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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

以侨为“桥”

赓续嘉庚精神
共谱时代强音

□林志祥

高举爱国旗帜 弘扬嘉庚精神
□林全南

时值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即将

召开之际，我再次学习领会了被誉

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中国侨

界杰出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光辉事

迹。嘉庚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海

外侨胞，引领我们忠贞爱国，对国

家和民族的复兴和统一大业矢志

不移。

“嘉庚精神”是厦门宝贵的精

神财富之一，也是人们了解厦门的

不朽招牌。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情系

桑梓、倾资兴学、报效国家、服务社

会，“嘉庚精神”是一种赤诚爱国、

公而忘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忠公，

诚毅，勤俭，创新”正是陈嘉庚老先

生光辉一生的完美实践和体现，也

是“嘉庚精神”的精髓。这对于新时

代我们传承和弘扬嘉庚精神，以及

培育祖国新一代人艰苦奋斗、勇于

奉献的爱国情怀，实现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目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

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更需要通过传承和弘

扬嘉庚精神来进一步激发海内外

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全体中华儿女

的民族向心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而共同努力奋斗。

我于 1990 年离开厦门旅居

日本，至今已有 30 余年。我始终

以嘉庚先生为楷模，身体力行当

好“嘉庚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

者、实践者。我尽自己所能为祖国

做贡献，在祖国需要时带领所在

侨团的广大侨胞捐资捐物。2020

年，国内突发重大疫情，急需防疫

抗疫物资。我带头为武汉疫区捐

款，筹集大量防疫抗疫物资送回

国内家乡。得知我的家乡响应国

家号召，要建设“美丽乡村”，我便

出资搭桥铺路，为家乡创设教育

基金会，振兴教育……正是嘉庚

精神激励我热爱祖国，回馈桑梓；

也是嘉庚先生教会了我凝聚旅居

海外侨胞的力量，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报效祖国。

嘉庚精神引导我团结带领广大

旅日侨胞，更好地开展侨团工作。

我们与侨居地居民和谐相处，共同

搭建中日民间友谊桥梁，促进中日

商贸流通、投资创业，努力传递中

国正能量和中国好声音，为维护中

日友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这正是

嘉庚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的

体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激励

我们前行。

2009 年，陈嘉庚先生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广大海外侨

胞也将努力讲好新时代的嘉庚故

事，发扬并实践嘉庚精神。我们深

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祖

国统一大业，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

的中国梦，需要千千万万的“嘉庚

式”爱国侨领侨胞的涌现。“传承嘉

庚精神非我莫属”———这就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

席代表、中国侨联海外委员、厦门

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日本爱媛华

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日本爱媛县

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

无论是“忠公不忘初

心，厚植爱国之情”，还是

“诚毅牢记使命，砥砺奋斗

之志”，亦或是“崇尚勤俭

节约，坚守自律之心”，嘉

庚精神如星辰闪耀，与祖

国、人民共命运，同伟大时

代相偕行。百年风华，嘉庚

精神曾经激励和感召无数

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侨关心

祖国的前途命运，为祖国

统一富强和民族振兴而团

结奋斗。作为华裔新生代，

嘉庚精神，于我亦然，伴我

成长，指引我前行。

2015 年，我回到了祖

籍国的怀抱，以华裔的身

份来到厦门，进行 4 年的

汉语本科学习。毕业后，因

为不舍得离开厦门———一

个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选择继续在厦门大学读

研深造。入学后不久，课程

目录里，一门名为“陈嘉庚

精神”的课程，引起了我的

兴趣。通过修读这门课程，

我对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

先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在长达几十年的奋斗

生涯中，陈嘉庚先生把毕

生的精力贡献给民族的独

立解放和祖国的统一富

强。他倾尽所有兴办教育，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倾资兴

学第一人。厦门是陈嘉庚

先生的故里，无论是厦门

大学，亦或是集美大学，在

厦的芸芸学子都有幸成为

陈嘉庚精神的历史见证

者。研究生阶段，我很荣幸

成为了陈嘉庚奖学金首批

获得者。于我而言，这是一

份殊荣。陈嘉庚先生一向

重视华文教育和招收华侨

学生，陈嘉庚奖学金不仅

是厦门市委统战部就党中

央关于“弘扬嘉庚精神”号

召的积极响应，更是对我

们“海丝”沿线国家留学

生，给予的肯定与鼓励。

嘉庚精神至今，仍旧

是新时代华侨华人继续投

身祖国发展的精神指引。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

家”。在新时代，家国情怀

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追

求。在共建伟大祖国的新

时代，我们更需要具备像

侨领陈嘉庚先生一样的家

国情怀。只有这样，才能够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

聚力，为共同的理想和目

标携手奋进。

心怀家国，情系桑梓。

侨胞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的群体。习近平

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及

侨胞和侨务工作。“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在共建“一带一

路”的进程中，华侨华人在

融通中外方面具有天然的

优势，扮演着“桥梁”的重要

角色。我曾经在担任厦门市

印尼留学生协会主席期间，

协助印尼驻华大使馆和印

尼驻广州领事馆，协调在厦

的留学生，举办两国文化交

流活动。作为华侨华人及华

裔新生代，在厦留学生们充

分利用自身深谙中华文化、

熟悉印尼文化的双重优势，

成为中外文明交往的桥梁

和纽带，并在未来的学习

和工作中，以己之力促进

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互

信和融合。

作为新生代华裔，我深

感自身责任之大。2021 年，

我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被

厦门建发股份录取，成为

了厦门建发纸业的应届管

培生。现任职于海外业务

部，主要负责建发股份印

尼平台。伴随着经贸规模

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于今年正式

生效，中国与印尼在RCEP

协定下的合作将更为密

切。正如我目前所从事的

纸张海外贸易，正见证着

两国纸张行业的共同成

长。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

纸业集团公司———金光集

团，是由印尼知名爱国华

侨黄奕聪先生创办，而建

发纸业是金光集团在中国

最大的合作伙伴。在未来

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我希

望能发挥自身的文化、语

言等优势，不忘初心，牢固

树立报效祖籍国的远大志

向，借助建发给予的平台

优势，扮演好两国之间“桥

梁和纽带”的角色。作为新

生代华裔，我定赓续嘉庚

精神，积极进取，与时俱

进，以己之力帮助两国纸

张贸易持续向好发展，实

现合作共赢。

木本水源，光前裕后，

凤凰花开，世纪流芳。现

在，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上，新华侨华人及华裔

新生代应当共同传承和弘

扬嘉庚精神，凝心聚力，踔

厉奋发新百年、新征程。以

侨为“桥”，汇聚力量，为推

动厦门经济特区高质量、

全方位发展、加快新时代

新福建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印尼华裔青年，

建发股份印尼分公司代表]

“嘉庚精神”是厦门大学校主

陈嘉庚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精髓在于“忠公、诚毅、勤俭、创

新”，集中体现在爱国、奉献、重德、

自强、清廉、创新等方面。嘉庚先生

一直深怀“开拓海洋，挽回海权”的

理念，在创建厦门大学之初，就对

厦大海洋学科寄予热切希望。1946

年厦门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

洋学系，成为我国海洋学科的发祥

地。我是厦门大学的毕业生，现在

是在母校工作的海洋科研工作者，

也是一名留学归国人员和致公党

党员。一路行来，嘉庚精神是我前

进的精神原动力。嘉庚精神是民族

的财富，更是国家的财富，传承嘉

庚精神就是弘扬时代价值、坚定理

想信念。

嘉庚精神激励我好学上进。我

于 1996 年进入厦大生物系学习。

从那时起，我就被陈嘉庚先生“教

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的坚定信念所感染。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海洋科学作为研究领域继

续深造。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我

的博士论文探究气候变化对海洋

藻类光合作用的影响，并评估该影

响将对海洋吸收大气二氧化碳、调

节全球气候产生怎样的效应。对海

洋科学的持续深入学习和研究，提

升了我对建设海洋强国重大战略

意义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的海洋

研究梦、海洋强国梦。

嘉庚精神激励我立志报国。自

创立那天起，“爱国”便成为厦门大

学最鲜亮的底色，家国情怀也成为

厦大人内心最深沉、最持久的情

感。在外求学的十年间，我深刻体

会到无论身处何方，只有祖国强

盛，我们的腰杆子才能直起来。

2011 年 10 月，在获得普林斯顿大

学地球科学博士学位一个月后，我

回到了母校厦门大学，成为一位光

荣的人民教师，为我国海洋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尽自己的一份绵薄

之力。我的研究领域是海洋生物地

球化学，聚焦于全球变化影响下海

洋中的元素化学循环与藻类生理

生态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的

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科学》《自然

通讯》等期刊上，受到业内广泛关

注，并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后续研

究所证实。在我看来，我们这一工

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并非体现在其

是否能发表于国际高水平期刊上，

而在于它为我国在海洋全球变化研

究领域抢占国际前沿、提升国际地

位做出科研工作者应有的贡献。同

时，它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今后的

科研中，要敢于瞄准具有重大意义

的科学难题，研究过程要沉得住气，

敢啃硬骨头，自立自强，勇于创新。

嘉庚精神激励我奉献社会。作

为一位留学归国人员，同时也是侨

眷，回国后我先后服务于福建省和

厦门市侨联的青年委员会，以及厦

门市欧美同学会。2017 年，我有幸

加入中国致公党，成为一名民主党

派成员。今年年初，在各级各有关

部门的培养下，我有幸当选为致公

党厦门市委会副主委，并被推荐担

任厦门市政协委员，这些新的身份

让我有了更多参政议政、奉献社会

的机会。几年来，嘉庚先生“宁可出

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的奉献精

神鞭策我，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专

业优势，积极通过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界别活动、联谊活动，为委

员间加强联系、扩大交流、增进了

解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平台、创造机

会，为发挥专业特长和界别优势、

强化委员担当作出积极贡献。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坚持陆海统

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

略决策，指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福建是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建

设重要论述的孕育地和实践地。在

福建工作期间，他就发表了“建设

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讲话，率先

发出了“向海进军”的宣言，为福建

的海洋事业擘画了发展蓝图。习近

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厦门大学的建

设和发展，对嘉庚精神给予高度评

价。去年，厦门大学迎来百年校庆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指

出“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

的大学。100 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

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

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

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的贺信

对学校未来发展寄予殷切期望并

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以巨大鼓舞

和激励。我必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大力弘扬嘉庚精神，心怀“国之

大者”，勇担“侨海报国”时代使命，

在本职工作中兢兢业业、潜心钻

研，开拓创新，为中国海洋强国和

生态文明建设矢志奋斗、贡献力

量！

[作者系厦门市政协委员，致公

党厦门市委副主委，厦门大学南强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海海洋

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

学）主任]


