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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晖

3 月 18 日傍晚，香港集美中

学校友会陈伟民会长给我发来微

信，告知庄平畴先生不幸在港辞

世，他悲痛地向这位德高望重的

长辈，一位始终坚定不移热爱祖

国、热爱陈嘉庚校主、热爱母校的

学长告别。陈伟民说，几年前的一

天中午，庄平畴先生知道他们正

在佐敦开会，就找到他，交给他一

张两万元的支票，说：“会长，我明

天就要住院，这支票给校友会做

会费，我这进去不知会不会再出

来。”讲完就走，他的眼泪顿时止

不住涌了出来。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荣誉会长

任镜波先生题写“忠厚流芳”敬挽，

发在朋友圈，以志纪念。我的心情

也十分低沉，脑海里不断出现庄平

畴先生敦厚实在、亲和勤勉的形

象，以及几次和他短暂交往的过

程。他并不是巨商富豪，为人低调

并不出众，但每次校友会活动总

有他忙碌执着的身影，总有他捐

赠做奖品的珠宝黄金饰品，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

华侨在印尼万隆会议上看到周恩

来总理庄严亲切的形象，听到周

总理的召唤，华侨子弟们纷纷回

国读书，报效祖国。1956 年春，庄

平畴和他的两位兄弟以及许许多

多热血青少年，毅然踏上回国的

征程，展开人生新的一页，他们乘

坐“芝万宜”洋轮从新加坡来到香

港，再乘火车到英界的罗湖桥边。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曲折

而生动。

在新加坡时，他就听说爱国

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事迹，听说他

在集美创办了一系列学校，他先

在广州补习学校补习，后来决定

到集美来，被安排在集美中学初

中 83 组 19 班。当时，学生来自世

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学习

活动食宿在一起，师生同窗亲密

无间，情同父子手足。他学习刻苦

认真，考试全部得到“五分”，还担

任班上的学习股长，积极帮助同

学，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

后来他申请到香港，开始艰

苦创业，从事钻石珠宝生意，改革

开放后，也到内地合作经营。1982

年以庄重文先生为首的香港校友

筹备成立“香港集美校友会”，他

积极参加各项工作和重大活动，

30 多年来一直尊师重教，捐款捐

物，任劳任怨，默默付出，退居二

线后，担任“永远名誉会长”。

2001 年我首次访问香港，开

始接触香港校友这个团队，我是

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出境，在

当时实属不易，要感谢刘卫平校

长的魄力。为节省费用，也为拉近

与校友距离，在杜成国校友力邀

下，我们几个就挤挤住在他家里，

每天他带我们跑前跑后。曾星如

先生代表校友会热情接待和宴请

我们，李欣欣校友买来早餐笑如

春花。时光荏苒，彼时事业发达的

曾星如先生早已不在人世，彼时

风风火火的杜成国校友今已耄耋

之年。

后来我担任集美校友总会常

务理事、副秘书长，集美中学校友

会秘书长，和香港校友接触也多

了起来，联系最多的有杜成国、李

凤翔、陈伟民、林敦煌等。不管往

来时间长短，接触次数多少，都觉

得他们各具风采，各有特色，各富

个性。

全国政协委员、爱国爱乡爱

港的著名企业家曾星如，原籍安

溪，出生印尼华侨家庭，抗战时期

就读内迁安溪的集美中学初中 52

组，1946 年到港谋生，为家乡经济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曾任香港集

美校友会董事主席。被誉为“商海

俊杰，诗坛英才”的儒商施学概，

籍贯晋江，初中 82 组高中 44 组，

60 年代初定居香港，是香港工商

界知名人士，曾是香港事务顾问、

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市荣誉市

民，因捐建母校李林园而被大家

熟知和敬佩。

杜成国，高中 42 组校友，印

尼侨生，中国新闻社记者，退休后

到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摆地摊

为人照相谋生，省吃俭用，卖掉北

京四合院，为母校捐款 380 多万

元兴建新校区大楼和嘉庚群雕，

为集美校友总会捐款 100 万元设

立助学基金，践行陈嘉庚“财自我

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的

精神。

“常青树”林敦煌老师，年逾

九十高寿，在校时是“严师良师”，

1990 年退休到香港定居，热心，忘

我，奉献，潇洒，活力，是大家对他

的评价，每每高歌一首《爱拼才会

赢》，激情四射，语惊四座。

现任香港集美校友会会长李

凤翔，出生集美，高中 49 组 6 班，

他们牢记陈嘉庚校主，秉承

“诚毅”校训精神，主动融入香

港社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香江两岸立足、生根、开花和

结果，为香港的顺利回归、经济

发展、繁荣稳定和社会和谐发

挥了积极作用。多位校友被推

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

推选委员会委员，多位校友在

华人社团中担任负责人或要

职。他们组织校友参加反占中

大游行，表达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依法实行普选

的愿望和诉求，他们拥护和支

持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积极参

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

会选举投票。他们为内地水灾、

震灾、新冠疫情捐款捐物，为香

港和内地尤其是厦门的交流牵

线搭桥，主办首届全球集美校

友联谊大会暨香港集美校友会

成立 25 周年活动。

在集美中学校友中，香港校

友，自始至终都是一支中坚力

量，他们捐助先进设备，捐献进

口汽车，组团百人祝贺校庆，多

次举办尊师联欢，邀请老师赴

港考察，奖教奖学助学助老，为

学校发展呼吁上书，组织香港

学生回厦门办夏令营，组织校

友后裔回集美办“嘉庚风·中华

情”活动。2018 年集美中学百年

华诞之时，他们更是组织了 300

人的祝贺团返校，筹集百万成

立教育基金，制作纪念邮册，主

办联欢晚会。

我深刻感受到归国侨生、香

港校友这些群体艰辛不易的经

历和焕发光彩的人生，我也较

早接触香港社会和资本主义制

度的一角。香港校友这个群体，

侨生居多，老一辈居多，是一个

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生长于

极不平凡的年代，奋斗在各不

相同的社会制度里，见证了侨

居国、内地和香港各个时期的

发展。因此他们对祖国和家乡，

对母校和老师，对陈嘉庚校主

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们

身上都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精

神和十分特别的情怀。

2019 年 5 月，我第三次赴

港，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暨香港集美校友

会第十五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见到了许多久违的脸孔，心意

切切，温情殷殷，我还抽空专程

到杜成国家里拜访慰问，回想

起这些年因公因私的交往和岁

月流转的变迁，不胜感慨。身处

光彩中国东方之珠，环顾这座

世界繁华之都，那么美丽，那么

熟悉，那么自信，愿大家诚心汇

聚、毅力万钧开拓新的更美好

的未来。

离开集美到同安工作以后，

我和一些校友的联系并没有就

此中断，工作，是职责，认识，是

缘分，“嘉庚学子遍天下,集美校

友是一家”，在陈嘉庚的旗帜

下，在真性情的交互中，认同、

感情，可以是一辈子的，不以山

海而远，不因时空而疏。今年以

来，香港新冠疫情严重，“连续

两天新增确诊病例超 3 万后，3

月 1日，香港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5.5 万”。我和李凤翔、陈伟民、王

铁士等不时互有微信鼓励，近日，

林敦煌老师又打来电话交流问

候。中央支援，广深驰援，港府努

力，香港疫情日渐好转，4月 16

日消息，“香港新增 794 宗确诊，

连续两日降至三位数”。但愿疫去

春来，我们早日相见，在厦门，在

香港，在春天里。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

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

约》，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权归还中

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

港回归之际，台湾罗大佑作词

作曲、香港刘德华和内地那英

合唱的《东方之珠》在全国唱

响，至今也都在海内外每一位

赤子的内心激荡：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

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

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

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

海桑田变幻的诺言。让海风吹

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

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

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

变黄色的脸。

自称“千金难买少年穷”，1974

年定居香港，无论在内地，还是

在香港，他都凭借睿智，抓住机

遇，艰苦创业，事业有成，在校

友中脱颖而出，母校兴建新校

区时，捐款 100 万元。现任香港

集美中学校友会会长陈伟民，

马来西亚侨生，是老三届校友，

1969 年上山下乡到永定，1980

年到香港谋生，从板车队长到

运输公司经理，惜时如金，乐观

笃行，是最活跃的尊师爱校的

“活动家”。

退休后到港定居的老师中，

印象较深的还有潘斯随吴瑞华

伉俪、陶昭福、徐明科等。校友

里面有接触过的还有中国侨联

顾问、香港集美校友会原会长

现监事长、金轮集团董事长王

钦贤（侨校），香港集美校友会

原会长叶联意（侨校），为母校

百年校庆捐款 100 万元和提供

定制手表的热心企业家高中

46 组王铁士，和郑玉宗老师到

漳州老家拜访过的印尼侨生

企业家高中 42 组陈振中，因编

辑香港校友会刊物而认识的

出生在印尼泗水的散文诗作

家陈茂相，以及李琼惠、吴文

根等。

杜成国校友（左）和笔者在香港

庄重文先生（右）和庄平畴校友

香港集美校友会会长李凤翔（左）和笔者在集美

香港集美中学校友会热烈欢迎集美母校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