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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华

香港工联会福建中心举办庆回归 25周年园游会
香港工联会福建咨询服务中

心（福建中心）/ 工联康龄长者服

务社（中国香港）厦门代表处，于

7 月 23 日在厦门举行“香港回归

庆团圆·25周年园游会”活动。园

游会人气高涨，约两百名厦门市

民、在厦港人与福建中心一同欢

庆香港回归。

活动当天，厦门市台港澳

办二级调研员李娟、福建省总

工会职工交流中心主任卢慧

敏、厦门市总工会职工交流中

心主任李剑婷等应邀出席。厦

门市职工艺术团、厦门市老年

活动中心风雅颂艺术团等多

家单位及福建中心义工献上

精彩演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观看。园游活动的小游戏摊位

上也是人声鼎沸，参与者的热

情胜过当日的艳阳。

活动还未开始，便有人在

场等候。市民林先生表示看到

福建中心园游会的宣传后非

常感兴趣，便与朋友早早赶到

现场，希望参与到此次园游会

中来庆祝香港回归，与大家共

襄盛举。港人苏先生是福建中

心的义工，他向福建中心透露

自己 2003 来到厦门，因喜欢厦

门的生活环境，便选择在此定

居，如今快进入第二十个年

头，非常高兴在厦门遇到工联

会福建中心，可以协助港人解

决在内地生活遇到的问题，让

在闽港人更好融入福建的生

活。

园游活动的结束并不是真

正的结束，福建中心会将园游会

活动当天“继往开来图片展”中

展出的香港回归前后照片放至

线上，让身在厦门之外的朋友也

能云上看展。不仅如此，福建中

心也欢迎看展的朋友动动手指

为最能触动到自己的照片投上

心仪的一票。

（来源：香港工联会内地咨

询服务中心）

记得十多年前我刚刚从香

港来到厦门的时候，跟朋友聊

天，有人问厦门的城市代表人

物是谁？没想到大家异口同声

地说：“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陈嘉庚。”从此，陈嘉庚

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

海里。这些年来，我阅读了不少

有关嘉庚先生的报道、传记，还

参观了陈嘉庚纪念馆，耳闻目

览了许多先生的事迹介绍，先

生的善行义举令我佩服不已。

关于弘扬嘉庚精神，结合自身

的体会和家庭的教导，我觉得

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阐述。

家国情怀
2015 年秋，我以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副会长的

身份，受中央统战部之邀到北

京天安门观礼台上观摩“庆祝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

阅兵”。当一个个强大的阅兵方

阵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受到深

深的震撼和感动，诚如陈嘉庚

先生在当年南洋抗战募资演讲

时说的：“有国才有家！祖国强，

华侨强。”当年支离破碎，备受

欺凌的中国，如今已经强盛地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一刻，嘉

庚先生的强国梦已经正在逐步

变为现实，身为中华儿女，自豪

感油然而生。作为港澳青年的

一份子，我也经常跟香港的朋

友讲述这些年来祖国大陆的历

史变迁，让大家体会到坚持一

国两制，国家好、香港更好的理

念。

嘉庚精神的传承，无论在

厦门、在福建，还是在香港，都

是有传统的。1947 年集友银行

在香港成立，该行成立目的之

一就是用股息与红利支持集美

学校的建设，使学校增加一个

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这一项

“义举”深深地影响了不少人。

1979 年，家父李仲树先生

在香港上环文咸西街创办金日

集团的前身———华德参行，从

那时起至今已 40 多年。跟许多

旅港闽籍乡亲一样，我们在香

港和大陆的金融业务往来一直

都依托与这家银行的合作。父

亲常说，我们学习陈嘉庚爱国

爱乡精神，要坚持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当然，要身怀爱国

之情，坚守爱国之志，这些话说

起来容易，要做到也是不容易

的。嘉庚先生说：“惟有真骨性

方能爱国，惟有真事业方能救

国。”前几年，香港街头出现了

“占中”运动，后来愈演愈烈，出

现港独暴行，他们甚至在街上

围堵市民，要市民表态支持他

们，否则暴力相向。我作为香港

厦门联谊总会的监事长，没有

被暴徒的嚣张气焰吓倒，坚决

执行福建社团的联合行动。我

和会里年轻一辈的骨干人员带

头下到各个基层分会，号召乡

亲们管好自家孩子，反港独、撑

特区政府，我们还组织会员参

加反占中游行，派部分会员到

各警察署慰问。闽籍乡亲们群

情激昂、同仇敌慨，数次狙退了

港独分子的街头暴行，美誉香

江，当时北角这个福建人聚集

区被称为香港最“红”的区。

公而忘私
“牺牲一己之权利，从事国

民之义务”，嘉庚先生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1929 年，世

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嘉庚先

生的事业陷入低潮，厦大的教

学支出也岌岌可危，他毅然决

然变卖家产支援学校。他说变

卖大厦，也要续办厦大，令人动

容，嘉庚先生这种公而忘私的

精神是我们当代年青人学习的

榜样。

的确，要做好一件事情，就

必须倾情投入，忘记自己的眼

前利益。否则，做事情犹犹豫

豫，瞻前顾后，既没有效率，也

不会有成果。

2021 年香港地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期间，为了支持真正

的爱国、爱港者，我们香港厦门

联谊总会也积极行动起来，组

织、倡导会员乡亲们从身边做

起，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我作

为会里主要组织者之一，必须

“身先士卒”带头去团结乡亲。

2021 年下半年香港疫情肆虐，

我也联系关心在港的乡亲朋

友。

兴教助学
嘉庚先生曾说过“教育为

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爱国始于爱乡，强国必先强

民”，所以嘉庚先生倾其一生所

有，发展国民教育，造就了厦

大、集美学村，可谓桃李满天

下，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

福建人尤其是闽南人，向

来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优良传

统，三十多年前，一封来自家乡

同安的信寄到香港我的奶奶手

里，家乡村里小学校舍破烂不

堪，亟需修缮，奶奶马上叫来父

亲说明来由，要父亲返乡捐建

学校。当时父亲的事业也刚刚

起步，一下子要拿出几十万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看到父

亲的迟疑，奶奶虽然文化程度

不高，但是明大理、识大体，她

说：“拿几十万出来的确像要从

你身上割块肉，你还有肉割，乡

亲们都皮包骨头没肉可割了，

小孩子读书耽误不得，你的钱

以后还能赚回来的。”父亲听了

奶奶的话觉得有道理,马上赶回

家乡经办此事。当时内地的经

济还不像现在，地方上教育方

面投入缺口较大，随着金日在

内地的投资发展，父亲在教育

助学方面的投入一发不可收

拾，先后捐建了厦门明树小学、

白交祠金日希望小学、同安金

日少儿图书馆，还资助福建长

汀同心学校、厦门老年大学，20

多年来，每年资助 20 位以上家

庭困难的大学生上大学。2020

年 5 月疫情未了，为了让学校

尽快复学复课，又向集美工业

学校等厦门市 12 所大中专学

校捐出价值 188 万元的卫生防

疫物品。40 年来，金日在慈善公

益上捐款捐物超亿元，父亲常

说：“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强盛、

教育是根本！一定要让孩子们

得到好的教育。”

是啊，陈嘉庚先生在 100

多年前就洞悉这个道理，还亲

身实践这个兴教强国的宏伟理

想。他的精神，在当下这个时代

还有许多现实意义。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科教兴国，科教强

国！

跟我的祖辈、父辈一样，每

一个海外游子都有一份浓烈的

家国情怀。走出去的人，不管时

间过了多久，走了多远，都有一

份乡愁。勿忘桑梓，叶落归根，

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生命力

的象征，我对我的下一代也有

类似的教导：2021 年 4 月 15

日，我 6 岁的女儿李乐颐参加

了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活动，还上了央视新闻。“我生

活在中国香港，香港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爱港

爱国”，女儿稚气的声音从电视

中传来，我们为人父母的，感到

非常的欣慰。

家国情怀、公而忘私、兴教

助学这些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

的品德，也是嘉庚精神的具体

体现。嘉庚精神值得我们世代

铭记、薪火相传！

[作者系金日制药（中国）有

限公司总裁、香港厦门联谊总

会监事长、厦门市政协常委]

为深入挖掘、感悟“嘉庚精神

时代价值”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弘

扬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即日起，

厦门市委统战部、集美学校委员会

携手厦门日报社推出“传承嘉庚精

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面向

社会各界征集感悟“嘉庚精神时代

价值”的佳作，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 日。

●征文内容

紧扣“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

代价值”的主题，以下几方面内容

可供参考：1.结合实际，阐述对“嘉

庚精神”时代价值的认识、理解和

思考；2.讲述新时代各领域践行和

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生动

实践；3.如何深入发掘和体现“嘉

庚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助推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凝心聚力。

●征文要求

主题鲜明，弘扬正能量，彰显

民族大义、历史责任；言之有物，

语言生动，感情真挚，体现对“嘉

庚精神”时代价值的思考；体裁

以议论文、记叙文为主，字数在

1000 至 1200 字左右。作品须是

署名作者原创首发，严禁抄袭、剽

窃，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

zfk@xmrb.com，注明“传承嘉庚精

神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字样，

并留下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4000元/人；

二等奖 3名，奖励 2000 元 /人；三

等奖 6 名，奖励 1000 元 / 人；优秀

奖 10 名，奖励 500 元 / 人，以上奖

金均含税。

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