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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晖

6 月 1 日起，上海全面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在之前的 2个多月中，

新冠疫情让这个城市面临着巨大压

力，不时被推到风口浪尖。我对这座

城市特别关注，因为她很特殊，因为

数次到访，因为那里有一群值得牵

挂的人。

3 月初新冠疫情在上海爆发，

在新一轮奥密克戎病毒的冲击

下，防控形势严峻。4 月 3 日，我以

集美学村大门为背景制作了一张

问候图片，发给几位集美中学上

海校友，传达关切之意。他们非常

感动，将其转发到校友会微信群

里。叶安达校友还详细向我介绍

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和他们的近

况，表示有信心，上海会很快好起

来。那时我已不在集美两年多，这

是疫情之下的遥远互动，也是多

年结缘的情意体现。

三十余年同舟共济
2019 年 10 月，我参加集美中学上海校

友会第 24 次会员大会暨 2019 年年会，后来

因为疫情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那一次，新

老校友相聚上海海洋大学军工路校区，高中

57 组、军工路校区校办负责人吴建中校友

给予大力支持。高中 73 组郑咏棠工作繁忙

无法参加年会，但他在会前已将两万元捐款

转到校友会。黄建和校友每年都给校友会赞

助，这次捐款 5000 元，这是他平时省吃俭

用，从养老金中奉献出来的。我每一次去都

被感动着，他们是社会团体，没有经费，但诸

位齐心协力，坚持开展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经营新侨酒店的高中 54 组蓝平总经理多次

为年会提供会场、食宿等服务，活动也多次

借集美航海学院校友会会所举行。除了上海

本地校友之外，历年来主动捐赠者更远至香

港陈振中、泰国丁文志、澳州蔡良础等。

集美中学上海校友会 1988 年 4 月在赫

赫有名的江南造船厂成立，1993年获得民政

部门社团登记证书。2018年校友会成立 30周

年，新老校友一起合作，完成了校友会历史的

收集整理，编印成册，走过了艰苦的历程，留

下了宝贵的资料。30多年来，人才辈出，默默

付出，爱国爱校，代代传承，让校友会在上海

这个国际大都市扎根、开花和结果，成为校友

工作的一面旗帜。2018年 10月，集美中学百

年华诞，吴玉雷理事长作为海内校友代表在

庆祝大会上发言，王严铭《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荣获海内外征文校友组一等奖。集美中学

是著名的侨校，在上海的许多校友是侨生，

“侨”和“海”密切相连，校友会成立时就挂靠在

上海市侨联，是其团体会员，上海市侨联非常

关心重视，每一次活动都派人参加。

校友会首任秘书长、高中 42 组陈福祥

动情地说：“1953 年 7 月初，我从印尼回到

祖国，同年考入集美中学初一年级，我在集

美中学度过了初中高中 6年美好时光。集美

中学优秀的教师，为我打下深造的知识基

础。优美的环境和多样的运动场馆，让我身

心健康成长。学校每月发给我助学金，使我

衣食无忧。‘诚毅’校训，给我一生的为人准

则。有机会作为一名嘉庚学子，我深感荣幸，

我要用一生的努力来报答校主的恩情。我工

作在上海，生活在上海，有条件为集美中学

上海校友会多做好事善事，这是对校主感恩

的最直接最有效方式。”

热心贡献人才辈出
上海校友人才济济，历经风雨，事迹感

人，有的归国之路坎坷，有的求学之路困苦，

有的创业之路艰辛，但都筚路蓝缕，勇往直

前，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为共和国的建设，

为大上海的繁荣付出了青春年华，作出了诸

多贡献。最早一批校友如油画大师周碧初、

上海海运局高级船长官宏光等。1988 年校

友会成立以来，历届理事长为黄柏龄、陈文

灿、吴玉雷，他们都是佼佼者。

黄柏龄，1924 年出生泉州，高中 17-18

组，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深

造，新中国国家篮球队第一任队长，被国内

外誉为篮球“神投手”，在全国篮球比赛大

会上被授予“篮球国手”称号，他首创的篮

球新技艺被国际篮球界誉为“柏龄跳投”

或“中国跳投”。离开国家队后到华东师大

执教，担任教授，是中国篮球界文武双全

的人物。陈文灿，厦门人，初中 70 组高中

35 组，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后留校任教，教授，研究生导师，经济学院

副院长，香港经济研究室主任，主编《政治

经济学概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吴玉

雷，原籍泉州，初中 80 组高中 42 组，1939

年出生于印尼苏拉威西望加锡市，1953 年

回国，1959 年考入福建农学院，后转入福

州大学电机系，分配到上海电焊机厂从事

技术工作。1985 年奉调到上海市

中旅社，后任上海中旅集团党委

书记兼总经理，工作出色，兼任中

国旅游协会理事等。担任集美中

学上海校友会第三、四、五届理事

长至今。

来自厦门的优秀校友诸如：施

应麟，高中 27 组，上海财经大学教

授，曾任闽西南厦门市委的直属支

部书记，解放后参加接管财政局和

税务局，在上海经济理论界被誉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陈淑

瑾，初中 69 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党委书记，

她领导下的瑞金医院连续五次荣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单位。宋佩强，高

中 38 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正研级高工，曾获国家发明

奖和重大科技成果完成奖，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黄德国，高中 40 组，

中国男女手球队主教练，1984 年率

中国女子手球队荣获第 23 届奥运

会铜牌，1994 年率中国男子手球队

荣获第 12 届亚运会铜牌，上海市劳

模，上海市人大代表。

来自侨生的优秀代表诸如：王

开发，高中 37 组，马来西亚侨生，被

业内誉为“中国花粉之父”。1954 年

考入华东师大，为同济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获全国

科学大会奖、上海市重大科研成果

奖，是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上海市

劳动模范。高坤敏，高中 38 组，1936

年出生在印尼，1953 年回国，复旦

大学数学系毕业被选拔留校任教，

曾任校工会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委

员、上海市人大代表，是全国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个

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侨

联工作先进个人，归侨教师“烛光

奖”获得者。

有一届校友特别突出。集美中

学初中 80 组高中 42 组有多位校友

在上海，2008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海内外校友从美国、泰国、新加

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越南、香

港、福建、广东、北京等四面八方赶

来，齐聚上海举办联谊活动，与会者

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俞昌旋，东

盟雇主机构主席、泰国集美校友会

会长丁文志等。中国侨联副主席、上

海侨联主席杨玉环会见和设宴款待

了部分海外校友。在他们编辑出版

的《折叠的时光》一书里，满满都是

上世纪 60 年代归国华侨的回忆，这

本厚厚的书，折叠了往昔时光，也把

美好希望收藏。

有一种情怀特别难忘。2013 年

6 月 29 日，上海校友会主办的“集

美缘、浦江情、弘扬嘉庚精神”研讨

会在上海华侨大厦“华侨之家”举

行，取得圆满成功。上海市侨联副

主席杜宇平出席研讨会，并做热

情洋溢的讲话，集美校友总会理

事长任镜波带《集美校友》主编、

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集美中学主

任、集美电视台和《集美报》记者

参加，到会的海内外知名校友有

50 多位。《上海侨报》用特刊《百年

集美中国梦》进行详细报道，《厦

门日报》做了报道，《集美报》侨乡

要闻版用了三分之二版面刊登校

友发言摘要和照片。

心系桑梓延续情谊
2011年应该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参加他

们的活动，当时围坐在一起的一大桌子校

友都是领导、教授、专家、船长，他们对我对

年轻校友和蔼可亲，谦恭有加，令我十分震

撼，也十分荣幸。我几次在上海期间，吴玉

雷理事长全程陪同，热情接待，介绍校友会

工作和校友近况，带领参观上海建设新貌

和浦东新区。衣着朴素，笑容可掬的叶安

达，是同安人，有着传奇的身世，坎坷的经

历，但从她嘴里讲出，一切都那么云淡风

清。她的父亲是陈嘉庚先生的私人秘书，抗

战期间陪同陈嘉庚到解放区实地考察，被

军民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精神所感动，于

是把原本要给国民党的大笔款项全部给了

共产党，解放后也一直在厦门支持陈嘉庚

先生的教育事业。她是校友会秘书长，是个

大忙人，却每次都到机场迎接我，天冷一下

飞机，她已经买来热气腾腾的咖啡等着，见

我衣着较少怕我着凉，把家里的崭新西装

送给我，带我体验最先进的磁悬浮列车，经

常关注我的微信朋友圈，经常给我发阅读

材料。

上海校友会主要成员大多年纪较大，

为了使校友会后继有人，他们主动请我提

供每年考进上海高校的集美中学毕业生名

单、联系方式等信息，然后积极联系，为校

友会输入新鲜血液。这些年每一次的年会

都有老一辈退休校友、在职校友、在读校友

参加，充满活力。除了年会，他们还举办新

老校友座谈会，中秋节邀请年轻校友团聚，

按照闽南习俗进行博饼，还为在沪求学和

工作的年轻校友提供各种帮助。

你有所托，我必践诺，10 年来，我一直

坚持提供详细信息，即使工作调动后那一

年还在做。他们心存感激，说校友会能有今

天，离不开我的功劳，2017年年会上颁给我

“特殊贡献奖”荣誉证书和纪念牌，这是一份宝

贵的肯定，也是一份珍贵的纪念。每次都是来

去匆匆，但每次都如沐春风，在撰文过程中，我

又核查和翻阅了一些资料，再次受到一次教

育和洗礼，再次感受到那些温暖和力量。

2018年，在集美中学就读 6年，2014届

高中 92 组毕业的赵家鑫在上海交大完成

学业后，获得具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

之誉的“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深造，

致力于世界环保研究。2018年度该奖学金

仅颁给4人，他是福建省首位获得者。新时

代，年轻的集美，活力的上海，优秀的校友，

又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上海校友从世界各地走来，从集美学村

和厦门侨乡走出，嘉庚精神的照耀，集美母

校的教育，让他们一生秉持“诚毅”的精神，

诚以待人，毅以处事，坚韧不拔，勇创业绩。

对嘉庚，对母校，对诚毅，对侨生，对事业，对

奋斗，他们总是满怀深情，饱含赤诚。今天，

他们很多年已古稀，却青山不老，仍在为社会

发挥余热，为社区和他人服务，仍在弘扬嘉庚

精神，为校友会工作奔忙，值得我们表达深深

敬意。可惜10年来，又有多位优秀校友相继离

开我们，令人扼腕痛惜，但老一辈的业绩、精神

和风范永存人心，因为他们是百年集中的

嘉庚学子、现代都市的不老情怀。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

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一首《上

海滩》唱尽岁月沧桑和人生起伏。现代社

会，取向多元，发展飞速，变革瞬息，黄浦江

涛涛，挟两岸风云，笑看时代变迁。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作为中国的经济、

金融，交通、科技、工业、会展和航运中心，上

海，为国家承担重大责任，也为抗疫付出许

多代价，依然挺立在国际风云变幻之中，依

然领跑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

完全相信———上海，永远是中国的自豪，永

远是世界的骄傲。

集美中学上海校友会主要负责人和笔者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