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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西岳（1905-1991），出生

于福建省金门县，求学于集美

学校，26 岁时到印尼、新加坡等

地经商。1952 年回国定居。曾任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福建省金

门同胞联谊会会长、厦门市人

大常委会第七届副主任、市政

府副市长、厦门市政协二至七

届副主席、厦门市侨联第四至

十一届主席、厦门市金门同胞

联谊会会长，其中担任厦门市

侨联主席长达 35 年，为侨联事

业呕心沥血、倾尽全力。1991 年

11 月 27 日在厦门病逝，享年

87 岁。

嘉庚精神的践行者
在厦门，谈论起新中国成立

后的侨务事业，有个名字无法避

开；在厦门，细数改革开发后兴办

的一座座工厂，有个人屡屡被提

及；在厦门，归侨侨眷们回忆落实

政策的往事，常常说“感谢颜主

席”。他就是颜西岳，担任了八届

35 年的厦门市侨联主席，把毕生

主要精力、资产都奉献给了侨务

工作。

与厦门仅一水之隔的金门

县，是颜西岳的家乡。他幼年在金

门读私塾和小学，1926 年肄业于

集美学校商科，即回金门创办金

门公学；1931 年出国谋生，先后在

印尼的苏门答腊、棉兰、巨港以及

新加坡经商。

颜西岳在印尼、新加坡时，常

与爱国进步人士交往。在海外早

年就同陈嘉庚先生和一些爱国人

士接触，抗战时，积极宣传抗日救

国，发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军民。

日本南侵时，转入山芭避难。日本

投降后，参与投资创办进步报刊

印尼《生活报》和新加坡《南侨日

报》。

颜西岳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

腐败，饱尝了海外孤儿的辛酸。他

深深地感到：只有祖国强大了，海

外孤儿才能有自己坚强的靠山。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他立即表示拥护，1950 年就把长

女送回北京辅仁大学读书；并汇

款参加创办广州华侨投资公司，

支援祖国建设；还从事救济被英

政府驱逐出境的难侨的工作。不

久，他移居印尼。

1950 年，中国、印尼建交时，

首任大使王任叔抵达印尼后，被

安置在旅馆里，没有安排大使馆

接待。侨胞们见堂堂中华大使受

此委屈，心里很不是滋味。彼时，

颜西岳与陈剑敦在印尼经营信记

橡胶公司，便联合以信记公司的

名义集资购置了一座古色古香的

中国式宅院，作为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的馆舍。

1952 年毅然举家回国在厦门

定居，亲自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

金门同乡、集美中学校长陈

村牧记得初次重晤时，颜西岳满

怀激情地说，“祖国百年耻辱，一

扫而空，海外游子，扬眉吐气，趁

筋力尚健，应该回来略尽绵薄！”

1956 年，颜西岳被推选为厦

门市侨联主席。他积极参加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曾担

任全国侨联常委、省人民代表、省

政协常委、省侨委委员、省华侨投

资公司副董事长、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

主席等职。

颜西岳的一生，贯穿着一条

爱国主义红线。而他的这种思想

感情，又是与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一脉相

承的。颜西岳早年就读于集美学

校，后来到南洋谋生，与陈嘉庚

先生有过接触。陈嘉庚先生倾

资兴学、集资支援祖国抗战的

嘉言懿行，在颜西岳的思想上

打下深刻的烙印。可以说，颜西

岳正是身体力行，努力实践陈

嘉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

典范。

投身家乡建设事业
颜西岳经常说，侨联是人民

团体，是在党委领导下，发挥联系

侨界的桥梁作用。只要对厦门有

利的事情就应积极去做，不要计

较个人得失。他是这样说也是这

样做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需

要外汇，争取侨汇是侨务工作的

重要任务。省华侨投资公司厦门

办事处成立时，颜西岳出任主

任，与同事们一起努力，前后争

取了侨汇投资人民币 1200 万

元，投资于厦门罐头厂、瓷厂、橡

胶厂、感光厂、化纤厂、同安油厂

等企业，不仅帮助侨胞实现支援

家乡建设的愿望，还投本催生了

一批骨干企业；争取侨汇建筑

500 多万元，建了 100 多幢别墅

式华侨住宅，一方面帮助侨胞回

国建房，另一方面直接服务于市

政建设。

对外开放以后，来厦门的华

侨、外国人日益增多，需要各种

口味的面包，但八十年代初厦门

只有 2 家做面包的，量少，品种

单调，口味一般，当时，市领导提

出要侨联引进面包生产技术设

备。虽然开面包厂利润少，但社

会有需要，颜西岳乐意接受这

一任务，并积极筹备，在旅居

香港的市侨联委员的支持下，

引进加拿大面包生产线，终于

在半年内办起侨利食品厂，生

产各种面包糕点供应市场，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特区创建初期，外商对厦门

还不了解，投资环境尚未改善，

外商来的不多。为了引进外资，

市政府成立了特区建设发展公

司，请颜西岳出马参与对外经

济活动。当时，他已年逾古稀，

但丝毫不以为意，毅然出任副

董事长。他不是只挂名，而是直

接参与经济活动，首先鼓励了

一批有财力的亲朋好友来厦投

资；又亲自率团赴香港宣传厦

门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和投资

环境，以他在海外广泛的联系

和影响，吸引了一批有财力的

“三胞”来厦门投资。

特区创办之初，办公用房十

分紧张，颜西岳率先腾出侨联

办公室，让给几家公司和银行

做办事机构。

热心教育社会福利事业
只要是为民办好事，颜西岳

都大力以赴。他是创办厦门侨

务生产、福利事业的先驱。

颜西岳历来十分关心下一

代的成长，热心支持、赞助教育

事业。1957 年，一些归侨子女未

考上大学，需要补习，他就提议

创办华侨补习班。1958 年，华侨

补习班升格为华侨中学，他一

起为筹经费、建校舍、购设备、

聘教员出钱出力，很快就把华

侨中学办起来。

当时，侨联还办了华侨托儿

所和华侨幼儿园，都是“私立”

性质，经费要自筹，颜西岳除自

己掏钱支持外，还要发动侨胞

捐助。以后，这些所、园、校都改

为公办，划归有关部门管理。颜

西岳仍对这些事业的发展十分

关心，帮助他们筹集奖学基金，

改建校舍和购置电教设备的资

金，解决交通工具等。此外，第

六中学、鹭江中学、郊区农业中

学等在创办初期也得到市侨联

的赞助。

市儿童福利基金会成立后，

颜西岳出任会长，积极筹集资

金，购置设备，建立儿童服装

厂。他还为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劝募和赞助。

大兴安岭火灾时，侨联的经

费虽然也很紧张，但颜西岳认

为救灾要紧，其它开支可压缩，

挤出 1 万元捐给灾区。1991 年

夏的大水灾，他已病重住院，仍

主动捐款支援灾区。

许多侨胞对颜西岳十分信

任，委托颜西岳代办捐助家乡

的公益事业，有的对捐什么项

目、捐多少都请颜西岳决定。颜

西岳都一一为侨胞办好，账目

结算清楚，侨胞都很满意。

关心归侨侨眷的疾苦
六十年代印尼排华时，颜西

岳不但组织力量参与接侨工

作，还经常下到安置点，深入住

家，嘘寒问暖，帮助解决问题。

他任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

厦门办事处主任时，除了带头

投资，还鼓励、动员许多亲友投

资，每年成绩均列全省前茅。厦

门罐头厂、厦门橡胶厂等企业

得到侨资扶持，很快就发展成

为厦门市的骨干企业。

五六十年代，由于厦门地处

海防前线，生产建设事业受到

客观限制，归侨、侨眷就业难是

当时一大问题，市侨联和市侨

务局在颜西岳的积极倡导和支

持下，初期创办了几家生产合

作社，后又联合创办侨星化工

厂、华侨印刷厂、华侨机修厂、天

马华侨农场等生产基地，为解决

归侨、侨眷就业找到出路，也为社

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颜西岳对

这些企业很关心，不仅出钱捐物，

还直接参加义务劳动。

引进良种也是国家需要的，

颜西岳与市侨联副主席汪万新

等一道，艰苦创业，办起华侨引

种园，在引种工作上做出显著

成绩。

在困难时期，他还亲自到永

春猛虎山华侨农场引进良种猪

苗，通过友人从日本引进良种

鸡苗，赠送给天马华侨农场，帮

助该场发展畜牧业生产，为缓

解当时中旅社遇到的副食品供

应不足的困难，为做好接待工

作发挥了作用。

“文革”后，许多归侨子女回

城等待就业，在颜西岳支持下，

1979 年创办了来料加工企业侨

光电子元件厂，先后安置 2000

多人就业。

拨乱反正，许多侨务政策需

要落实。对重要案件，颜西岳都

亲自向上级反映，使问题得到

妥善解决。对侨房的落实政策

问题，有些归侨、侨眷的住房困

难问题，照顾夫妻团聚问题，颜

西岳都指示工作人员，积极向

有关部门反映，尽量帮助解决

困难。

侨胞们都知道了“有困难找

侨联”。有些侨胞回来探亲，住

宿、购买机票、车票有困难，有

的海外侨胞要找国内的祖籍，

归侨、侨眷要找海外失去联系

多年的亲人，他们都首先想到

求助于侨联。对于这些具体事

情，颜西岳都交代工作人员要

尽力帮助解决。他常说，侨联是

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

的，这些服务工作做好了，就能

争取侨心。

重视侨联的基础建设
颜西岳对侨联的基础建设

历来十分重视。过去侨联没有

会所，租来的办公用房狭小，许

多活动无法开展。五十年代末，

在颜西岳等老一辈归侨的倡导

下，115 人捐募人民币 15 万元，

与华侨服务社合建华侨大厦第

一期工程，市侨联才有了自己

的会所。

对侨联办企业，颜西岳一向

主张办生产性、服务性企业。对

企业的经营，他一再要求要慎

重，要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不

搞歪门邪道。这样，保证侨联企

业的经营比较稳当，没有出现

大的偏差。

颜西岳与许多老一辈归

侨，在侨联树立了一个好传

统、好作风。他们全心全意为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

不计报酬，不图名利，工作认

真，细致严谨的精神，对侨联

工作人员有很大影响；大家

以他们为榜样，勤勤恳恳做

好本职工作。颜西岳常说，侨

联是做服务工作的，工作琐

碎，要求工作人员对工作不

计较，这样才能做好侨联的

工作。

他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但

对工作人员的生活很关心，遇

到困难，他都想办法在可能的

范围内尽量解决。

两岸和平统一的推动者
1985 年间，颜西岳与陈村

牧等金门同乡聚首一堂，谈起

金门同胞散处海外及我国大陆

的有数十万人，如能团结起来，

对促进祖国的统一，定会有所

作为。于是倡议组织福建省金

门同胞联谊会。成立时，在众人

的推举下，颜西岳也很乐意地

担起会长的重任。此后福州、泉

州、漳州、厦门等市金联相继成

立，为促进两岸“三通”作了许

多贡献。

一次，颜西岳到大嶝，通过

望远镜遥望对岸金门，故乡的

山山水水，依稀可辨，多年未见

的亲人，似乎呼之欲出。可是一

水之隔，哪怕仅 2000 多米，也只

能望云思亲，他是多么思念生

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思念故乡

的乡亲，思念在金门、台湾分别

几十年的老朋友和亲人啊。他

无限感慨，渴盼有生之年，能够

回乡，与亲人团聚，共庆祖国的

统一。

他经常接待来自台湾、金门

和海外的同乡、亲戚，宣传和平

统一祖国的政策，消除彼此隔

阂，促进互相了解，同时争取他

们来大陆投资办厂。

（下转 8版）

□本报记者 林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