黄奕

住在鼓浪屿所建造的楼房,已成

为岛上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为促进福建交通事业的发

展，推进民族工业的振兴，福建

的许多海外华侨和有识之士纷

纷呼吁在福建修建铁路。黄奕

住是福建铁路公司主要股东之

一。首先修建的是漳厦铁路，自

厦门岛对岸的嵩屿起至漳州

止。

敬教劝学急公好义
黄奕住在童年时，因家贫失

学。他在独立谋生、艰苦创业的

过程中，对于因读书少而带来

的苦恼和振兴教育、开发民智

的重要性，体会极深。

幼年失学，成年吃苦，是他

办学的动因、动机、动力。黄奕

住用于教育的精力与金钱，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家

中子孙的教育，二是对社会青

少年的教育。常到黄奕住家做

客的闽南名士苏大山写道：

“……君（指黄奕住）每以少时

失学为憾，故创办斗南学校于

楼霞乡，慈勤女子中学于鼓浪

屿，而新加坡筑爱同学校、华侨

中学，厦门大同中学、英华中

学，北京大学，广东岭南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均倡捐巨资不

吝。”捐资的综述“累计十余万

金”。 （下转 8版）黄奕住在鼓浪屿兴建的时称“中国第一别墅”———黄家花园

历史上的中南银行鼓浪屿办事处

漳厦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