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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畅 整理

丘明昶（1873-1946），祖籍

福建漳州海澄县新垵村（今属厦

门市海沧区）。年轻时跟随乡邻

南渡新加坡，白手起家成为新马

地区华侨华人金融业的先驱之

一。事业成功后，丘明昶回乡投

资厦门码头，创建万记商行，开

展国际贸易，成为厦门港实力人

物。

丘明昶是孙中山先生的忠

实支持者，槟城最早的同盟会会

员之一。孙中山先生“九次革命、

五过槟城”，日常生活费用都由

丘明昶等 11位华侨全力支持。

为了表彰丘明昶对革命做

出的杰出贡献，孙中山先生给他

颁发了“旌义状”。南洋同盟会用

武昌起义的两个枪弹壳，分别镌

刻“丘明昶先生惠存”和“建设民

国纪念”铭文相赠。1946 年 3月

12 日，丘明昶病逝，其墓碑上刻

有孙中山手订的“革命军旗”和

“青山埋侠骨，黄土吊英魂”挽

联。

下南洋开展国际贸易
丘明昶家族世居海澄县三

都新垵村。这里是闽南著名侨

乡，远自明末清初，村里就有人

背井离乡到南洋谋生。三四百年

来，村民过番下南洋，蔚然成风，

至今村里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

都还有亲人分布于新加坡、马来

西亚和缅甸等国。

丘明昶自幼聪明伶俐，爱好

读书。年轻时，受到村里出洋风

气的影响，他拜别父母，跟着过

番的乡邻搭乘大帆船前往新加

坡。先在一家店铺当文案兼记

账，几年后学会商贸经营诀窍，

毅然辞职到马来亚的槟城寻找

机会，创办起吉昌油索行。他起

早摸黑，诚信经营，热忱服务，深

得客户信赖，生意兴隆。

随着业务的扩展，又相继在

新加坡和印尼的巴干亚比等地，

开设吉昌油索行分行。随着资产

的迅速增值，平日关注市场动态

的丘明昶，目睹新兴的橡胶业和

碾米业有利可图，于是“购地辟种

植场数百亩，更与族人合股开‘米

郊’‘橡胶郊’。十年经营，业至数

十万，不可谓非商中之雄矣！”继

而，他参与创建新加坡和丰银行，

先后担任和丰、华侨银行董事会

主席、董事16年。1935年新加坡侨

资大华银行诞生，他参股并被推选

任董事会的副主席、董事，是新马

华侨、华人金融业的先驱之一。

最早的槟城同盟会骨干

1905 年 8 月 20 日，中国同

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厦门籍

华侨陈楚楠在新加坡成立中国

同盟会南洋分会，作为南洋革命

党人的总机关。1906 年，孙中山

来到马来亚的槟城，受到陈新政

（厦门岭兜人）、吴世荣、黄金庆

和丘明昶等人的热情接待。为传

播革命思想，孙中山在小兰亭俱

乐部发表演讲，抨击清廷政治腐

败，官员贪赃枉法，列强侵犯不

断，民族危机深重，鼓动侨胞参

加革命，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其

时，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

派在南洋的势力还相当雄厚，侨

众们对孙中山的讲演不理解，对

其敬而远之。而腰缠万贯的丘明

昶领悟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是振

兴中华、民族复兴的“至理名

言”，深表拥护。

这年 9 月，孙中山组建中国

同盟会槟城分会，丘明昶和陈新

政等十多人是第一批会员。未

几，孙中山将中国同盟会南洋总

机关从新加坡迁到槟城，丘明昶

参与创办槟城阅书报社，购置革

命报刊，举办时事演讲，发展革

命组织，捐资筹款支持革命活

动，成为中国同盟会槟城分会的

主要骨干。原全国侨联主席庄希

泉在槟榔屿加入中国同盟会时，

就是陈新政、黄金庆和丘明昶三

人介绍的。

参与筹办华文媒体《光华日报》

创办于 1910 年 12 月 20 日

的《光华日报》，迄今仍在马来西

亚全国发行。这份世界上最长寿

的中文报纸的诞生，丘明昶功不

可没。当时，鉴于清末南洋华侨

思想都比较保守，孙中山与陈新

政、丘明昶等主要骨干策划办报

宣传革命，孙中山亲自给报纸取

名《光华日报》，寓意“光复华

夏”。历经一番周折，《光华日报》

在槟城问世，丘明昶是筹办《光

华日报》6人小组的成员之一。

《光华日报》创刊后，每天出

版两大张，社论、电讯、新闻、广

告都采用 4 号字长行编排，重要

启事排在最前。辛亥革命期间，

《光华日报》是南洋革命党人重

要的舆论阵地，对推动民主革命

和传播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起了

很大作用，在南洋华侨社会有很

大影响。

丘明昶自 1911 年任《光华

日报》第一届议员，第二届至第

四届协理，第五届、第六届副总

理，继又蝉任第八届、第九届协

理，第十八、二十届董事，1934 年

还与陈新政分别任《光华日报》

正副主席，前前后后担任《光华

日报》高层职务 20 多年，捐资献

智，建树甚多。此外，新马的一些

革命报刊，如《国民日报》等，也

聘丘明昶为董事。

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11 年 4 月 27 日广州起义

失败，孙中山从美国往日，日本

政府不让入境；转赴越南、新加

坡，也都被拒签证。孙中山只得

避难槟城，经济拮据，囊空如洗。

他携带家眷妇幼一家五六口，租

住柑仔园一间小房子，每月房租

和柴米油盐等生活费用 100 元

都无法支付，幸好有陈新政、黄

金庆、吴世荣、丘明昶等 11 人挺

身而出，共同长期负责孙中山在

槟城的生活起居费用。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

义后，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困难局

面，孙中山授意创办中华实业银

行，派沈缦云、庄希泉赴南洋招

股，支持政府，丘明昶是南洋华

侨认股最踊跃者之一。厦门军政

关心厦门建设发展

丘明昶勤俭起家，“尝戒其子

辈曰：吾少贫，尔曹知之。今得在南

洋占一席地，积几文钱，无他，恪守

一勤字耳。”他生活俭朴，热心兴办

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事业，在侨居

地新加坡、马来亚，他与许生理等

于 1917 年发起创办钟灵学校，任

校董会主席、名誉校长。他提倡女

权，反对女子缠脚的陋俗，主张男

女平等，女孩子要上学念书。1919

年，又与陈新政、许生理等创办福

建女子学校，担任首届校董会协

理、董事。

对于家乡的文教和地方建

设事业，他也慷慨解囊。1916 年，

捐助过厦门《民钟报》经费，还捐

助过厦门中山医院、鼓浪屿中山

图书馆及中山公园。1922 年他利

用回国旅游参观的机会，返回久

别的桑梓故土新垵村，并就目睹

“种种之衰退气象”，致函村里的

瑞轩等家族老长辈，表示整顿故

乡重任，他“责无旁贷”。他对梓

里当年应兴应革事宜，提出看法

和建议，强调指出：“处此优胜劣

败之世界，女子为将来国民之

母，若无教育，必无贤母；既无贤

母，哪来贤子。”极力主张女校

“与男校并重”，将“女学校宜继

续维持”列为村里第一件头等要

事。接着他提出“迷信神权宜速删

除也”，认为村里每年花在迷信活

动“耗费为数不赀”，而又“无补时

艰”，他主张删除，而且以身作则，

不拜鬼神。他还提出填平厕池、修

理路政、清通沟渠等，也都是村里

应该改革的要事。

丘明昶一生所做善事，不胜

枚举。当厦门进行近代化城市改

造时，他也回厦投资房地产业和

开设“明昶”公司，在今鼓浪屿晃

岩路 74 号建置别墅，并在老家

新垵村兴建占地 3090 平方米的

红砖古厝万吉楼。

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 3 月

12 日，丘明昶参加南洋同盟会举

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会后

上山植树，不慎跌伤，医治无效

病逝。南洋同盟会为他举行隆重

的悼念仪式。

槟城州
综述

槟城州 （英文：State of

Penang），简称“槟州”，是马来

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

马来西亚西北部，面积 1049

平方公里，全州被槟城海峡分

成两部分：槟岛和威省。总人

口为 176.68 万。州首府乔治市

是重要港口城市，是首都吉隆

坡后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

槟城华人众多，与中国近

代史关系密切，是孙中山先生

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孙

中山曾 5 次到槟城，宣传革命

思想、筹募革命资金，并在此

创办阅书报社及《光华日报》，

得到了本地华侨华人的热烈

响应和大力支持。康有为、黄

兴、胡汉民等人都曾在此留下

足迹。黄花岗起义便是在槟城

策动的。2002 年 4 月，时任中

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夫人

参观槟州。2015 年 12 月，中国

驻槟城总领事馆正式开馆。

2016 年，中国首次成为外资投

资槟城州的榜首。

1786 年槟州被英国殖民

政府开发为远东最早的商业

中心，当时从国外大量引进劳

工，也把他们的文化及传统一

并带入，造就了槟州独特的景

色、遗迹和风情。槟城不仅以

多元文化和谐发展著称，而且

以“电子制造业基地”享誉全

球。作为马来西亚最具文艺范

的地方，有“印度洋绿宝石”

“东方硅谷”等称号。州首府乔

治市 200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华语教育滥觞

于 1819 年第一所华文私塾

槟城五福书院的建立。1898

年，中国政府采纳康有为、谭

嗣同等维新派的主张，进行

教育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

并推行到马来西亚，促使了

马来西亚第一间现代式华校

槟城中华义学于 1904 年创

立。

1961 年，马来西亚颁布教

育法令规定次年起，全国中小

学分成国民学校（以马来语为

媒介）、国民型学校（由原来的

英校、华校、泰米尔学校改制

而来）和独立中学（不接受改

制学校）。由于独立中学不能

获得政府资助，在巨大压力下

大部分华文学校纷纷改制，一

些华校则走上自筹经费、自力

更生的道路。

截至 2019 年 5 月，州内共

有 10 所华文国民型中学、5 所

华文独立中学。

链接 >>

府成立，亟需款项，也得到丘明

昶募捐资助。然而，1912 年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

“孙大总统暨诸同志函邀”丘明

昶回国任事，他却婉辞不就，不

居功，不图利。他的这种高尚品

德，受到华侨的称赞，甚负时

誉。为表彰他为革命做出的杰

出贡献，孙中山颁奖“旌义状”；

南洋同盟会用武昌起义的两个

枪弹壳，分别镌刻“丘明昶先生

惠存”和“建设民国纪念”铭文

相赠送。丘明昶病逝后，其墓碑

上刻有孙中山手订的“革命军

旗”和“青山埋侠骨，黄土吊英

魂”挽联。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日军侵略中国，

邱明昶用该相机拍下日军暴行带到南洋放映，激起广大华侨华人爱国热情。

（图片来源：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

邱明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