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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希

庄希泉（1888—1988）祖籍福

建安溪，出生于厦门。新加坡归侨

革命者，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

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

届副主席，中侨委副主任，全国侨

联第一届代主席、第二届主席。

庄炎林（1921-2020），出生于

上海，新加坡归侨。1937 年参加上

海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广西

大学党支部书记，广西桂林市工

委书记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

任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

处负责人和上海人民报社总编辑

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福建团

省委书记，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

第一书记、南平地委书记，福建省

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等。文革后,先

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办公厅主

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

副局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中国

侨联副主席、主席，是政协第六

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庄希泉

在南洋反帝爱国

庄希泉的祖父庄登山，19 世

纪中叶举家从安溪逃荒至厦门，

有了积累后就经营小生意。庄希

泉幼年在厦门读私塾，12 岁时被

父亲送入日本人在厦门开办的东

亚书院。1906 年，庄希泉随父赴

沪，在自家的庄春成上海分号任

出纳，1910 年继任该店经理。

当时上海是反清革命志士云

集之地，漳泉会馆是福建革命人

士聚会场所，庄希泉结识了前清

举人沈缦云等人，接受革命思想，

同情和向往革命。他积极参加上

海军政府筹饷，并加入中国同盟

会。1913 年 5月，庄希泉应聘出任

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分行协理。

1915 年，庄希泉与老同盟会员陈

楚楠等在新加坡合股创办中华国

货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经理。1917

年，他与北京女师毕业生、苏州籍

的余佩皋一起，创办南洋女子师

范学校（今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

前身），任该校董事长。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国内反

帝爱国斗争日益高涨。这时旅居

新加坡的庄希泉、余佩皋也率领

南洋女校师生们走上街头，声援

国内的反日爱国运动。1920 年 5

月英国殖民政府当局颁布了《海

峡殖民地教育条例》，为新马广大

华人所反对，庄希泉与陈寿民、张

国基等人联合组织“华侨学务维

持处”，在华侨各界人士中发起

“争人格，反苛政”的签名请愿运

动。庄希泉被推选为三位请愿代

表之一。事后，殖民地当局秘密绑

架了庄希泉，拘禁 50 多天后于

1921 年初把他“永远驱逐出境”。

回厦门办厦南女师

1922 年庄希泉从上海回到厦

门，在海外华侨资助下创办厦南

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厦南女

子中学”）。当年庄希泉任学校董

事长，夫人余佩皋任校长。夫妻二

人同心尽力，把女师办得生气勃

勃。他们还合撰《南洋英属教育之

危机》一书，呼吁应对东南亚的华

文教育予以重视。

1925 年，庄希泉在厦门加入

国民党并任福建省临时党部执行

委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根据中

央党部指示，及时组织“厦门国民

外交后援会”，动员罢工、抵制日

货，被日本驻厦领事署强行逮捕。

厦门 80 多个团体联名出面交涉

仍旧无效，日方要庄希泉出具悔

过书并声明退出外交后援会，否

则将押送台湾严办。被押上船赴

台湾那日，厦门数千群众自动到

码头送行。

庄希泉拒绝妥协，遂被关押

在台湾监狱达 9 个月之久，受尽

折磨，后经亲友营救获释，但只准

在台湾和日本居住，不准回中国

大陆。他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人，

而非因他父亲庄有理日台籍身份

使他自然具有日侨身份。1927 年

他在赴南洋途中经上海时，摆脱

日本政府的控制，并在《新闻报》

上发表“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侨

民”的声明。

为抗日救亡运动尽心尽力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国

民党右派进行“清党”，庄希泉因

与中共有过联系，不为所容，不得

不又流亡菲律宾。1932 年淞沪抗

变卖家产支持革命

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庄

希泉转移到广西桂林，并在柳州

等地组织闽台协会和闽台建设

协进会。为了支援中共广西省工

委经费，庄希泉决定变卖在港全

部家产。庄希泉父子等7人跋山

涉水，走了 10多天才到澳门，庄

希泉留在澳门，庄炎林等进入香

港，把 20多箱家产设法搬运出来

变卖，所得悉数捐献给中共广西

省工委，而他们一家人一日三餐

仅以稀饭咸菜充饥。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再次南

渡新加坡，任捷通行经理，经营

出口贸易及发行苏联影片，并

继任南洋女中董事长。1947 年，

他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兼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

94 岁新党员终生为侨

1949 年 10 月中旬，中央人

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

任命庄希泉为副主任委员。

庄希泉不负众望。他和何

香凝、廖承志、陈嘉庚、方方一

道，协助中央制定一系列侨务

政策。在接待侨胞来访、组团

出国、安置归侨、发展侨乡生

产、加强侨胞团结和增进各国

人民友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1956 年，全国华侨联合会

在京成立，陈嘉庚出任主席，

庄希泉被推选为副主席。1957

年“反右”扩大化时，中侨委不

少干部受到错误批判，他挺身

而出，为其中一些人辩护，使

他们免于或减轻处分。文化大

革命中，庄希泉被抄家，处境

艰难，但他关心的是其他干部

的安全。有一次造反派要他写

一份诬蔑领导人的材料，庄希

泉当面严词拒绝。

1978 年 3 月，庄希泉被选为

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

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侨联主席。

当时他已 90 高龄，仍不顾年迈

体弱，在侨务界的拨乱反正、侨

乡的文明建设、侨联组织的恢

复和发展等方面，倾尽心血。

1981 年，他任中国华侨历史学

会会长，勉励中国侨史学者写

出有自己特色的侨史著作，让

世人了解华侨。

1982 年，廖承志《致蒋经国

先生信》发表后，庄希泉在接待

海外同胞时，多次寄言海外亲

朋，希望共同为早日实现祖国

统一大业努力。同年，庄希泉以

94 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94

岁的新党员，这在党的历史上

是没有前例的。

1983年以后，庄希泉继任第

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

国侨联名誉主席。他还任过第三、

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委员以及华侨大学董事长。

1988 年 5 月，庄希泉因病

在京逝世，终年 100 岁。

庄炎林

南下解放福建省
庄炎林 1921 年生于上海。

曾就读厦门双十中学，后侨居

新加坡、马来亚。1935 年回国，

1937 年参加上海抗日战争战时

服务团。1938 年在桂林参加革

命。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后任广西省委干训班党支部副

书记、广西大学党支部书记、省

委交通联络员、柳州地区负责

人、桂林市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庄炎林在

广西、广东搞地下工作，参加

游击战争。1942 年香港沦陷，

庄希泉从香港转移到广西，以

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党开展工

作。当时广西地下党遭破坏，

经费陷入困境。庄希泉、庄炎

林父子即变卖香港家产捐作

党的经费。

抗战胜利后，庄炎林由党组

织调任上海《华侨通讯社》记

者、上海《经济周报》编辑、“上

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

处负责人和地下党报《上海人

民报》总编辑。

上海解放后，庄炎林受福

建省委书记张鼎丞之命，任解

放军华东军区上海知识青年

随军南下服务团招生办主任，

负责招收上海知识青年，选拔

2500 人组成南下服务团，随军

南下解放福建。建国后，他历

任福建省青年联合会主席、团

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文教

部、宣传部副部长，闽江水电

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南平地

委书记，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

等职，曾两度到晋江县任县委

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为

福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

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庄炎林

遭到严酷的打击迫害。1970 年

被下放到闽北山区邵武县朱坊

公社山下大队劳动。他曾先后

负责生产队、大队工作，后任农

场党委书记、场长，公社党委书

记、革委会主任，1972 年调晋江

县主持工作。

1974 年，庄炎林调对外经

济联络部，被派任中国驻坦桑

尼亚经济代表，负责我国援建

的坦赞铁路等几十个项目，援

建人员最多达 1.6 万人。因环境

艰苦，疾病流行，我援建人员中

有近百人献出宝贵的生命。庄

炎林带领一批批援外人员，战

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历经 3 年

多时间，坚持到胜利完成任务

才回国复命。

建饭店开创新局面
1978 年，改革开放伊始，庄

炎林任刚成立的中国旅游总局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为了摆脱

困境，开创旅游事业的新局面，

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

理谷牧、陈慕华，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为组长的

“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

领导小组”，庄炎林任领导小组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具体负责

这项工作。

（下转 8版）

庄希泉 庄炎林

战期间，他组织募捐了大批食

物和药品支援十九路军将士。

1933 年他与王雨亭在马尼拉

创办《前驱日报》，任经理兼编

辑，在华侨中宣传反蒋抗日。

同时他们又合作经营中华影

片公司，组织放映苏联影片

《夏伯阳》等。1934 年夏，庄希

泉从菲律宾回厦省亲，被国民

党政府逮捕，并欲加以杀害，

后由日本领事出面交涉予以

引渡，经多方营救获释，庄希

泉即离开厦门。同年，奔波革

命、积劳成疾的余佩皋英年早

逝，庄希泉痛失伴侣，少年庄

炎林永失母爱。

1938 年庄希泉移居香港，

主持福建抗日救亡同志会，任

香港福建同乡会常务委员，并

倡办建光学校和立华女子中

学，收容大陆逃港难童，还协助

台湾革命同盟出版《战时日本》

杂志，为抗日救亡运动尽心尽

力，直至香港沦陷。

庄希泉在入党时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